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摄影报道

黝黑的面庞， 瘦弱的个子。3月26号一天

当中发生的两起事件， 差一点摧毁了20岁的

石茂兵对生活的信心。 为了方便在上马镇一

家电维修门市上下班，今年农历2月，石茂兵

花8000余元购买了一辆力帆150型摩托车。这

也是事发时的那辆摩托车。

3月26日连续两起事件发生后，石茂兵就

再没有前往维修门市上过一天班，“成天心里

都惴惴不安的。咋还有心情上班？”

成都商报：

说说事发时候的情况吧。

石茂兵：

当时看到老人摔倒在地，我心里

真的想的是，能帮一下就帮一下。以前我也看

过很多搀扶老人反而被讹的新闻。但那一刻，

我脑海当中压根没有想到这些。 我就只是想

做做好事。后来接连发生的事情，我只想用一

句话来形容，是祸躲不过。

成都商报：

你为什么会去扶老人？

石茂兵：

我在交警队也多次回答过这个

问题。我有一位爷爷，快90岁了。看到街上的

老人，我就会想起我爷爷。如果我爷爷哪一天

也不幸在大街上摔倒， 我肯定希望别人能够

搀扶他一把。 正是因为内心当中有这样的潜

意识，看到别的老人摔倒，咋会不搀扶呢？

成都商报：

家属有没有联系过你，要求你

赔偿一类的？

石茂兵：

他们没有直接找过我，到目前为

止也没有提出赔偿要求。 一切都还在调查中

嘛。不过，他们开棺验尸这事我倒是知道的。

成都商报：

对于开棺验尸这事，你怎么看待？

石茂兵：

老人入土，说明他们家人最初对

于老人摔倒这事是没什么异议的。 我们那里

都讲究入土为安， 入土几天后又重新开棺验

尸我觉得这非常不合常理。 我觉得他们可能

就想讹诈吧。但我问心无愧，并不害怕。

成都商报：

今后遇到老人摔倒还会搀扶吗？

石茂兵：

肯定会。不过可能会稍微策略一

点。比如，先让大家做一个见证啥的。尽可能

不给自己招惹麻烦。

究竟撞没撞

等尸检报告

唐安云老人膝下一共

有4个儿子。除小儿子唐真

友外，另外3个儿子则长期

在外打工。昨日，成都商报

记者相继与四人当中的三

人取得联系。唐真友、唐真

全、唐真富三人均坚称，父

亲摔倒肯定和摩托车相

关。不过，截至目前，三人

尚未找到有价值的证据和

愿意站出来为他们作证的

证人。“我们还将继续寻

找证据！”唐真全表示。

正因苦无证据， 四兄

弟商量后决定开棺验尸。

而对于为何会选择老

人入土后才重新开棺验

尸， 唐安云的爱人任学成

作出这样的解释， 当天村

里还有另外一起丧事，租

不到冰棺，“天气已经炎

热，遗体无法长期搁置。只

能选择下葬。 匆忙下葬后

儿子们觉得事情越来越不

对， 最后又选择了开棺验

尸。”

昨日下午， 接受成都

商报记者采访时， 泸州交

警大队四大队大队长夏庆

表示， 接到家属开棺验尸

申请后， 交警队随即协调

法医前去验尸。“究竟撞

与没撞， 还需等尸检报告

出来后才可能明了。 我们

现在也在等尸检报告！”

成都商报：

为啥父亲入土9天后才尸检？

三儿子唐真富：

遗体无法长期搁置，也请

人看好了时辰，只得先将老人草草下葬。后来

一寻思，父亲确实死得很冤枉。连父亲怎么死

的都没弄清楚，咋就将老人下葬呢？这才有后

来的开棺验尸。

成都商报：

开棺验尸是兄弟间一致同意

的么？

唐真富：

肯定是。做这个决定，我们内心

充满痛苦。在我们当地，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

样的事情。可以说，整个过程中我们精神没有

少受到伤害。 我们只坚信一点， 只有查明真

相，九泉下的父亲才能真正合眼。我专门请教

过交警， 交警说， 开棺验尸可能是最后的办

法，我们相信交警。至于以后怎么样，等尸检

报告出来再说吧。

大儿子唐真全：

开棺验尸实在是被逼无

奈的选择。我们长期在外，上马场镇上没认识

几个人，虽然目前确实还没有有力的证据，但

摩托车刚刚驶过，我父亲随即倒下。现场那么

多车，还有那么多人，为什么单单就只有那个

骑摩托车的人会来搀扶我父亲？ 如果不是他

撞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一切？由于没有证据，我

们只能开棺验尸。看看事情是否会出现转机。

四儿子唐真友：

从摔倒到最后死亡，父亲

都无法开口说话。一句话都没留给家人，就走

了。事情发生后，我很快赶到现场。小伙当时

正搀扶着我父亲。我印象深刻的是，小伙一个

劲问我父亲：“凶不凶？凶不凶？”如果不是他

撞的，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举措，问这样的

话？我坚信，我父亲的摔倒，肯定和他相关。

成都商报：

以前关注过搀扶老人的新闻

报道吗？

唐真全：

关注过。如果单纯的好人好事，

作为家属，我们不但不应该找对方麻烦，而是

应该感谢对方。包括开棺验尸这些事情，除了

和我们当地的习俗相违背外， 我们还承受了

巨大的道德压力。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向那

位骑摩托车的小伙提出过任何要求。 我们只

想得到一个真相。不能让自己的父亲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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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证扶人小伙撞倒老父 四兄弟刨出尸体求真相

今年4月7日，泸州纳溪区上马镇团山村6组，入土9天后，73岁的老汉唐安云被人从棺材中取了出来，开棺验尸。

距此10多天前，纳溪上马镇街口，唐安云咚一声倒下。也就在唐安云倒地的四五米远处，20岁的石茂兵停下摩托车，

转而搀扶老人。当晚，老人抢救无效过世。

围绕老人之死，其家属与摩托车司机石茂兵各有说法。石茂兵坚称，自己是做好事，搀扶老人；老人家属则表示，老

人不可能无缘无故跌倒，“他先撞人，然后才扶人！”

老人的4个儿子坚称，父亲摔倒肯定和摩托车相关，因尚未找到证据，四兄弟商量后决定开棺验尸。“老人确实死得

太不明不白了。开棺验尸，我们就是要讨一个明白！”

惊人一幕

入土9天后

73岁老汉被开棺验尸

“我们这里都讲究入土为安，没有万不得

已的事情， 谁会惊动地下的老人呢？”———团

山村

6

组村民如是表示。

团山村6组，是纳溪上马镇一个偏僻的角

落。迄今为止，这里仍不通公路。公路结束后，

沿石级阶梯一路向前，还需步行20余分钟，才

能到达唐安云家中。

今年4月7日，小山村的宁静被打破了。已

经入土的73岁当地老汉唐安云， 被人从坟中

刨了出来，开棺验尸。唐安云过世时间为3月

26日晚，正式下葬时间为3月29日。唐安云的

老伴，71岁的任学成目睹了尸检过程。“9天过

去，老唐身子已经发黑。就在老唐坟墓旁，尸

检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尸检结束后，唐安云重新入土。又是半

个多月过去，经整饬后，昨日下午，成都商报

记者在唐安云的坟墓已看不到任何翻动的

痕迹。不过，在团山村，开棺验尸一事仍远未

平息。

“我们那里讲究入土为安，也讲究老人去

世后，一定要留一个全尸。整个团山村，以前

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可以这样说，开棺

验尸这事，我们承受了很大的精神痛苦。但老

人确实死得太不明不白了。开棺验尸，我们就

是要讨一个明白！”老人的儿子唐真富说。

一次摔倒

摩托车刚开过

老人倒地，小伙去扶

唐安云后脑勺着地，仰躺在街头，

20

岁的

石茂兵随即停车，双手扶住老人。当晚，老人

因抢救无效死亡。

开棺验尸这一幕的出现， 和唐安云此前

的一次摔倒相关。

3月26日上午10时许， 上马镇银山街，

20岁的石茂兵骑着一辆摩托车途经此地，

后座上载着他的朋友张德富。73岁的唐安

云则和40岁的儿子唐真友也来赶场， 唐真

友在附近一茶馆内下象棋， 老汉过来招呼

儿子一路回家。

“咚”一声，唐安云后脑勺着地，仰躺在

街头。唐安云身前四五米远处，石茂兵随即将

摩托车停靠。现场拍摄下的一张照片显示，石

茂兵身子半蹲，双手搀扶住老人。

随后赶到的120很快将老人送往医院抢

救。老人的小儿子唐真友说，父亲最初被送到

上马卫生院，但因为做不了CT检查，下午两

三点左右， 又被送往纳溪城区的医院。“父亲

后脑勺有一个很大的血肿。CT检查后医生就

告诉我，没抢救价值了。颅脑损伤太严重了。

26日晚10时许，父亲就过世了。”

说起老人的身体状况，老伴任学成说，家

里几亩地都主要靠老唐打理，“每次吃肉，他

都可以吃下四五片肥肉。 只不过有点支气管

炎。爬稍微长一点的坡，就会累，气喘吁吁。”

争执不下

家属：摩托车肯定有关

小伙：老人衣角都没沾

“大街上当时那么多车，那么多人。为什

么单单就是这个小伙去搀扶？ 如果和他没有

关系，他会去搀扶么？”———老人儿子唐真富

老人死后，围绕老人摔倒，石茂兵和唐安

云家人形成截然不同的意见。

昨日下午，石茂兵介绍，距离老人七八米

远时， 自己即看到老人踉踉跄跄横穿公路。

“注意到老人后，摩托车拐了个弯，驶过老人

身侧。人车相会时，距离老人身子至少一米远

以上，连老人衣角都没沾上。又往前行驶四五

米远后，我听到身后咚一声，接下来有人喊老

人摔倒了！ 从后视镜中我看到老人已倒在马

路中间。我随即停车，并前去搀扶老人。搀扶

时我看到，老人脸色发白，额头微微冒汗，已

说不出话。”

对于摔倒过程，老人儿子唐真友表示，虽

然自己很快赶到现场，“但撞与没撞， 自己确

实没有看到。不过，我父亲好好走路，咋会突

然摔倒？ 而且正好倒在了摩托车刚刚驶离过

后。父亲的摔倒，肯定和摩托车相关。”老人的

另外一名儿子唐真富则进一步分析，“大街上

当时那么多车，那么多人。为什么单单就是这

个小伙去搀扶？如果和他没有关系，他会去搀

扶么？”

3月26日14时许，也就是上马场镇街

头一幕发生后4小时，石茂兵搭乘好友龙

清的摩托车准备回家拿行驶证和保单，

途中和一辆货车相撞。石茂兵受轻伤，龙

清则在送治途中身亡，年仅19岁。

石茂兵介绍，3月26日上午10时事情

发生后，自己的摩托车随即被暂扣。自己

也被叫到泸州市交警支队四大队一中队

处接受询问，“交警叮嘱，要求我回家带

来行驶证和保单。”

由于不好乘车， 石茂兵随即给自己

的好友，19岁的龙清打电话。此后，龙清

骑来一辆摩托车， 搭乘石茂兵前往纳溪

合面镇大石村13社，也就是石茂兵家中。

14时许，两人从前往合面的大公路

转向一条乡村公路时，“道路拐弯，视

线不好。摩托车直接撞向了迎面驶来的

一辆货车，踩刹车都来不及了。”石茂

兵说。

车祸中，石茂兵受了轻伤，花了几百

元医疗费。 好友龙清则在送医途中不治

身亡。对于好友之死，石茂兵内心充满悲

痛，“事发后，龙清母亲曾和我联系，希望

我能给予点经济上面的补偿。 但由于交

警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出来， 再加上我确

实也没钱，只能暂时搁置。”

昨日下午， 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

时，提到儿子，龙清的父亲龙心平心如刀

绞。龙心平介绍，送医途中去世后，儿子

随即被火化，后事目前还没处置完。对于

石茂兵， 龙心平内心极为复杂，“儿子是

被对方叫过去的， 是为了帮石茂兵做事

才出的车祸。因此，我们肯定会要求石茂

兵作出一定的补偿。”

对于这起车祸，纳溪交警表示，事故

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小伙摩托被暂扣，喊来好友载他

回家路上又遇车祸

撞人还是扶人？

开棺验尸

髴

张德富 事发时，坐在摩托车后座

“摩托车当时绝对没有撞到

人。 摩托车撞到东西， 肯定会颠

簸。 整个过程中， 摩托车都很平

稳。最后刹车时，也很自然。摩托

车连老人衣角都没沾上。”

髵

罗开华 事发时，坐在旁边一辆

货车驾驶室内

“摩托车行驶过程中非常平

稳，不像撞到东西。摩托车驶出四

五米远后，老人才倒下。双方我都

不认识， 我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事情发生后， 罗开华先后三次前

往当地派出所、 交警队做笔录 ，

“我今天讲的和之前笔录一致。到

了交警队后， 我还仔细观察被暂

扣的摩托车。 摩托车挡泥板上有

很多灰尘。发生碰撞，挡泥板上肯

定会留下碰撞痕迹。 但我没有发

现这样的痕迹。”

髶

姚大哥 事发时正好也在骑摩托

“就在小伙车后约

15

米远。整

个过程我看得非常清楚。 人车相

会时，摩托车拐了弯避开。距离老

人有这么远。”说到这里 ，姚大哥

比划了一下（上图），“至少有一米

远。小伙就是做好事，搀扶老人！”

髷

王大姐 事发时在公路一侧

“老人当时横穿公路。但人车

相会瞬间我确实没有看到。因此，

我既不能说撞了，也不能说没撞。

老人跌倒处距离摩托车停靠处 ，

有四五米距离。”

髸

刘昌全 所开的诊所就在事发

点旁边

“我听到砰一声出来，老人已

倒了。老人仰躺，头朝马路中间 ，

脚则朝向马路边。很快，就有一位

小伙前来搀扶老人。”根据老人倒

向分析，刘昌全表示，现场不可能

发生碰撞，“如果碰撞， 老人头部

应该朝向公路边， 而不是正好相

反。当然，由于没亲眼目击。上述

说法仅供参考！”

现场调查

小伙撞没撞老人

听听目击者说

由于当日适逢赶场， 银山街附近

行人、车辆较多。小伙到底是撞倒老人

还是单纯做好事？ 以下是围观者事后

的论述。

对话老人家属

为何入土9天后才尸检？

“弄清父亲是怎么死的”

“如果不去搀扶这位老人，摩托车就不会被暂扣。自己也不会被交警

要求回家拿行驶证和保单， 最终， 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车祸导致好友之

死！我可能是史上最悲情的搀扶老人的人了。” ———石茂兵

一天两厄 20岁的他差点崩溃

“开棺验尸，他们可能想讹诈”

好友身亡

对话石茂兵

老 人 倒 地 身 亡 ， 悲 剧 却 还 未 结 束 …

开棺验尸后，老人重新入土

石茂兵当时骑的摩托车

石茂兵当时正抱着老人 （受访者供图）

真相远比道德

更有力量

为了证明扶人还是撞

人，已入土9天的老人被开

棺验尸。 这一极端事件背

后所透露出的信息， 则是

绝大多数类似事件中的一

个死结：证据的匮乏。

在缺乏最有力的物理

证据情况下， 对这类事件

进行断案说法， 往往大多

依赖人证。 而人证却又充

满变数。

对于这一事件， 希望

不要轻易进行道德评判和

站队。因为，真相往往会迟

到。有时，真相甚至就会缺

位。扶人还是撞人，有时真

的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但我们更应看到，开

棺验尸也好， 四处求证也

罢， 大家其实都想得到一

个东西，那就是真相。

因为， 真相往往远比

道德更有力量。

在道德上肯定或否

定，再容易不过。而要探求

一个真相， 有时则需付出

许多许多。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