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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民崔先生
的银行卡一直在身
上，卡上的17800元钱
却在江西被分6次支
取。他立即挂失、报
警，后将银行告上法
院，要求全额赔偿。

银行说法
崔先生未保管好

密码应承担相应责
任，且崔先生办卡时
签署了借记卡章程中
关于“凡密码相符的
借记卡交易均为持卡
人本人的合法交易”
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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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10点20分，在锦城大
道与近慈路交叉口，前方信号灯显
示为红灯，一辆白色轿车行驶至路
口时，没有减速停车，反而加速冲过
路口。随后，被现场整治的民警拦
下，司机因闯红灯的违法行为被罚
款200元记6分。

连日来，成都交警在全市范围
持续针对机动车和行人、非机动车
开展“治乱缓堵”专项整治行动。4月
15日，成都交警六分局对机动车违
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闯红灯）、
不按导向车道通行等交通违法行为
进行了整治。短短一小时内，便有10
名驾驶员因交通违法被逮现行，其
中闯红灯7名，违反禁令标志2名，不
按导向车道行驶的1名。

昨日上午10点，在锦城大道与
剑南大道路口，过往的车流量很
大，交警六分局民警在此路段进行
整治。不一会儿，一辆黑色丰田轿
车从锦城大道方向直行而来，可行
驶至路口时，原本在直行车道的车
突然右转，往剑南大道上行驶，现
场民警立即上前将其拦下。

“直行道不允许右转，你的行为
属于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的违法行
为。”交警六分局三大队大队长李景
昊告诉驾驶员彭先生，并对其违法行
为做出了罚款100元，记2分的处罚。

“我准备去锦城湖，找不到路，

走到分岔路口想靠边问一下路。”彭
先生说，自己一时疏忽了，便从直行
车道右转，在接受民警教育后，表示
下次一定注意。

距离剑南大道几百米的锦城大
道与近慈路交叉口，在这里民警发
现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比较严
重。上午10点05分，当路口信号灯已
经变为黄灯在闪烁时，一辆银色面
包车没有减速停车，继续加速行驶，
当车行驶至路口时，信号灯变为红
灯，面包车仍然直行通过。

随即，民警上前将其拦下进行
教育和处罚。“我确实没有注意到，
看着路口没有车，想趁机冲过去。”
驾驶员向民警解释。对于其闯红灯
的违法行为，民警进行了罚款200
元，记6分的处罚。

10点20分，在同样的位置，一辆
白色轿车行驶至路口时没有减速停
车，反而加速冲过路口。随后，被现场
整治的民警拦下被罚款200元记6分。

据统计，短短一小时内，便有10
名驾驶员因交通违法被逮现行，其
中闯红灯7名，违反禁令标志2名，不
按导向车道行驶的1名 。

民警提醒：交通违法跑不脱
市民可通过“蓉e行”举报

“一些驾驶员在没有电子眼的路
口，不顾道路交通安全，抱着侥幸心理
闯红灯，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李景昊说，对这些违法行为，交警部门
会严厉打击。同时，除了民警现场处罚
或者电子眼抓拍外，市民还可以拍下
视频，通过“蓉e行”进行举报。

成都交警提醒，请驾驶员开车上
路，请务必按照交通标志牌和路面标
线的指示通行，自觉杜绝交通违法行
为和陋习，做文明交通参与者。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摄影报道

有惊无险
患病大爷欲跳楼，她一把将其拽住

西充县人民医院第一住院大楼
内五科，从八楼通向七楼的楼梯拐角
处的窗户玻璃，已被重新装好。4月9
日凌晨1时许，在该院住院的一名六
旬大爷，砸碎了一扇窗玻璃，并欲跳
楼轻生。

“因为当时是凌晨，所以砸玻璃的
声音，听得特别清楚。”当晚，刘璐路正
在护士站值班，听到声响后，她赶紧起
身朝住院部的走廊尽头走去，在八楼
通向七楼的楼梯拐角处，该科室的住
院病人范大爷，此时正站在一个带盖
的垃圾桶上，手里拿着一块原本粘贴
在楼梯间墙上的指示牌砸玻璃。

来不及多想，刘璐路赶紧冲过

去，拽住范大爷的一只胳膊。“你莫管
我……”范大爷用另一只手来阻挡刘
璐路，并用力地将身子朝外倾。为防
止老人从窗口坠落，刘璐路一边死死
拽住范大爷的胳膊，一边大喊值班医
生过来帮忙。

随后，听到声音的值班医生郑伟
赶了过来，还有一名住在临近病房的
病人家属，几人合力将范大爷从窗台

上拉下来，护送回病房进行安抚，整
个过程持续约两三分钟时间。据悉，
范大爷因为患病心情抑郁，一时想不
开欲跳楼轻生。

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情况，当
晚，在医院陪伴范大爷的老伴赶紧打
电话通知儿子赶来医院，一起陪护范
大爷，而对于几名参与救助范大爷的
人员，家属也一再表示感谢。

“最美护士”
“没想到斯文的她有那么大力量”

最近几天，刘璐路救下范大爷的
事情，在南充当地多个社交网络论坛传
开，刘璐路也被网友称为“最美护士”。

“其实这没什么，医生护士的本
职就是救死扶伤。”4月15日，23岁的
刘璐路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己在西
充县人民医院内五科当护士还不到
一年，以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况，当
天凌晨看到范大爷欲轻生的举动后，
自己便一直死死拽住用力将身子朝
窗外倾斜的范大爷，生怕范大爷掉下
去，因为楼下全是水泥路面。

“把人救下来，就放心了。”将范
大爷送回病房后，刘璐路这才注意
到，范大爷之前砸窗户玻璃时导致手
被玻璃划伤，她赶紧去护士站找来消
毒液为范大爷涂抹消毒。据悉，病情
有所好转的范大爷已被家人接回家
中休养。

“简直不敢相信，她一个柔弱的
女护士，居然拽住了比她重很多的老
人。”内五科科室护士长赵红玉说，

“璐路平时很文静，说话也斯斯文文，
想不到在关键时刻，她的身体里居然
有那么大的力量。”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图据受访者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5”第18098期排列
3直选中奖号码：394；排列5中奖号码：39440。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18042期开奖结果：4740251。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18098期开奖结果：665。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8042期开奖结果：
红色球号码：06、10、21、28、29、31，蓝色球号码：12。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成都交警持续开展“治乱缓堵”专项整治行动

凌晨医院住院部八楼
柔弱女护士
从窗口拽回一条生命

凌晨，一阵玻璃破碎的
刺耳声音，从医院走廊尽头
传来。这里是南充西充县人
民医院住院部8楼内五科，
正在护士站值班的刘璐路听
到声响后，赶紧朝走廊尽头
走去，眼前的一幕让她心里
一惊：一位在该科室住院的
大爷正站在楼梯拐角处的垃
圾桶盖子上，试图从已经被
砸碎玻璃的窗户跳楼轻生。

来不及多想，刘璐路赶
紧上前将大爷死死拽住，同
时呼叫值班医生前来帮忙，
大爷随后被成功救下。据悉，
大爷因为患病，导致心情抑
郁欲跳楼轻生，目前，大爷已
经出院。而当晚成功阻止大
爷轻生的护士刘璐路，也被
网友称为“最美护士”。

对于恶性肿瘤和疑难血液病患
者来说，化疗既是能治疗顽疾、挽救
生命的利器，但也面临着副作用的
折磨。其实，化疗患者可以通过一些
科学方法调整饮食，是可以有效地
减轻化疗副作用，并且提高疗效的。

今天下午15：00~16：00，四川名
医邀请到来自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成都市肿瘤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
医师朱丽，来到名医热线为您接听，
如果您或亲友有任何防癌、抗癌方
面的疑问，都可以提前拨打电话
60160000预约来电咨询名额 。朱丽
医生擅长头颈部、胸部、腹部、血液
肿瘤的放化疗、综合治疗，以及肿瘤
生物治疗、靶向治疗、晚期肿瘤的姑
息治疗等。

很多患者在化疗期间，由于身
体难受没有食欲，索性就不吃了，其
实这是不对的。化疗期间应该：一，
多喝水，一天喝1500ml以上，以利于
机体毒素的排泄；二、少量多餐；三、
注意口腔卫生，经常用淡盐水漱口；
四、忌大补，在平衡膳食的基础上适

当增加高蛋白质和高维生素食物的
摄入，食物应清淡、细软、好消化，如
需要可以口服补充多种维生素和微
量元素及肠内营养制剂；五、适当请
医生开些对症减轻症状的药物。

除了名医热线，四川省肿瘤医
院放疗胸二病区主任王奇峰副主任
医师将于今天下午14：30~15：30开
展线上微坐诊，他擅长胸部肿瘤以
放疗为主的综合治疗。

另外，4月17日（周二）14：30~
15：30，来自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二级公共
营养师、健康管理师刘璟瑜将作客
四川名医健康大讲堂，带来一场关
于“糖尿病患者怎样吃水果”的健康
讲座，欢迎感兴趣的市民提前报名。
讲座地址：锦江区书院西街亚太大
厦4楼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健康教育
基地（请于13点半到场签到）。

有关四川名医“今日服务”的更
多详细信息，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在公众号首
页点击“今日服务”了解。 （王欢）

“缺牙多、松牙多、残根多”是
当前中老年人群体普遍存在的口
腔问题，过早丧失咀嚼功能，未嚼
碎的食物进入胃肠，胃肠负担随之
加重，可能诱发多种疾病，危及中
老年人健康。
松动牙拔不拔？先来个免费口腔检查

松动牙到底有没有保留价值？
需要在口腔全面检查后才能确定。
为此，爱心单位为市民提供松动牙
免费检查：含CT拍片检查、牙齿松
动度、牙髓活力测试等，市民可拨打
健康热线028-69982575报名免费
检查牙齿。
种植牙，众多市民优选

对于无法保留的松动牙，建议
拔除后及时修复。拔牙后有三种修
复方式：烤瓷牙、活动假牙、种植

牙。与烤瓷牙、活动假牙不同的是，
种植牙具有美观、坚固、舒适、无刺
激等优点，不仅科学健康，还可以
防止牙槽骨吸收，帮助缺牙者恢复
正常的咀嚼功能，越来越受缺牙者
青睐。
活动通知：本周六缺牙市民聚会

本周六，一场专门针对缺牙市
民的聚会在蓉举行：免费检查牙齿，
分享种牙感受、与医生面对面交流、
看种牙手术全过程、为你量身定制
省钱牙齿修复方案。到场更有种牙
特惠，种牙送电饭煲、足浴器、按摩
仪、现金红包等好礼。

即 日 起 ，拨 打 健 康 热 线 ：
028-69982575预约7项全面检查免
费，报名缺牙市民聚会，共20个名
额，约满即止。

拔掉无用松动牙
种植牙，
每天仅需4毛钱

扫 码 关 注
“成都商报
四川名医”

今日
服务

肿瘤患者化疗期间怎么吃，才能减少副作用？
四川名医“今日服务”邀多位专家 为市民健康“答疑”

绵阳市民崔先生，银行卡一直在
身上，卡上的17800元钱却在江西被
分6次支取，崔先生立即挂失、报警，
后将银行告上法院，要求全额赔偿；
银行辩称，崔先生未保管好密码应承
担相应责任，且崔先生办卡时签署了
借记卡章程中关于“凡密码相符的借
记卡交易均为持卡人本人的合法交
易”的约定。

近日，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发卡
行担责并全额赔偿崔先生被盗刷的
资金。法院认为，上述章程系银行提
供的格式合同，相关条款免除了银
行对银行卡的真伪进行有效鉴别的
义务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属无效条
款，且该条款的适用应以真卡交易
为前提。

卡在身上钱被盗刷
收到短信后他立即挂失、报警

2013年1月，崔先生在绵阳某银
行办理了一张银行卡，开通了自助银
行和短信提醒服务，他也经常使用这
张卡进行各种交易，但都是自己在使
用，且一直保管在身上。

2017年6月18日，崔先生在遂宁

出差，手机突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短
信，提醒银行卡在进行交易。正当崔
先生发懵时，他接连收到了多条短
信，卡中的17800元钱被分6次支取，
同时还扣除了113元手续费。

银行卡一直保管在自己身上，卡
上的钱却被刷走，崔先生立即意识到
自己的银行卡被盗刷了。于是，他立
即通过电话对银行卡进行挂失，并赶
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同时向警方出
示了涉案银行卡。

后来，崔先生进行查询，发现自
己卡内的钱是在江西省上饶市某银
行ATM机上被取出的。而当时他本
人和银行卡都在遂宁，可以肯定是被
盗刷。

回到绵阳后，崔先生找到发卡
银行协商赔偿事宜。他认为，银行作
为金融机构，应当负有保证客户账
户内资金安全的义务，且银行卡一
直为自己持有，卡内存款被盗刷和
银行制发的金融卡及交易系统存在
技术缺陷有关，由此造成的损失银
行应予以赔偿。

但是，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随后，崔先生将该银行诉至涪城区人
民法院，要求银行对其存款损失承担

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
相关条款无效，银行全额赔偿

在庭审中，银行认为，虽然本案
损失系伪卡交易造成，银行应当承担
相应责任。但崔先生所持卡密码泄露
也属事实，应当承担密码保管不妥的
责任。且根据案涉银行卡一年交易明
细显示，崔先生的银行卡交易频繁，
而且交易渠道、交易场所众多，存在
泄露密码可能性，应当推定崔先生存
在过错。同时，银行提出，崔先生办卡
时，与银行签署的借记卡章程中，约
定“凡密码相符的借记卡交易均为持
卡人本人的合法交易”。

涪城区法院审理认为，崔先生以
自己的名义办理银行卡，与发卡银行
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合法
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
崔先生将钱存在发卡行银行卡上，发
卡行应保证客户的资金安全。根据庭
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涉案银行卡
存在伪卡。

法院认为，银行作为发卡行，没
有对伪卡进行有效识别，导致被盗

刷，应对由此造成的原告损失承担赔
偿责任。崔先生在发现卡被盗刷后，
及时采取挂失、报案措施，已尽到其
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在此案中无过
错。同时，银行提出的在崔先生办卡
时签署的借记卡章程中关于“凡密码
相符的借记卡交易均为持卡人本人
的合法交易”的约定，该章程系银行
提供的格式合同，相关条款免除了银
行对银行卡的真伪进行有效鉴别的
义务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属无效条
款，且该条款的适用应以真卡交易为
前提。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发卡行全
额赔偿崔先生被盗刷的资金。

一审宣判后，银行向绵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认
为，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其所制发的
金融卡及交易系统存在技术缺陷是
导致崔先生储蓄卡被盗刷的根本原
因，其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同时，
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崔先生在使
用案涉银行卡过程中有不当行为导
致银行卡密码泄露，故银行主张由崔
先生承担相应密码泄露的责任无证
据支持。近日，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周兰兰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法院认为“凡密码相符的借记卡交易均为持卡人本人的合法
交易”这一条款，免除了银行对银行卡的真伪进行有效鉴别的义务
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属无效条款。

法院判一约定条款“无效”
被盗刷的近两万元银行全赔

一小时10名司机交通违法被逮现行

民警对交通违法的驾驶员进行教育

事发地的窗户

刘璐路

法院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