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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看到的微博消息来自雷
先生。

雷先生介绍，事发时间为4月
28日，当天他从青白江回新都大
丰，在行至军屯食品大道时，一辆
奥迪车出现在了前方，速度一样压
得很慢。

雷先生介绍，自己曾先后两次
尝试超车，第一次时，奥迪车并没有
让出道路，第二次时，其车辆左右两
边均有共享单车出现，“我就从左边
超，正超的时候，左前方的单车就挂
上来了，从后视镜看，他当时就趴到
了地上，但我当时感觉明显还有很
大空间，不可能挂到，是他直接把车
摔过来的。”

随后，雷先生询问对方是否有
事，对方回应没有大碍，到附近买
一点药擦一擦就可以了。接着，雷
先生便让男子坐上了自己的车。上

车后，男子则从包里拿出了一部屏
幕破损的手机，向雷先生提出了
5000元的赔偿。

“是一个苹果7plus手机，他说
才买没几天，我一看手机都是弯
的，一般情况都是屏幕碎，机身咋
会弯了呢。”雷先生提出了异议，并
提出报警，让警察来处理，“他又说
那就给几百元也行，我想就更有问
题了啊。”

雷先生称，自己坚持要报警，男
子才下车，但对方放话“快点走，快
点走”，并带着威胁的语气说道，“小
心挨打”。因为一个人开车，雷先生
也迅速离开了现场。

5月19日，李先生也与雷先生取
得了联系，并对照了车牌号和事发
的经过，几乎完全一致。“一样的车
牌号，一样的奥迪车，一样的手法。”
李先生说。

超车过程中，一男子骑着单车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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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车挡道 共享单车撞车
新型碰瓷现身 警方介入调查

双流新都近日已出现两起，沪杭警方破获过同类案件

行车过程中，李先生和雷先生正好均装有
行车记录仪，而事发的全过程也被记录了下来。

从李先生提供的行车视频中可以看到，
在其行经一个“T”字路口时，车牌号为“川
A·*951Y”的银色奥迪轿车从路口驶出，接
着行驶到李先生车前方位置。行驶一段距离
后，李先生从奥迪车侧方超车，可以看到，奥
迪车前方很长一段距离并无车辆。而就在超
车时，一名身着黑白条纹短袖的男子骑着一
辆共享单车驶来，从李先生左侧骑过，这时
车身一抖，接着李先生停车。

不过，当把行车视频放慢速度播放后，就
会发现，在男子接触李先生车身之前就有一
个明显的跳车动作。而李先生也认为，这就是
一个碰瓷的重要证据，“我们都还没有碰到，
就提前跳车了，且路边是有空间通行的。”

在雷先生的行车视频中，在其正常行驶
过程中，本就居于道路前方的一辆奥迪车行
驶在了雷先生前方，车牌号同样为“川A·*
951Y”。行驶一段距离后，雷先生同样从左侧
借道超车，而奥迪车前方较长一段距离同样
没有其他车辆。此时一身着白色短袖的男子
骑着一辆共享单车驶来，与车相撞。

“是摔过来的，我记得很清楚，那边有很
大空间的，而且在视频中也能看到有提前跳
车的动作。”雷先生介绍。从李先生提供的车
辆照片中可以看到，左侧驾驶室车门被划出
了一道明显的长划痕，“维修费就花了700多
元。”另外，李先生和雷先生均称，在离开事
发路段时，曾在不远处见到奥迪车开着应急
灯停在一旁。

行车途中，一
辆轿车出现在车
前，并放慢速度，
后车借道超车途
中，对向车道一男
子骑着共享单车
驶来，与车相撞，
男子倒地，接着提
出赔偿。日前，上
海警方侦破一起
利用轿车挡道共
享单车撞车碰瓷
的案件，并抓获一
7人犯罪团伙。据
警方介绍，该团伙
分工明确：有人做
司机负责“堵路”，
诱使被害人变道
超车，另有人骑共
享单车配合作案。

无独有偶，近
日，类似手法也出
现在了成都。家住
双流的李先生和
家住新都的雷先
生就向成都商报
记者报料称，疑遭
遇了相同手法的
碰瓷。惊奇的是，李
先生与雷先生车
前的那款“挡道”车
竟同为一款银色
奥迪轿车，车牌号
均 为“ 川 A· *
951Y”，事发路段
均为相对僻静的
郊区双车道道路。

目前，雷先生
已向事发路段所
在辖区的新都军
屯派出所报案，警
方已介入调查。

李先生家住双流，4月25日下午5
时30分许，其与妻子驾车从双流杨公
镇到文武社区，行至距离目的地100余
米的路段时，一辆车牌号为“川A·*
951Y”的奥迪车从一“T”字路口驶出，
行驶到了李先生前方。

“他的速度明显压低了，开得比较
慢，但他前面50到100米的距离内又没
有任何其他车辆，感觉有些怪。”李先
生介绍，因为急着回家，便计划提速从
奥迪车的侧方借道超车。不巧的是，超
车过程中，一个骑着共享单车的男子
正好从对向车道驶来，并撞到了车身
左侧。

“差不多与奥迪车快平行的时候，
他（单车男子）就过来了，挂在了我的
车门上，车门挂了好几条刮痕。”李先
生介绍，骑车男子随后倒地，奥迪车则
继续向前驶去。

李先生和妻子赶忙从车上下来，

询问男子有无受伤，是否需要前往医
院检查，不过却遭到了拒绝。“但我看
他手上其实已经擦伤了，最后他掏出
了一部手机说屏幕碎了，只要200元换
屏幕就行了。”

“有伤不去医院？另外，手机破损的
也太严重了，都弯曲了，就200元去换屏
幕？”男子的情况让李先生产生了疑问，
并怀疑其有碰瓷嫌疑，于是，当场提出
需要报警，请求警方帮助解决。“但他马
上就说算了，自己去弄就可以了，最后
我爱人还给他留了一个我的电话号码，
告诉他花了钱可以联系我，但他也没确
认电话对不对就走了，我等了一周也没
有接到电话。”李先生说。

事后，李先生原本并未再想此事，
直到几天前，突然发现微博中竟也有
人遭遇了同样的情形。而这更加坚定
了他事发时的猜测，“这肯定是一个碰
瓷团伙！”

22日下午，雷先生已经向事发地新都区
军屯派出所报案。记者从新都警方获悉，报
案已经受理，将在随后进行调查。

而记者也通过网络检索发现，同样手法
行为曾出现在国内多地，其中杭州、上海等
地警方此前就曾破获过同类案件。据杭州警
方的通报，今年初，杭州冯先生就曾在西湖
便遭遇了同样手法的碰瓷。在民警调查后发
现，抓获多名犯罪嫌疑人。而在作案过程中
也会有一部事先准备好的不能开机的手机，
用来进行“索赔”。

就在两天前，上海警方也针对此类手
法的案件进行了通报。据通报，警方抓获一
7人犯罪团伙。骑车人“受伤”倒地并要求车
主赔偿“医疗费”，少则一两百，多则近千
元。上海警方介绍，该团伙作案时由两到三
名成员，随机组成“小分队”，分工明确：有
人做司机负责“堵路”，诱使被害人变道超
车，另外的人则骑共享单车配合作案，每天
获利过千元。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实习生 王瑞琪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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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牌照银色奥迪“挡道”
单车男子提前跳车

成都警方正进行调查
沪杭警方曾抓获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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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张爷爷在新鸿路附近耍了
一圈后，决定年轻一把：骑共享单车回
家。从新鸿路到李家沱，张爷爷沿着一
环路骑了整整4公里…… 回到家，张爷
爷累得气喘吁吁，星期五，女儿和女婿
喊张爷爷一起去吃火锅。

“吃完我去上厕所，出来头昏脑涨，
双眼发黑，整个人都站不住了。”周六下
午3时许，张爷爷突发心肌梗死，被紧急
送往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我刚看到张爷爷的时候，他是常
规胸痛、胸闷症状，我们准备做心电图
等常规处理，这时候他突然反复抽搐，
随后心脏临时停跳了。”该院急诊科主
任李和莅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医生判
断，张爷爷是常规冠心病，表现为恶性
心律失常。“我们立即进行电击和胸外
按压。”打开除颤仪，将负荷调整为常规
的 200 焦耳左右，1 次电击、2 次电击、3

次电击，一直到第8次，张爷爷始终没有
好转迹象……

急诊团队和赶来的心内专家决定，
将除颤仪的负荷调整为最大的 360 焦
耳，进行最后一次电击。两片电击板拍
在张爷爷上腹和胸口，超过7000伏特的
电流让他的身体剧烈颤抖，奇迹发生
了！——张爷爷苏醒了过来！

该院心血管一科主任刘剑雄介绍，
张爷爷苏醒后立即做心电图，医生们找
到了被堵闭的血管：“血路开通后，这部
分缺血的心肌得到重新灌注，病情就稳
定了。”医生说，张爷爷病情稳定后，念
念不忘想吃红烧肉。医生提醒，一旦出
现持续胸痛超过15分钟，不要等，如果
有阿司匹林可立即服用300毫克，并迅
速拨打 120，到有胸痛中心认证的医院
就医。

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摄影报道

电击9次捡回一命
79岁大爷醒来说想吃红烧肉

23 日 ，
79 岁的张爷
爷躺在成都市
第二人民医院
CCU（冠心病
重 症 监 护
室） ，对 4天
前发生的意外
心有余悸：“老
天啊！从来没
有这样痛过。”

行车视频

警方介入

手机遭“撞坏”索赔5000元
见报警又改口“几百元也行”新都男子擦伤拒绝去医院

只要200元维修“被撞”手机双流

李先生回家途中，银色奥迪车行驶在前方

男子提前跳车

雷先生借道超车，对向一白衣男子骑着单车驶来

银色奥迪车行驶在了雷先生前方

白衣男子跳车

于书的故事颇为励志。昨日，
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于书
透露，自己曾因腰椎病卧床半年，
但仍不放弃对 T 台、对美的追求，
一边治疗一边坚持 T 台形体训练
长达七八年。此后，她的心情变好，
身体也恢复良好，多次获得模特大
赛金奖。两年前，于书在瓦房店市
创办了一家形体气质培训班，“无
论年龄多大，只要拥有一颗积极乐
观的心，就能‘走’出美丽、‘走’出
健康。”

于书被人们称为“白发模女”，
她特别强调是“模特”的“模”。她
说，自己年轻时就很羡慕T台上走
秀的模特，感觉台上的女孩们有一
种自信的美，为此，身高1米7的她
参加了一些模特培训班，还做过一
段时间专业模特。

结婚后，因忙于生意和生孩
子，于书离开了模特行业，“谁能想
到，此后的生活遭受了一连串打
击。”就在两个孩子只有三四岁时，
于书患上了腰椎病，严重时要拄着
拐棍才能行走，婚姻生活也遇到了
问题，心里郁闷加上病痛的折磨，
让乐观的于书一头黑发染上了“霜
花”，“那时候头发白了我就把它染
黑，有什么事也都憋在心里！”

50岁时，于书经历了人生最低

谷，因腰椎病加重，她不得不卧床
半年，“当时我只能躺在床上，吃喝
都要靠母亲帮忙……很难，我以为
自己后半辈子都得在床上度过

了！”于书哽咽着说，一个人性格再
好再乐观，架不住病痛的折磨，自
己之所以能挺过来全靠母亲的照
顾和鼓励。

病情稍有好转后，于书得知大
连市有一家老年模特艺术团，“当
时想着去看看，能不能通过训练
调节身体。”谁想到，这一看不打
紧，她从此又和模特这一职业紧
紧联系在一起。一开始，经过几次
简单训练，于书感觉整个人的状
态都不一样了，“训练后人站得笔
直，笑容也多了起来。”此后，在专
业老师调教下，于书从形体神韵、
模特步态、化妆造型等各个方面
得到了提高。后来，凭着刻苦的形
体训练以及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于
书的身体逐渐恢复。于书回忆，每
当站在 T 台上，她一下就来了精
神。近年来，于书和团队先后参加
过多次全国性的中老年模特大赛
以及辽宁卫视春晚的录制。于书的
励志经历也吸引了各大卫视甚至
央视的关注，央视《夕阳红》《开门
大吉》、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等
栏目组纷纷邀请她去录制节目。

两年前，于书在瓦房店市开办
了培训班，如今已有300多名学员，
其中年纪最大的70岁，不少人都曾
经历病痛折磨，自从参加培训后，
精神面貌都发生很大变化。“老年
人也应该老有所乐，也有追求美的
权利。”于书说。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登上央视《开门大吉》走红网络

“白发模女”于书：从病床“走”进央视
“花甲之

年的女人是
什么样子？如
果终敌不过
岁月，我希望
美成于书的
模样……”近
日，一段央视
《开门大吉》
的节目视频
在网上火了，
主人公是大
连瓦房店市
的于书，59
岁的她虽然
一头银丝，但
身着旗袍，精
致端庄，气质
优雅，连主持
人都赞叹“太
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