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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信二手车上买辆奥迪
半年后发现

前后轮胎不一样？
平台：距离购车时间太久，无法判断责任方
律师：双方都需举证证明购车时的真实车况

扫码下载商报客
户端，进入“投诉”频
道，点击“我要投诉互
助”按钮，上传您在消
费中产生的纠纷和问
题，以及您的姓名和
电话，以便我们第一
时间与您取得联系。

■为消费者排忧解难、深入维权
■揭穿消费陷阱、曝光不良商家

前后轮规格不一

6月10日，李
女士将开了半年的
二手车奥迪A1开
到维修店做保养，
不料，工作人员告
诉她，车辆的前后
轮胎大小不一，且
轮胎的年限较长，
已经老旧。李女士
很懵，自己买车时，
看过优信二手车
APP上300多条
检测视频，除了轮
毂擦伤，并没有提
到轮胎大小不一的
问题。对此，优信拍
公司负责售后的工
作人员回复，曾尝
试协调维修更换轮
胎，但客户没有接
受。反馈到总部，不
属于退车范畴，距
离购车时间太久，
无法判断责任方。

车主郁闷
优信上买了辆奥迪
保养时发现前后轮胎不一样

李女士告诉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2018年11月初，因
工作需要，她在优信二手车
APP上看中了一辆奥迪A1两厢
车，2014款，1.4T自动版，驾驶
里程为6万多公里。因为不懂
车，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帮自
己“参考”，李女士说，自己看到
平台上显示了300多条详细的
检测视频，工作人员也告知车
辆维修过、有瑕疵的地方，她觉
得在自己能接受的范围内，便
贷款购买了这辆车，办理了相
应的手续。

今年6月10日，李女士将
车开到维修店进行保养。维修
人员却告诉她，车辆的前后轮
胎大小不一样，前轮扁平标号
是45，后轮的标号为55，而且
轮胎明显老旧，前后轮胎的差
异，容易导致侧翻或者爆胎。
李女士表示很懵，当时购买车
时，工作人员并未告诉她车辆
的轮胎前后不一样大，因为想
到平台上已经有了详细的检
测视频，出于信任，也没有再
去找专业机构鉴定。

李女士表示，自己在开车
时，踩油门或者刹车，偶尔会觉
得车突然颠簸一下，但自己没
在意。6月15日下午，记者见到
了李女士所购买的白色奥迪
A1，从车辆副驾驶的铭牌上，
记者看到，这辆车的制造年月
是2014年6月。在左右的前轮
上 ，轮 胎 规 格 编 号 为 215/
45R16，而左右后轮则是215/
55R16，而在李女士提供的优
信二手车APP“性能参配”的

“操控”一项中，前后轮胎规格
均为215/45R16。

平台回应
客户提车时间已超半年
不符合退车条件

李女士与优信二手车的工
作人员沟通时，对方回复，因为
李女士有签署认证，关于退车有
退车的范围。协议签署就已经生
成且具有法律效力。最终给予的
回复是，因为反馈问题距离提车
时间确实太长，无法判断责任
方。对此，李女士表示，在优信二
手车APP上，有当时车辆情况的

视频，可以对比与现在的车辆轮
胎显示是一致的。

6月15日下午，记者来到优
信拍公司，负责售后的相关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此前，接到客户
的反映后，已经反馈给总部。如
果提车后几天，与当时展示的情
况不符合，是可以退车的。但因
为客户提车时间已经超过半年，
确实不符合退车的条件。该工作
人员表示，因为考虑到（二手车）
特殊性，原本是尝试帮客户申请
维修更换轮胎或者赔付，但客户
没有接受。同时，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6月15日）是周末，只能把
情况反馈到总部，会有相应的人
来回复。

随后，记者联系到优信拍
总部相关工作人员，对方表示，
需要了解情况，但周末可能无
法查询到，希望周一再给予答
复。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收到
总部相关回复。

律师说法
双方都需要举证证明
当时的真实车况

四川凡高律师事务所律
师林小明认为，二手车是个比
较特殊的商品，优信二手车平
台方面应当以书面或者其他
较为明确的方式告诉消费者，
车辆的真实情况。但需要明确
的是，该车辆目前前后车轮不
一的现状是销售时就已经存
在还是现在才出现的。需要双
方各自举证予以证明，具体情
况需要根据双方所签订的合
同约定条款，以及当时交付车
辆时的车辆状况检测报告。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
务所律师王英占认为，二手车
平台作为专业中介买卖服务
机构，应该对自己所销售的车
辆车况有详尽的了解，且在
销售时，应当明确告知客户
该车的车辆情况。虽然时隔
半年，但如果车辆在销售时
就已经存在问题，而未告知
客户，影响到客户真实购买
意愿，二手车平台需要对此负
责。但因销售行为已经过去半
年时间，客户也需要举证证
明，自己在购车时就已经有了
上述情况，而并非自己使用后
发生的问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摄影报道

为了减少矛盾，今年4月，婆婆覃
某曾提出分家的想法，王某也表示同
意。但是公公张某表示，他和儿子两
人认为，一家人应该在一起，没有必
要分开住。

5月29日，因为外公去世的事情激
化了矛盾，王某表示婆婆已经触犯到
了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再次提出在外
租房子的事情，但张某军认为妻子王
某不对，应该给婆婆道歉，而王某不
肯，张某军提出离婚。5月30日，王某回
到婆家收拾了东西，在婆婆覃某不知

情的情况下，张某军送她回了娘家。
孩子的死亡，改变了这一家人。

王某没了儿子也失去了丈夫，覃某的
孙子不在了，也不知道儿子将会受到
什么样的法律制裁。

“平心而论，孩子爸爸早出晚归，
还是很努力在工作。”王某说，丈夫张
某军性格很自卑，比如工作的工厂垮
了，他不去问老板要工资；但在外面
对朋友有求必应，如果有朋友问他借
钱，他就回来向家人要。

在王某看来，张某军工作不顺利

的那段时间，一直被婆婆数落，后来在
外面欠了债，又不停被婆婆指责。“他
的父母从来不认可他，不管怎样就认
为他没有挣到钱，给他很大压力。”

王某认为，孩子死了，一家人都
有错，但她最气的是公婆：“他们把自
己儿子教育成这个样子，毁了我一个
家。”而覃某和张父老两口至今也想
不通，家里开支没有让儿子负责，孩
子也不用他照顾，到底有什么理由能
让他狠心杀死自己孩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杨

6月14日晚上11点10分左右，四川
达州通川区一名1岁幼童被自己生父从
6楼扔下死亡，孩子父亲被警察带走。15
日，孩子奶奶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家中的开销都是老两口拿钱，事
发当天自己数落了儿子两句，正好孙子

哭着想睡觉，儿子说他抱，谁知接过孩子他就扔出了窗外。
6月17日，孩子妈妈王某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否认

婆婆的说法，称孩子的主要花销是自己和丈夫支付，公婆只负责生活日
常开销。

她说，自己不能原谅丈夫摔死儿子，但她更气的是婆婆太强势，以致
丈夫压力太大：“他们把自己儿子教育成这个样子，毁了我一个家。”而老
两口至今也想不通，家用没有让儿子负责，孩子也不用他照顾，到底有什
么理由能让他狠心杀死自己的孩子。

6月15日，记者赶往现场，小区居
民还围在一起讨论一岁幼童坠楼的
事情。居民介绍，事发家庭居住在6
楼，窗户距离地面有20余米。小区保
安袁女士介绍，6月14日晚11点10分
左右，她正在距事发地10米左右的保
安亭值班，“刚从保安亭走出来几步，
看见一个‘东西’被扔下来了，就离我
三四米远，当时以为是楼上扔东西下
楼，一看，还是个娃儿”。袁女士被吓
坏了，立即呼喊起来。

随后，就看见孩子的奶奶下楼，
抱着孩子哭，爷爷和爸爸跟着也下楼
了。袁女士介绍，小孩奶奶说，孩子是

被孩子父亲扔下来的。小区居民前来
围观，听小孩奶奶这样一说，小区居
民还打了孩子的父亲张某军。

随后，记者联系到孩子的奶奶和
爷爷。奶奶覃某介绍，在14日晚上9点
过，孩子的父亲张某军跑完滴滴回到
家中吃晚饭，孩子爷爷在房间里面睡
觉，覃某给小孩煮奶瓶。

覃某奶瓶煮完之后，对着客厅的
张某军说：“家中所有开销都是我们
拿钱，父母也上了年纪，再挣不到钱，
你有什么用嘛！”当时张某军就回道：

“那就不活人了哦！”覃某说：“你活不
活关我什么事，至少你要养活你们一

家三口人哦！”
此时，小孩在覃某怀里吵着要睡

觉。过了两分钟的样子，张某军站起来
说把孩子给他抱，覃某以为张某军是
想哄娃娃睡觉。“抱过去他就扔了，还
没来得及反应，我就大哭了起来。”而
孩子爷爷张某介绍，听见哭声他从房
间里出来，正看见儿子翻窗户要往外
跳。张某说：“当时把他脚抱住扯了下
来，我气愤不过，当时打了他几耳光。”

孩子爷爷张某介绍，事发当天正
是孩子一岁生日，家里人都很伤心。
覃某说：“我问他心怎么这么毒，他一
直不回答。”

据覃某介绍，老两口给儿子张某
军买了房和车，两年前儿子结婚，那
时他在一家店里做蛋糕，因为生意不
好又开始跑滴滴。“跑了一年多，没有
看见他拿过钱回来。”覃某说，孩子从
生下来到一岁，生活开销都是奶奶爷
爷在负责。

但6月17日，孩子妈妈王某接受记
者采访时，否认了婆婆覃某的说法。

王某称，2017年自己和老公张某
军相亲认识，同年10月，两家人商量
结婚时自己怀孕了。2018年1月10日，
两人结婚后王某住进张家。但婚后，
因为张某军在绵阳投资的面包店生
意不好，他便回到了达州。4月底，他
就开始跑起了滴滴业务。

王某工资卡的流水显示，2018年5
月17日支出5700元，用于丈夫张某军
的车子油改气。王某称当时自己有身
孕就没有上班。孩子吃穿用的大开销
都是夫妻两人负责，孩子爷爷负责家
中水、电、气、物管费用等生活开销。

王某介绍，丈夫跑滴滴收入好的
时候有6000到7000元，收入差时3000
到4000元。但是王某表示，当时这部
分钱张某军都花在了自己和即将降
临的孩子身上。王某介绍，2018年6月
14日，自己在通川区妇幼保健院生下
孩子，直到2019年2月上班，自己每个
月才有2000多元的工资，用于维持小
孩开销。“当时在医院生孩子的费用
都是我自己支付的。”

记者看到，王某工资卡流水上
她标注着：2017年发现怀孕之后，12
月17日做了第一次检查，2018年2月
9日，3月27日和4月27日再次做产
检，在6月11日，生孩子入院缴了
3000元，6月14日生孩子缴费4000
元，以及儿保和检查费共有1500元
左右开销。

另外，王某还向记者展示了手机
里面为自己孩子购买生活所需用品
的截图。比如5月28日买尿不湿，6月
14日给小孩买过裤子。王某一个个翻
给记者看，情绪开始激动：“这只是其
中的一部分。本来只是自己保留一个
养娃儿的开销记录，没想到会在这样
的场合拿出来。”

谈到自己收拾东西离开张家的
行为，王某表示，这是因为孩子出生
之后，两家人长期存在矛盾。

王某介绍，自己在哺乳期时，孩
子跟自己睡。屋里有蚊子，便让丈夫
帮忙，但他一直在打手游没有帮忙的
意思，结果两人一来二去动了手，张
某军打了王某。

当晚王某父母赶到张家质问，张
某军并没有回答，王某妈妈就打了张
某军的头，结果张某军向丈母娘“还

手”。对此公公张某称，当时场面混
乱，可能不小心伤到了。

最后双方被劝开后，王某前往医
院检查，而张某军头部也起了包块。
此事以后，王某便提出离婚，张某军
同意，但是孩子才3个多月，女方在哺
乳期，民政局不予办理。

此外，婆媳矛盾也是两家人的一
个大问题。

2018年8月，王某外公病重。因为
从小在外公家长大，感情很深，王某

抱着孩子回到外公家里居住了20多
天。在这期间，王某曾听到小区熟人
说，婆婆覃某对外人说了自己不好的
话，“败坏自己名声”。

今年5月，外公去世，王某因为
着急回家，把孩子交给婆婆带，引
来婆婆不满，认为她连自己娃娃都
不管，却“多管闲事”。对此，婆婆覃
某称，正好当时孩子重感冒，让她
等孩子病好点再走，她不同意，两
人又大吵一架。

达州男子将一岁儿子扔下达州男子将一岁儿子扔下66楼背后楼背后

6月14日晚上11点10分左右，
四川达州通川区一个1岁小孩被自
己生父从6楼扔下死亡，孩子父亲
被警察带走。

6月15日，孩子婆婆告诉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家中的开销都
是老两口拿钱，事发当天自己数落
了儿子两句，正好孙子哭着想睡觉，
谁知儿子接过孩子就扔出了窗外。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因为被
母亲数落了几句，就从高楼把孩子
扔出窗外，如此随意与狠毒，让人
震惊。随意杀死自己的健康孩子，
让人不可理喻，不可饶恕。

母亲唠叨儿子，这是司空见惯
的情况。被母亲唠叨了几句“你都
奔三的人了”“你有什么用嘛！”，就
把孩子丢到窗户外，恐怕，当事者
也有冲动性人格。

在心理学上，冲动型人格，往
往过分敏感，易激易怒，容易因为
一些小事情爆发出不理性的情绪，
做事容易走极端，且完全不计后
果。当然，我们在谴责当事者不理
性时，也不能忽视家庭矛盾这个更
深层的诱因。

据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发
回的报道，这个家庭有着很深的夫
妻矛盾，婆媳矛盾，这些矛盾可能
为当事者带来了巨大压力，压垮了
当事者，从而让当事者产生和孩子
一起死的极端想法（当事者把孩子
丢出窗外后自己也欲跳楼自杀，被
老父抱住救下）。

但其实仔细分析，当事夫妻多
次闹离婚，矛盾如此严重，并非什么
大事引起的，而是诸如像“没有洗好
奶瓶”“没有帮赶蚊子”等此类生活
小事发展而来的，这就说明夫妻间
没有足够多的理解心、宽容心。

有人曾说，“婚姻的艺术在于：
不要期望丈夫是戴着光环的神，妻
子是飞翔的天使；不要求对方十全
十美，而要培养韧性、耐性、理解和
宽容心。”无数事实也说明，只有夫
妻双方多理解多宽容对方，才能避
免一些小事发展到严重地步，才能
避免夫妻关系恶劣破裂，以及避免
由此产生的极端事件。

现在很多夫妻“自我中心”的
意识太强，矛盾多且不善于用理解
心和宽容心去化解，动不动就闹离
婚。这起案件对夫妻关系无疑也是
一种警示：既然走到了一起，就一
定要注意维护好夫妻关系，多些理
解心和宽容心，多反省自己的不
足，防止小事升级，防止夫妻关系
恶劣可能带来的极端行为。

再说说这个家庭的婆媳矛盾。
“婆媳关系”很多都会有矛盾，如果
实在难以化解，分开居住不失为缓
解乃至解决婆媳矛盾的一个好方
法。可惜在当事者和当事者父亲的
反对下，婆媳都提出过的分家，并没
有得到实施，这就为婆媳矛盾的升
级，产生更大的家庭矛盾埋下了隐
患。如果当时能抛弃“面子心理”分
了家，不但纠缠不清的开销问题能
得到彻底解决（婆婆说开销都是老
两口拿的钱，王某说开销主要是自
己和丈夫支付的），由此缓和的婆媳
关系或许也会让夫妻矛盾减少不
少，再或许这个惨剧就能避免。

总之，这起案件带给人们的不
止是震惊和痛心，许多有夫妻矛盾、
有婆媳矛盾的家庭也要吸取教训，
注意维护好夫妻关系，化解好婆媳
矛盾。所谓“家和万事兴”，家和不仅
能避免家庭极端事件的发生，也是
家庭兴旺、家庭幸福的基础。

作者：叶建明（心理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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