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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被埋 她强忍悲痛带游客下山

刘语诗是都江堰市中兴学校七年级5班的

一名学生，她的父母在三溪村开了一家农家乐。

7月10日， 都江堰市中兴镇发生特大山体滑坡，

灾难发生时家里住着20多名游客。

灾难来临，母亲被埋泥石流中。这是一场她

从未见过的灾难，虽然内心十分恐惧，但13岁的

刘语诗依然勇敢镇定。逃出农家乐后，她和游客

们一起从树林中开辟了一条通往山下的路，带领

奶奶和10多位老人来到三溪村，然后乘坐客车转

移到安置点中兴学校。事后，那些被刘语诗带领

出来的游客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仍心有余悸：

“如果不是刘语诗及时带领我们下山，其后果不

堪设想。”在大灾面前，年仅13岁的她表现出来

的是勇敢、坚强和善良。

成都日报记者 付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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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事大爷”用砖头制服劫匪

82岁的刘明松家住武侯区金雁社区，尽管年

事已高，但他闲不住，最爱说的话就是“见到该

管的就要管”，被人们善意地称为“闲事大爷”。

2009年4月20日，刘明松在晨跑，对街传来女子的

“救命”声。“住手！”刘明松大喊一声。男子扯下

一女孩的挎包就跑。

“站住！”刘明松一边追一边喊。听到吼声，迎

面而来的一辆出租车停在抢匪面前。见有人拦截，

抢匪调头逃跑。见刘明松挡住去路，抢匪挥舞手中

明晃晃的刀威胁，刘明松只好让开一条道，看到抢

匪刚跑出5米远，刘明松捡起路边一块砖头朝抢匪

砸去，不偏不移，正好砸中在抢匪的左脚上。抢匪

一个踉跄跌倒。最终，刘明松和附近小区保安，将

抢匪制服。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前拖车司机揭露黑幕：

“敲一个，算一个”

张杰（化名）曾经是一名拖车司机。十年

前， 他就开始为城西某停车场拖事故车辆。在

成都商报记者的反复询问下，他吐露了事故拖

车行业的内情……

“交警通知我们老板，我们得到消息就去

拖车。回来放停车场。事故双方处理好了，交警

开放车条我们才放车。”张杰说，早在十年前，

事故拖车就是这套模式。“不算里程， 直接说

多少钱就是。也没有明码实价的标准，就是商

量着议价。觉得贵也可以谈，还可以便宜些。”

“处理一个事故要八九千？”成都商报记

者向张杰说起现在的“行情”，他顿时显得有

些诧异。“当时是按一环路、二环路、三环路来

计价的。”张杰介绍说，2006年左右，如果是拖

一辆运渣车，一环路内大概五六百块钱；三环

的话，一般也就在七八百。货车开到沟里需要

吊车吊，价格也就八百元左右。两项费用总计

也不到两千元。先喊个高价，对方觉得贵了再

议价。“敲一个、算一个。”张杰说。

“你们每跑一趟能挣多少钱呢？”记者问。

张杰笑道，我们以前挣的都是死工资，一个月

1400元左右。“我们一天多的时候要跑十多趟，

但也挣不到什么钱。大头都被老板挣了。”正因

为收入太低，张杰在几年前放弃了这个营生。

从事故现场到事故停车场

拖车费不理赔

“从事故现场到交警的事故停车场，基本

上是一般拖车救援价格的2至3倍。” 成都一家

车险公司的资深救援司机沈洋（化名），常年

为客户办理拖车救援及理赔工作，对于事故拖

车也有所了解。

据沈洋介绍，目前，成都提供拖车救援服

务的公司，不少于30家。除专业的救援公司外，

汽车4S店、保险公司等，往往也都有自己的拖

车救援力量。

成都商报记者向建国、三和、港宏、中升、

长征等经销商旗下的多家汽车4S店， 以及平

安、人保、天安、商众等多家车险服务商咨询得

知，对于各自的客户，这些公司大多会提供一

定的免费救援拖车服务。比如，平安车险承诺

100公里之内免费救援，不收取拖车费。而建国

汽车也表示，对于购车的客户，三环路内救援

拖车免费。 同时，4S店等机构也可以提供对外

拖车救援服务。“一般距离在20公里以内的，拖

车费不会超过200元。”沈洋说。港宏汽车的工

作人员介绍，拖车里程在15公里之内的，价格

为150元，超出部分7元/公里。而三和汽车则是

200元起价，距离较远的加收8元/公里。

罗师傅是一家汽车维修厂的负责人，主要

为大型自卸车提供服务。据他介绍，大型车辆，

事故后拖车通常采取议价， 根据里程来确定。

拖车10余公里，通常价格不应超过1600元。

虽然市场上有这么多的救援力量，但从事

故现场到事故停车场这一程，多数的救援力量

却难以涉足。“如果发生伤人事故，车辆不能移

动，交警往往会暂扣当事车辆。”沈洋介绍，由

于从事故现场到交警停车场所用的拖车，虽然

也是社会救援力量， 但基本都是交警叫来的。

只有从事故现场直接到修车厂，或从事故停车

场取车后到修理厂，才会由车主或相应的4S店、

保险公司安排拖车。沈洋分析，“天价”拖车费

没有明码标价是车主们“意见最大”的环节。

记者询问了多家保险公司得知，对于从事

故现场到交警部门事故停车场这一程的拖车

费，保险公司往往都不会予以理赔报销。

江湖规则

从事故现场到事故停车场

这一程的拖车费， 没有明码标

价是车主们 “意见最大” 的环

节。 而这一程的拖车费保险公

司往往都不会予以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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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严薇）

近两期，双色球随

着全国气温的不断升高，其一等奖也出现了持续

“高温”，大奖不断井喷。刚在本周日和本周二开

奖的双色球第2013090期和2013091期，双色球就

高开68注， 同时又为全国制造

出两个千万富翁。

8月 4日晚 ， 双色球第

2013090期开奖，当期一等奖井

喷46注， 本期单注一等奖金额

为388.2974万元。 来自江苏南

通市的彩民包揽23注一等奖，

该中奖彩民采用单式倍投方式

获奖， 所获得的一等奖奖金总

额高达8930.84万元。 据了解，

该中奖彩民是中奖彩票点附近

的人， 非常热爱研究双色球开

奖号码， 这次的大奖票就是经

他精心研究确定后利用上次中

奖的200多元奖金购买的。

8月 6日晚 ， 双色球第

2013091期继续准时开奖。本

期，双色球继续保持高涨势头，

一等奖继续开出22注， 单注金

额为336万元， 其中贵州19注头奖竟也出自同一

家站点：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南路6号的“中福

在线” 销售大厅， 中奖彩票为一张19倍的单式

票。这位幸运彩民仅花38元就揽获了当期6388万

元的大奖。这也是继上期双色球爆出8930万元大

奖之后，双色球连续两期爆出超值千万大奖。

3月17日，一名男子在天府广场德克士餐厅

抢劫、绑架，僵持2个小时后，被特警制服，人质

安然无恙。近日，这名男子因绑架罪，被青羊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半，并处罚金1万元。

3月17日8点过，43岁的赵某在天府广场的

德克士待了一晚，毒瘾上来，他盯上了收银的服

务员。赵某趁服务员不注意，闯入收银台，左手

勒住一位服务员的脖子， 右手使用随身携带的

指甲刀抵住她的脖子，想抢钱买毒品。后来，赵

某又与赶到现场的特警僵持。最后，特警利用为

赵某递送毒品的机会，将赵某制服。

赵某在庭审时说，自己并不是蓄意抢劫，只

是当时毒瘾犯了，控制不住。赵某说，家里还有

个刚满2岁的小孩，而且自己在看守所里面已经

戒毒了，希望法院能从轻处罚。

法院认为，赵某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先是企

图劫取财物，后又勒索其他财物，同时触犯绑架

罪和抢劫罪， 法院择一重罪即以绑架罪对赵某

定罪处罚。赵某的犯罪情节属于绑架犯罪中“情

节较轻”的情形。因此，青羊法院以绑架罪，判处

赵某有期徒刑5年半，并处罚金1万元。

青羊法 成都商报记者 柏阳月

成都商报调查拖车天价收费乱象

车出事故很受伤

天价拖车再捅刀

拖车救援一次就要价近万元；

A

停车场自称替

B

停车场收费， 最后给的发票却盖着

C

停车场的章

……近来，成都商报接到多位市民报料，称交通事

故后屡屡面临“天价拖车费”。拖车价格过高、收费

主体不明等乱象，似乎早已成为社会“潜规则”。“天

价拖车费”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成都商报记者

调查发现， 事故拖车费普遍超过市场价一两倍，而

多家保险公司均表示对此费用不予理赔。

先斩后奏

拖车前不议价，取车时见钱给钥匙

8月4日早上9点过， 李先生驾驶自己的北京

现代轿车途经三环路琉璃立交时，不慎与一辆电

瓶车发生擦挂。“事故处理完后， 我的车被拖到

琉璃路一个停车场里面。中午把事情办完了去取

车，结果要收我525元。”李先生说，25元的停车

费尚且不提，从琉璃立交到二环路边的这个露天

停车场，不到4公里，“一公里100多元？太贵了！”

和停车场讲价， 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始终坚

持这个价格；联系交警，交警说拖车与交警没有

关系。更让李先生上火的是，拖车前，对方根本

没有谈及拖车价格。到取车时，坐地起价。车钥

匙在对方手里，不交钱便无法将自己的车取回。

最终，李先生只好付了500多元的“救援”费。

坐地喊价

拖到停车场，10公里要价近万元

“你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是要多担待点

嘛！”停车场负责人对“天价”拖车费的解释，让

事故水泥罐车车主谢先生很无语。“哪怕出了天

大的事情， 该我赔的赔， 跟他们拖车有什么关

系？”停车场

负责人口中的“大车

祸”发生在7月9日傍晚，从幸

福梅林驶向金港赛道， 因天雨路滑，

水泥罐车突然失控冲上路肩并发生侧翻。现

场清理完毕后， 罐车被拖离现场，“当时他们甚

至没有说车会被拖到哪里去。”当晚，罐车被拖

到了石羊场新园南二路的一处停车场。 仅有10

余公里的路程，却产生了近万元的费用。

“7月31日， 交警给我开了张条子说可以取

车了。”谢先生第二天去了停车场，对方给出的

价格让他无法接受：拖车费4500元，吊车费3800

元，停车费1200元，总共9500元。谢先生从市场上

了解的价格，私人的拖车公司同样的情况只需要

800~1000元，吊车也只要不到1000元。谢先生只

好将车放在停车场，而一天停车费就是50元……

偷梁换柱

替B停车场收费，盖C停车场的章

今年7月31日， 专职司机高有驾驶的川

AF0378中型货车， 在五块石撞上了电瓶车致骑

车人受伤。8月5日， 当高有去昭觉寺旁的昭青路

停车场取车时，遇上了和前两个案例类似的麻烦

事。同样是拖车前不谈价，同样是取车时开出高

价。再三协商后，谈妥了1000元的“优惠价”。

然而，昭青路停车场给高有开具的拖车费发

票更离奇。这张发票上盖着“成华区大道停车场”

的章。为什么？对方只强调“正规发票、能报账”，

当记者问拖车费到底由谁收取时，对方的答复是

“土龙路附近的‘永生停车场’，我们只是代收。”

市发改委：

无标准 拖前应告知价格

依据成都物价部门2004年发

布的《关于道路清障拖车收费有

关问题的通知》，发生故障的机动

车辆， 由当事人自行委托拖车企

业拖车，拖车费由双方协商议定。

成都市发改委政策法规处一

名负责人介绍， 关于交通事故拖

车的收费， 目前实行的是市场定

价。对于拖车单位的价格行为，物

价部门可以进行监管， 如果存在

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 可以依法

进行查处。 如果拖车单位没有向

当事人明确告知价格， 事后才告

知价格，则可能涉嫌价格违法。

拖车江湖

拖车费

4500

元，吊车费

3800

元，停车费

1200

元，总共

9500

元。

市场上的价格， 私人的拖车公司

同样的情况只需要

800~1000

元，

吊车也只要不到

1000

元。

凭什么收天价拖车费

法律解读：

未把拖车义务给交警

一名不愿具名的交警指出，

依据《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第

四十五条规定，对于“及时”的界

定，却没有具体的量化标准。发生

事故后， 当事人可否自己联系拖

车？ 律师金兴超认为， 根据上述

《实施办法》，并未直接把拖车义

务明确给交警， 而是由当事人自

己及时移车。只有在“当事人拒不

服从、 无力实施或者影响公众利

益的紧急情况下”，交警部门可以

代为通知拖车。 但即便是交警通

知的拖车， 也应当向当事人告知

价格。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刘秀律师

呼吁，依据《价格法》等法律法规，

明确拖车收费的范围及价格标准，

这样才能做到依法公平收费。

我能不能自己叫拖车

多倍投注 助双色球千万富翁造不停

凶器换手瞬间 一秒拿下劫匪 追踪

构成绑架罪 被判刑5年半

8

月

6

日，新园南二路某停车场里停着的各种事故车辆

图据南方都市报

据市交管局民警介绍， 按照

事故处理规定， 发生造成人员受

伤的交通事故， 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在没有确定伤情的情况

下，可以扣留事故车辆，以备检验

鉴定的需要。“背载式拖车交警支

队均通知社会力量成立的拖曳清

障公司派出， 因此拖曳清障公司

会收取一定的费用。” 交警表示，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参与此

项收费行为的制定和收取， 且在

该行为中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市交管局：

与清障公司

无利益关系

核心

提示

刘明松、刘语诗入选8月中国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