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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开滴滴的刘兴强送
完乘客发现，乘客的背包忘在了
车上，包内有相机和两三万元的
现金，经过电话联系、两次向平
台报备，刘兴强到晚上也没联系
上对方。为乘客着急的同时，他
也为自己急：他计划第二天早上
就收工回老家的。

第二天下午，刘兴强才和乘
客联系上，并把包交给对方。失
主是个小伙子，他直夸刘兴强

“是成都最好的滴滴司机”。

滴滴司机车内发现背包
内有相机、两沓现金

28日下午3点过，滴滴司机
刘兴强接到一单从双流机场往
草金立交附近的单子。“上车的
是个小伙子。”他介绍。刘兴强印
象里，小伙子把行李箱放在了后
备箱，一个背包丢在了后排座椅
上，本人则提着一些小件行李坐
在副驾驶座。

不多久车就到了目的地，
小伙子下车，刘兴强也没在意，
系统又派了一单，“一个男的去
一品天下大街附近。”刘师傅记
得，男子坐的后排，不过从上车
到下车也没有提过包的事。再后
面一单是两个女生，“她们上车
后就跟我说后座有个包。”刘师
傅于是将包先拿到副驾驶座上，
接着开始送客。路上他也在想包
是谁的：“想不起来。”

两个女生送到后，刘师傅开
始打量这个背包，“看能不能找到
主人的联系方式。”在包的外侧他
找到一份居住证，“看照片我就想
起来，应该是机场的那个小伙
子。”在包里，他还发现一部相机，
和现金——“一沓捆好的，一沓没
捆，总共看起来有两三万吧。”刘
兴强随即打了小伙的姐姐此前拨
来的虚拟号，“没有通”；他只好通
过软件向滴滴方面报备。“公司培
训的时候，也要求我们保管好乘
客遗失的物品。”

不过到晚上，他还是没有
接到失主的来电。刘师傅推测，
对方可能还没发现。“过年从外
面回来，知道钱掉了肯定会很
着急。”8点过，他再度通过滴滴
软件作了反映。刘师傅也直言，

自己也有点着急：“本来打算第
二天一早就回内江老家。”

乘客拿到背包
直夸：你是成都最好滴滴司机

据滴滴出行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28日下午4：47，刘兴强向
平台报备了有乘客丢失物品的
事，晚上8：22，再次联系公司，

“反馈包内有大量现金，希望能
找到失主。”刘先生回忆，客服人
员告诉他，当时还没有联系上下
单人。不过，次日上午10：48，下
单女子联系滴滴客服，通过自助
方式获取了司机的虚拟号码，“5
分钟后，系统检测到乘客私下联
系了司机。”

29日中午前后，刘师傅接
到一个电话，对方在电话里提
到了小伙子丢包的事情，“毕竟
涉及到钱财，我就让小伙子本
人过来拿。”下午3点半，两个人
按照约定，来到温江区4号线凤
溪河站外。

“东西都对，都对的。”现场，
小伙清点了包内的物品，表示没
有问题。接着，他笑着向刘师傅
连声道谢：“很感谢。”说起当天
的事情，他表示，下飞机后因为
行李有点多，从刘师傅的车上下
去以后就把包给忘了。小伙和刘
师傅握了手，背上包后右手搭上
刘师傅的肩膀直夸：“你是成都
最好的滴滴司机。”

司机：这是一件小事
滴滴将给予奖励

滴滴出行工作人员表示，28
日傍晚6点半他们联系了司机，
被告知背包已经归还，之后滴滴
也联系到乘客，“确认是遗失并
且已经取回，乘客也多次向司机
表达感谢。”

刘兴强介绍，自己在去年8
月前后才开始专职开滴滴，“之
前算是兼职。”他印象里，此前没
有捡到乘客遗失物的经历，“只
有一次半夜乘客来电，询问车上
有没有他的文件。”刘兴强当时
就起床到车上找了，“没有找到，
我也告诉了他。”在刘兴强看来，
这次经历是一件小事，“每一个
滴滴司机都应该这样做的。”

记者也从滴滴出行了解到，
为鼓励刘兴强的行为，“滴滴敢
扶公益专项计划”将授予刘师傅

“滴滴公益榜样”称号并给予现
金奖励500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乘客喝了酒打车，开到半路
突然要求停车呕吐，出租车司机
转过来头发现乘客不见了，却把
装有一万多现金的手包落在了
车上，1 月23 日晚，成都金马出
租车公司驾驶员徐成德就遇到
了这样的事，发现乘客遗失的包
后，徐成德没有打开过包看上一
眼，直接联系了公司，24 日早
上，几经确认，遗失手包的乘客
终于到出租车公司取回了手包。

乘客半路下车手包落车上

徐成德回忆，1月23日晚上
8点多，一位男性乘客独自打车
要从温江南浦路到成都市区的
省人民医院附近，“当时看上去
喝得也不多，但是上车就开始打
瞌睡了。”徐成德说，刚出温江城
区，坐在副驾驶的乘客就迷迷糊
糊地睡着了。

当车辆行驶到二环路西二
段的仁和春天广场附近时，乘客
突然要求停车呕吐，“当时车还
在路中间，他就要打开门下车，
我赶紧喊‘慢点慢点’。”徐成德
说，因当时停车地点在主干道，
不能停车，在车上，徐成德看到
乘客有些晃地往路另一边走，自
己赶紧往前开了一段掉头回来
接，可是，开回来后，乘客却不见
了身影。“车钱还没有给呢。”

徐成德看了一圈，仍然不见
乘客，徐成德想着“算了”，开车

回温江，都已经到了珠江广场，
徐成德这才发现，副驾驶座位下
方，有一个黄色的包。“也不大，就
是一个手提包。”徐成德将包放到
副驾驶座上，没有打开，随即联系
了公司，“就是说乘客丢了包，要
是有人找，公司好知道。”

“核对”照片证实失主身份

“当时他报告完之后，手机
就没电了。”金马出租车公司服
质科科长周利华告诉记者，当晚
10 点多，乘客就通过报警联系
到了出租车公司，但因为当晚徐
成德在报告给公司后，手机就没
有电了，乘客所说的信息又对不
上，暂时没有联系到。

周利华告诉记者，据乘客回
忆说，回家后他妻子发现他手机
上只有一个20元左右的支付记
录，但是从温江打车到省医院附
近，应该不止这个价格。乘客这
才发现，自己的包丢了。

“但是查记录，他说的时间
地点又对不上。”周利华说，因
为记不到出租车的号牌，公司
确认乘客打车信息，只能根据
上下车时间、地点进行筛选，但
乘客所说的自己在省医院附近
下车的，与实际不符。“我给他
说，我们司机确实捡到一个包，
我又根据这个车的车载视频来
查。”周利华说，自己加上乘客
微信，请他发来照片，再根据车
载视频的图片对比，这才确定
是该乘客的乘车信息，丢的包
也确实是他的。

24 日上午 11 点，乘客来到
出租车公司，晚班交班后的徐成
德也将手包交回公司，经过清
点，包内大约有 1 万多现金，加
上银行卡、手包本身价值，在 3
万元左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欣喜
看电影抽中一等奖
港澳5天4晚免费双人游

2017 年圣诞节前一天，许多电
影院配合节庆推出了相应的促销活
动。那天下午，市民王先生和妻子
在成都耀莱成龙国际影城总府店看
完电影，便参加了影院推出的大轮
盘抽奖活动。

轮盘转了几圈，指针指向一等
奖，奖品为“中国国旅”推出的“带
上家人去港澳旅游邀请函”，并附
带一张 VIP 卡。邀请函上面介绍，活
动是由“港澳总商会”主办，“香港
DFS、香港海洋公园、香港迪士尼乐
园”等多家企业赞助的港澳5天4晚
双人游，使用有效期截止 2018 年 12
月31日。

按照行程介绍，该行程将参观
海洋公园、游玩迪士尼乐园、观光
澳门各大名胜。邀请函的备注中写
着：以上行程无强迫购物、无隐形
消费。

圣诞节喜中港澳游，王先生两口
子欣喜万分。在各大旅行社，这样一
趟旅游通常要花费数千元。他们决定
在 2018 年年底，享受这次免费的港
澳之旅。

糟心
行程安排与原计划不符
还遭遇了强制购物

去年 11 月 21 日，王先生和妻子
抵达深圳参团，留宿一夜后，“工作人
员邱峰”开大巴将团员送至香港，“导
游朱琳”将他们交给香港一方的导
游。王先生说，一行人中大部分是中
老年人。就这样，他们开始了为期 5
天的行程。

但让王先生和妻子没想到的是，
这趟行程遭遇了诸多不快。王先生
说，原本安排好的游览海洋公园，结
果下午5点多才入园，但此时大多数
游玩项目已经关闭；行程上安排的游
玩迪士尼乐园，直到行程结束他们也
没看到乐园的影子；原本承诺的住宿
香港星级酒店，结果却换成了珠海的
一家酒店，一行人不得不连夜返回。
最后的澳门游也从跟团变成自由行，
各项费用自理。

而最让王先生不快的，是被导游
安排强制购物。“行程单上面介绍的
是参观购物后，会去香港迪士尼乐
园，但是给我们安排的是一天的购
物，而且还是强制购物。”王先生告诉
记者，他们乘坐旅游大巴，分别去了
导游指定的珠宝店、名表店、巧克力

店、百货商场。与王先生同行的另外
两名旅客也告诉记者，在港澳期间他
们的确遭遇了强制购物，行程安排与
原计划不符也是实情。

冲突
团员拒绝购买纪念品
被“旅行团长”怒斥

“如果你不买东西的话，就会通
过语言进行羞辱、恐吓、威胁。”在王
先生提供的一份录音中记者听到，当
时，一个带着南方口音的女子要求团
员们购买紫荆花纪念品，200元一朵，
她说：“坐了两天的车，就当买一张车
票，又有一个礼物带回家。”

随后，录音中不断有团员发出
“我不要、我不买”的声音，此时另一
名带着南方口音的男子不断嘀咕：

“你不买你也不买。”几十秒钟后，这
名男子开始怒斥团员们：“下车！现在
就下车！不买就下车！带上全部东西
下车！”记者听到，在录音中间部分两
分钟的时间里，这名男子一共怒斥了
14句“下车”。王先生提供图片显示，
团员报警后香港警方曾到场处理。

王先生说，录音中的女子自称导
游，男子则自称是“旅行团长”，均不
知他们的真实姓名。

乘客大意丢包
滴滴司机推迟回家等失主

乘客点赞：你是成都最好的滴滴司机

乘客醉酒失物
出租司机一眼未看上交公司

网络爆红
人体模型做起“兼职”
“史上最硬核的指路牌”火了

华西医院温江院区的指路牌“火”了。
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张图片，一

个展示肌肉分布的人体模型，清晰可见
红白相间的肌肉，看上去“孔武有力”，
但就这样一个人体模型，被摆放在了一
个通道口，抬起的左手上挂着一张打印
纸，上面写着“此路不通往其他科室”，
大有“此路是我开”的霸气，也被网友评
论“硬核指路牌”。随后，@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官方微博也“官宣”：史上最硬核
的指路牌，没人反驳吧。一时间，网友纷
纷评论，有的觉得“就地取材，好用”，有
的担心“会不会吓到小孩”。

30日上午，记者来到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温江院区，找到了位于6号门的假
肢矫形中心，穿过两道玻璃门，人体模
型指路牌正“站在”通道口。记者注意
到，这个被手写字体标注了“肱二头肌”

“胸肌”的满是肌肉神经的模型，其实并
没有网传图片中那么“高大”，加上带轮
滑的底座，也不过120厘米左右，与五六
岁的孩童差不多。

医生回应
走错的、问路的太多
不堪其扰

康复医学科高级工周勇告诉记者，
假肢矫形中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科室，

通过通道后，除了其他科室放置的部分
设备，并不通往其他科室，但每天早上，
中心开门后，都有不少人走进来，要么
问，“厕所在哪？”或者是，“我要去二楼
做检查”，更有的人不管不顾径直往里
冲，走了一段距离发现此路不通后，又
倒回来找医生护士问路，“有时候我正
在操作，双手压到（设备），有人推门进
来就一句：‘哎，厕所在哪’？”

周勇很是无奈，不回答吧，患者或
者家属又说你态度不好，问个路都不
理，可是回答吧，架不住一天几十个人

“轮番轰炸”，时间和精力都有限，“还有
的人推门就进来，（做假肢矫形的）患者
多数时候都是光着的，这样侵犯患者隐
私啊！”

周勇说，大约两年前，自己将这个
情况反馈给医院相关部门，很快，医院
制作的标准指示牌就张贴在了入口处
的玻璃门上，但周勇说，一点用都没有，
问路的走错的，仍然有许多。

半年前，“不堪其扰”的周勇干脆将
办公室里用于教学的人体模型推了出
来，挂上了“此处不通往其他科室”，这
个平时用来给学生们讲肌肉神经的塑
料模型，“兼职”成了指路牌，每天在通
道口“站岗”，昼夜不歇。

“效果好多了！”周勇看着模型欣慰
地说，现在少了很多来问路的，因为人
体模型很醒目。周勇说，但是没想到，这
个模型会在网络上走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张直

运气好！看电影参加抽奖 中了免费港澳游
倒霉了！行程与计划不符 还遭遇强制购物

拒买纪念品被“旅行团长”怒斥：
下车！不买就下车！

行程不符
安排的游玩迪士尼乐

园，直到行程结束也没看到
乐园的影子。承诺的住宿香
港星级酒店，结果却换成了
珠海的一家酒店。

强制购物
录音中不断有团员发

出“我不要、我不买”的声
音，这名男子开始怒斥团员
们：“下车！不买就下车！”

背后真相
王先生维权后收到中

国国旅深圳分社的电话，被
告知他参团的“深圳国旅”
是假冒的旅行团。邀请函上
的客服电话也是假冒的。

抽奖是影院方推出的产品
影院有义务核查合作方

在四川及第律师事务所律师
邢连超看来，无论王先生是中奖
还是自己参加旅行团，原则上是
旅行方面的协议，应该要根据旅
游协议来执行。邢连超表示，如果
存在着旅游购物、强制消费，一般
可以对所在旅行社进行投诉，如
果没有旅行社组织的话，就没有
办法进行投诉了。至于影院方面
是否应该承担责任？邢连超认为

“不好判断、不好界定”。
北京君泽君（成都）律师事务

所陈小虎律师则认为，虽然旅游活
动不是电影院负责的，但抽奖活动
是影院方推出的产品，他们应该对
自己的产品负责，也有义务核查合
作方是否是真实的旅行社，所以电
影院应该负起部分责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受访者供图

回到成都后，王先生将一路收集
的证据，反映到旅游主管部门。近期，
他收到中国国旅深圳分社打来的电
话，被告知他参团的“深圳国旅”是假
冒的“黑旅行社”。

通过中国国旅官方客服，记者联
系到其深圳分社，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该社从未推出过免费港澳游的活
动。该工作人员认为，王先生和妻子
是遭遇了假冒的国旅旅行团。邀请函
上的客服电话也是假冒的。

记者联系到“工作人员邱峰”和“导
游朱琳”，邱峰告诉记者他只负责把旅
客们送往香港，其他均不知情。朱琳则
称自己的确是国旅的导游，但拒绝承认
曾带过王先生参加的旅行团。

在王先生看来，成都耀莱成龙国际
影城总府店，也应该承担部分责任。1月
29日下午记者来到该电影院，一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当时有人来影院主动送
这种卡，他们就用来作为抽奖活动的一
等奖，并未进行核查。至于是否会对王
先生做出赔偿？该工作人员称此事自己
无法做主，需要领导决定。但截至发稿，
记者并未采访到该影院的领导。

按照香港旅游协会的规定，购物
180天内可获全额退款。王先生说，他
准备把旅游期间买的东西和票据退
回，并要求报销他们的来回机票。

运气好，市民王先生和妻子看电影参加抽奖，居然中了个港澳游，行程包含耍一趟迪士尼。两口子
兴冲冲去了，却连迪士尼的影子都没见到，还遭遇了强制购物团。

因为拒绝购买纪念品，他们在旅行团包车上被导游怒斥：下车！不买就下车！
咽不下这口气，回到成都的王先生决定找旅游部门投诉，却被告知参团的“旅行社”为假冒的“国

旅”，而组织抽奖活动的成都耀莱成龙国际影城方面则称，当初没有对合作方及抽奖产品做过核查，是
否赔偿也需要领导们决定。

律师视角律师视角

维权
被告知遭遇假“国旅”
影城称并未核实奖品及合作方

医生回应：问路的人太多不堪其扰 无意成“网红”

医院人体模型有了“兼职”——

“硬核指路牌”爆红
29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温江院区假肢矫形中心的“硬

核指路牌”爆红网络，一个展示肌肉分布的人体模型抬起左
手，手上还挂着一个指路牌。该中心康复医学科高级工周勇解
释说，实在是因为平时走错路、问厕所的人太多，已经影响到
了正常工作。虽是无意，但“效果好多了”。

背包、一部相
机、现金两三
万元

失
物

1万多现金，
加银行卡、手
包本身，总价
值在3万元左
右

失
物

影院是否应承担责任？

王先生夫妇当时抽中的旅游邀请函

华西医院温江院区假肢中心的“硬核指路牌”爆红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