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

身 边

广告

2017 年 6 月 16 日 星期五

责编/朱尉

朱志莹

美编/严勇杰

照排/车时超

送餐员工骑电动车撞人跑路

老板担责付了 4 万多元医药费
本报讯（记者 陈烨 通讯员 夏培
蕾 林文琴）“一下子要赔 4 万多元，想
来想去还是觉得冤枉！”昨天上午，一男
一女走进镇海庄市交警中队调解室，男
子刚坐下就忍不住倒起苦水。
两人是来调解处理一起三个月前
的交通事故的。乍一听，男子是肇事
者，出了事故赔钱本就理所当然，怎么
还喊起了“冤”？原来，交通事故的肇事
者并非他本人，而是他店里的员工，跟
着他一同进来的女子是事故中的伤
者。因为赔偿数额大，员工撞伤人后就
跑路了，留下的烂摊子就由他来扛。
该男子姓周，
今年三十多岁。他说，
他在镇海经营两家韩式料理店，每天店

里生意不错，接的外卖单也不少。肇事
者小袁是其中一家店的员工，今年 22
岁。今年 3 月 24 日晚上 9 点左右，他驾
驶一辆电动车去另一家分店取外卖，在
沿庄市大道非机动车道由南往北逆向行
驶时，与相对方向直行的胡女士电动车
发生碰撞，
事故造成两车受损，
小袁身上
有轻微擦伤，
胡女士伤势相对较重。
事故发生后，小袁马上报了警，并
叫来救护车，把胡女士送进医院就诊。
由于小袁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经交
警判定，他要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而
胡女士驾驶非机动车时未确保安全，也
要对事故承担次要责任。
本以为这就是一起寻常事故，责任

驾驶员在应急车道停车睡觉

车子倒溜到高速主线撞了大巴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汪生彬 童海宝） 大巴驾驶员报警
称，一辆面包车在主线倒车撞了自
己，还逃之夭夭，但面包车驾驶员却
说对此完全没有印象。昨天，在这起
离奇事故发生的第 5 天，高速交警查
出了真相：原来，是面包车驾驶员实
在太困，在高速公路上入睡，才不知
道自己出了事故。
事情发生在 6 月 9 日中午 12 点
45 分。 高速交警接到报警，称在甬
台温高速往宁波方向过宁海南 6 公
里处，一辆大巴被面包车在主线“倒
车”撞了，面包车逃之夭夭。通过大
巴行车记录仪，交警了解到，事发时，
前面的面包车往后移动，尽管大巴司
机拼命按喇叭，但面包车并未停止，
继续向后撞上了大巴车头。之后，面
包车开进应急车道停了大约十几秒
后又开走了。交警通过大量数据排
摸，最终锁定了一辆五菱面包车。
驾驶员洪某说，当天，他驾驶面
包车从天台上高速，打算去宁波购买
材料。过宁海南 6 公里后，的确与车
辆发生了碰撞，他靠边后，看到边上
经过的红色大货车，以为是它撞了自
己的车，便开车追随，但是没追上，想

着车损不大，
就算了。
在讲述中，洪某一直以为是自己
车辆被追尾，自己是受害者，也没有
任何“逃逸”的主观想法。这与高速
交警手头的视频证据截然相反。
高速交警反复看了大巴行车视
频，发现面包车双闪灯是开的，而车
子后移过程中，倒车灯却没亮。高速
交警推测，面包车可能属于操作不当
造成的后溜而非“倒车”，此外，事发
时间是中午，洪某年纪不小了，已经
开了 50 多分钟，从其神态上也看出
略显疲惫，因此，洪某存在疲劳驾驶
的可能性。
高速交警多番查找监控视频，找
到了答案：事发当时，洪某的车子开
着双跳灯在应急车道上停了下来，几
分钟后，车子缓缓向后移动，并不断
偏向主车道。看到这一幕，洪某想
起，事发前，自己因为犯困在应急车
道停车，
“ 秒睡”过去忘拉手刹，以致
于车子溜到主线，最终撞上大巴。
交警判定洪某承担此次事故的
全部责任，并因其实施驾驶营运客车
以外的机动车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
公路应急车道上停车的违法行为，对
其处以 200 元罚款，
记 6 分的处罚。

广东男子在慈溪偷配钥匙盗车
还自作聪明换上
“粤”
字头车牌
本报讯（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路
余 史陈） 趁老乡开着借来的新车之
际，偷偷配了把新车的钥匙，
之后又找
机会把车开走了。这个奇葩男子因犯
盗窃罪，近日被慈溪法院依法判处有
期徒刑 1 年 3 个月，
并处罚金 1 万元。
去年 12 月 9 日，29 岁的男子梁某
从广东老家来慈溪找老乡阿佟。当时
阿佟正和四川人罗俭（化名）合伙做淘
宝生意，梁某也和罗俭交上了朋友。
12 月 20 日，阿佟借了罗俭新买的小
轿车来开。次日中午，趁阿佟还在房
间里呼呼大睡，梁某起了歪念，想偷配
一把车钥匙，以后也能自由开这辆车
出去玩。于是，梁某不声不响拿起车
钥匙，驾车来到一家汽修店，
配了把备
用钥匙揣进口袋。完事后，他就像没
事人一样，把车和钥匙都归回了原位。
4 天后，梁某辞别阿佟，在掌起一
家宾馆住了下来。12 月 28 日，梁某
打电话给罗俭，打听到罗俭大概两天

后会开车回到慈溪，梁某便暗自记在
了心里。12 月 30 日凌晨，梁某带上
之前偷配的钥匙出门，偷偷把罗俭停
放在路边的汽车开回了宾馆。
为掩人耳目，他还把罗俭车上原
来的车牌卸下，回房间收拾行李并退
房后驾车离开。在上高速前，他还特
意为轿车换上了
“粤”
字头车牌。当天
上午 9 点，罗俭发现车子不见了，赶紧
报了警。没出半个月，梁某连人带车
在广东落网了。
被警方抓获后，梁某说，有天晚
上，他在宾馆附近的路上，
捡到了一块
“粤”字头的车牌，随后就产生了偷车
的想法。事发凌晨，他用之前偷配的
车钥匙开走罗俭的车，还换上捡来的
车牌，自以为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
了。
最终，梁某因犯盗窃罪，
被慈溪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3 个月，并处罚
金 1 万元。

认定后就进入常规的后续赔偿，但胡女
士住院期间的医药费把小袁吓得不轻，
当得知她是髌骨骨折，后续起码得花几
万元后，囊中羞涩的他选择了溜之大
吉。胡女士苦于无处索偿，交警最后帮
她联系到了小袁的老板，也就是周先
生。协商下来，胡女士的医药费由周先
生来承担，
一次性支付 41000 元。
员工肇事逃逸，老板是否就要担
责？周先生为这赔付的 4 万多元深感
委屈。记者采访律师得知，根据法律规
定，只要员工是在进行职务行为，也就
是在工作状态下引发事故，因不愿承担
损失而逃逸的，
老板必须担责。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有一种前提

条件下，老板在担责后可以向逃逸员工
追偿，就是在劳动合同或公司规章制度
下早已做出约定：如员工因个人行为使
公司蒙受损失的，
公司可扣除其奖金。
“现在外卖送餐越来越多，
在处理事
故中经常会遇到外卖小哥驾驶电动车发
生事故的。
”
对于这起事故，
交警建议，
一
方面餐饮店员工在送餐时一定要安全驾
驶，
切勿违反交通规则，
注意自己和他人
的安全。另外也建议店老板能够为送餐
员工购买一些意外保险，或者给员工的
电动车上一份保险，价格不高，只需 20
元，
但万一在送餐时发生事故，
也不至于
因为像小袁这样直接跑路，最后的烂摊
子落在老板头上，
那才是得不偿失。

老邻居
“回娘家”

昨天中午，江北大庆社区邀请已拆迁安置的老邻居回来聚餐，仍然定居原地
的居民精心准备了拿手菜，在社区内空地拼了四桌。许久未见的邻居们就像一
个大家庭一样，
坐在一起热闹进餐。
记者 殷欣欣 通讯员 陈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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