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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0 日，丹北镇一家茶餐
厅内，杨女士和丈夫李先生满脸
倦容。在距离这家茶餐厅不远的
一处厂房内，停放着一辆车头被
撞得面目全非的宝马车，车主是
杨女士的父亲，平时主要是杨女
士在使用。从今年 3 月份起，杨
女士一家多次来到丹阳宝德 4S
店讨说法，“这件事牵扯了我们太
多的精力，很多时候连工作都顾
不上。”

杨女士自己做蛋糕生意，父
母在丹北镇经营着一家生产锯片
的小工厂，丈夫平日里两头跑，帮
衬着她与父母。虽说忙碌，但一
家人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去年
2 月，父亲为杨女士在丹阳宝德
4S 店花费约 28 万元购买了一辆
宝马 X1，其中裸车价为 24.5 万

元，另外还有装潢费、金融服务费
及保险费用。但让杨女士一家没
想到的是，购车不到一年，一场突
如其来的车祸改变了他们的生
活。

安全气囊一个也没有弹
出

事故发生在今年 1月 9日下
午，当天，杨女士的丈夫李先生开
着自家的宝马车，载着叔叔等几
位亲戚去镇江医院看望刚做完手
术的岳母。回程途中，沿镇江新
区金润大道由西向东行驶至珠峰
路路口附近时，追尾撞上了一辆
重型普通货车尾部，导致车头被
撞得面目全非，前挡风玻璃碎
裂。这一事故造成后座上的两位
亲戚肋骨多处骨折，而受伤最严

重的是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叔叔。
“发生事故后，我转头一看，发现
叔叔的脖颈处已被玻璃划开，不
停地在往外冒血，连喉管都依稀
可见。”回忆起当时的一幕，李先
生仍心有余悸。

随后，救护车把李先生的叔
叔送往市人民医院，由于伤情严
重，当晚，医生让家属签了病危通
知书，并转院至镇江的江苏大学
附属医院。“当时，医生说我叔
叔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杨女士
说，“到镇江后马上住进了 ICU
病房，好在经过治疗叔叔最终还
是挺过来了。”

虽然叔叔保住了性命，但让
杨女士不能理解的是，发生了这
么大的事故，车损严重，为什么
车里6个安全气囊一个也没有弹
出？如果弹出的话，叔叔也不至
于会受这么严重的伤。在杨女士
提供的一份重损车处理提示函
中，记者看到，由于事故车辆损
伤严重，修复后严重贬值，保险
公司建议推定全损，即将残车交
由保险公司处理，保险公司按车
辆的实际价值（裸车价）进行全
部赔偿。

她选择坐上了汽车引擎
盖

4月 19日，在丹阳宝德 4S店
内，杨女士坐到了一辆宝马车的
引擎盖上。“那时‘奔驰女车主哭
诉维权’事件刚刚发生不久，没想
到我也要以这样的方式去维权。”
杨女士说。

杨女士告诉记者，实际上，在
事故发生的当天下午，她与丹阳

宝德 4S 店进行了联系，当时，4S
店方面的态度很是诚恳，甚至提
出要到医院去看望其叔叔。

3 月初，叔叔的身体状况有
所好转后，杨女士便与丈夫来到
丹阳宝德4S店，打算就赔偿问题
进行协商。杨女士提出，4S店应
赔偿她叔叔的医药费、误工费等，
这一诉求遭到了 4S 店的拒绝。
4S店方面表示，安全气囊没有弹
出的原因需要进一步调查，因此
暂时无法与杨女士就赔偿问题进
行协商。

之后，杨女士再次与家人来
到 4S 店讨说法无果，僵持之下，
杨女士将事故车辆拖到了 4S 店
门前。4S店选择报警，在民警的
协调下，4S 店方面承诺，两周
后，北京分公司的技术专家会到
丹阳来，对杨女士的车辆进行检
测。

3月20日，华晨宝马汽车有
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技术专家对
事故车辆进行了检测。杨女士
说，4S 店方面表示大约需要两
至三周才能出具检测报告，然
而，三周时间过去了，她依然没
看到报告。“4S店一拖再拖，每
次打电话询问都推说下周。4月
19 日，我无奈选择坐上汽车引
擎盖。”杨女士说。

由于迟迟没有检测报告，双
方在相关部门的调解下进行协
商。杨女士提出，4S 店应在医
疗费、精神损失费以及金融服务
费等方面作出补偿，金额为8万
元，4S 店方面则坚持无法补偿
现金，只能通过类似优惠保养

“礼包”的形式进行“关怀”，由
于双方分歧过大，协商未能达成
一致，调解于4月30日终止。

五一小长假期间，杨女士和
家人再次来到 4S店，其中 5月 2
日，杨女士丈夫的叔叔和 4S 店
员工发生了口角和肢体冲突，针
对这一事件，在一份调解协议书
上，记者看到处理结果是丹阳宝
德 4S 店某员工向杨女士丈夫的
叔叔赔礼道歉，并赔偿医药费
1000元。

事故车辆属于“召回车
辆”

4月下旬，杨女士的一位朋
友告诉她，网上有召回部分国产
及进口宝马汽车的消息，原因好
像涉及安全气囊，于是杨女士赶
紧上网查询，发现华晨宝马汽车
有限公司及宝马（中国）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
召回管理条例》和《缺陷汽车产
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

求，决定自 2019 年 8 月 30 日
起，召回2014年1月2日至2017
年 10月 16日期间生产的部分国
产华晨宝马以及 2000年 4月 5日
至 2018 年 2 月 21 日期间生产的
部分进口宝马，此次召回范围内
车辆的安全气囊装配了高田公司
生产的未带干燥剂的硝酸铵气体
发生器。在安全气囊展开时，气
体发生器可能发生异常破损，导
致碎片飞出，伤及车内人员，存
在安全隐患。

杨女士通过车辆的车架号，
查到她家的宝马车就在召回之
列。“虽然召回的原因不是安全
气囊不弹出，但确实和安全气囊
相关。”杨女士说。

5 月 3 日，杨女士终于看到
了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报告结尾
处写着：“综合现场检查及车辆
数据信息，未发现车辆安全气囊
系统存在相关技术故障或者质量
问题。”

“当初 4S 店说让北京分公
司的技术专家来检测时，我就觉
得不妥，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
员，对于那份检测报告的结果，
我并不感到意外。但是，安全气
囊系统没有问题怎么会被召
回？”杨女士说。

4月份，杨女士也找了一家
汽修厂，用电脑解码仪对车辆进
行了检测，故障码显示：前乘安
全气囊第一档电阻过大。杨女士
从网上查询得知，电阻过大将会
导致安全气囊无法打开。

“实际上，不论是 4S 店提
供的那份检测报告，还是我自己
找汽修厂检测的结果，都无法作
为证据。”杨女士说，“只有委托
我们和 4S 店都认可的第三方检
测机构来进行鉴定，出具的检测
报告才有用，但国内能做汽车质
量鉴定的权威机构并不多，而且
花费不菲，需要 10 多万元。对
我们来说，不查不甘心，查的话
代价又太大，实在是两难。”说
完，杨女士叹了口气。

对于此事，丹阳宝德 4S 店
公关部沈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如果杨女士想找第三方检
测机构进行鉴定，4S 店方面没
有异议。我市江苏万善律师事务
所的丁斌律师表示，从以往的诸
多类似案例来看，检测费用一般
按照“谁要鉴定谁付费”的原
则，如果经检测车辆没有质量问
题，那么检测费用需要杨女士承
担，但如果经检测车辆确实存在
质量问题，那么检测费用则由宝
马方面承担。

出了车祸安全气囊没有弹出，宝马车主女儿：

“没想到我也会坐上引擎盖维权”
本报记者 马骏

记者 马骏 摄

在追尾事故中车头被撞得面目全非的宝马车。

杨女士自己找汽修厂对事
故车辆进行检测，故障码显示：
前乘安全气囊第一档电阻过大。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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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耄耋夫妻的雅趣人生一对耄耋夫妻的雅趣人生

图为眭书义与妻子殷茹萱正在练习书法图为眭书义与妻子殷茹萱正在练习书法。。

65年前，珥陵东街永乐戏院的一张戏票，见证了眭书义和殷茹
萱爱情的萌芽。六十多年晃眼而过，如今他们都已步履蹒跚，岁月虽
无情流逝，他们对彼此的爱和尊重却是永恒不变的“定量”，令人艳
羡。在生活中，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爱好，一个喜欢收藏，一个喜欢
书法，因此“我陪着你收集，你陪着我写书法”这样的和谐场景经常在
眭书义家中上演。

记者来到88岁老人眭书义家中时，他正在整理过往收集的邮票等
物件，塑封的外壳、详细的文字说明……从这些邮票的包装就可以看出
眭书义平时对它们有多么的爱护，“这些啊，可都是他的宝贝，每天都恨
不得拿出来瞧一瞧呢！”眭书义的妻子殷茹萱在一旁乐呵呵地说道。

记者了解到，眭书义从青年时期就开始集邮，几十年来热心于收
集和研究邮票、邮品、邮刊，为我市的集邮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曾于 2002年被评为江苏省集邮先进个人。进入耄耋之年的他依旧
对集邮兴趣不减。在他的组织下，我市先后成立了“封片戳研究会”

“生肖集邮研究会”等民间组织，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集邮活动，使我
市集邮活动更加红火。值得一提的是，一直被聘任为市文联顾问的
眭书义用自己的藏品为载体，在党和国家重大纪念日活动时办展览，
先后举办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
周年红色邮展”等大型藏品展览，通过集藏文化展示表达对党的热
爱。不仅如此，眭书义还特别喜爱收集古钱币，从战国时期的燕刀到
革命时期的银行券，他收藏的中国历代古币、民国纸币和解放后发行
的各套人民币多不胜数。作为中国钱币学会会员、江苏省收藏家协
会理事，眭书义还把藏品中的一部分系列古钱币珍品无偿捐赠了给
丹阳市博物馆，市领导向其颁发荣誉证书。

在眭书义前半生的收藏人生中，妻子是他最想感谢的人，“我人
生的每次磨难，都能得到茹萱的关心和鼓励。她除了对我生活上的
照顾无微不至，在工作上，她还为我导航、出主意。”眭书义告诉记者，
妻子对他搞收藏活动的业余爱好既热心支持又认真把关，“所以我的
每一项收藏成就，都包含着茹萱的一份功劳。”

““鸾凤和鸣六十载鸾凤和鸣六十载，，甘作园丁育英才甘作园丁育英才；；风雨泥泞携手风雨泥泞携手
涉涉，，山光水色挽臂看山光水色挽臂看；；银绣喜见桃李艳银绣喜见桃李艳，，齐眉盛世幸福齐眉盛世幸福
来来。”。”这是他们俩的挚友在他们六十年钻石婚之际所赠的这是他们俩的挚友在他们六十年钻石婚之际所赠的
诗诗，，完美勾勒了他们一辈子相伴相持的美好爱情完美勾勒了他们一辈子相伴相持的美好爱情，，也让我也让我
们看到了夕阳红最美的样子们看到了夕阳红最美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