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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同行 县普法办联办

【基本案情】
2014年 7月份，蒋某驾驶轿车

按照规定在停车线内靠边停车，在
打开左前车门时，与非机动车道王
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
成王某受伤及车辆损坏。经交警部
门认定，蒋某承担本次交通事故的
全部责任。王某受伤后经治疗花费
医疗费 26095.94元。后王某诉至法
院，要求蒋某及其投保交强险的保
险公司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
失，医疗费、后续医疗费、误工费、护
理费等共计59919.54元。

【处理结果】
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蒋某及保

险公司应赔偿王某医疗费 26095.94
元、后续医疗费 6000元、住院伙食
补助费720元、营养费1800元、误工
费8640元、护理费4647.6元、交通费
300 元、鉴定费 1200 元、施救费 50
元，合计49453.54元。

【风险提示】
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驾

驶人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
行人通行。机动车驾驶人在停车前
未留意观察过往车辆、行人，开关车
门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害的，应
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县法院供稿）

停车开车门未观察造成损害的法律风险

近日，金阳小学举行公开挑选校服活
动，将自主权交给家长和学生，以公开投票
的方式，选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校服。

小学生当起“模特”，有模有样走T台，
30余套春秋装、冬装校服令人目不暇接。
学校邀请了200多名家长代表任评委，各
校服公司就家长代表提出的布料材质、性
能、价格等问题一一解答，经过对校服的款
式、质量、做工、舒适度等认真比对审查后，
家长进行现场投票，最终南京伊顿纪德国
际校服品牌公司以175:64胜出。同时，学
生通过举手表决形式，选择了自己喜欢的
校服款式。

（通讯员 叶景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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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热点】

记者 方景霞

据猫眼电影的数据显示，今年
内地电影票房已经突破 200亿元，
用时 126天，比 2016年要早 16天。
视线转向宁海，近年来，我县影院数
量飞速发展到 5家，越来越多的人
走进电影院。然而随着影院设备的
不断提升，大家的观影体验却有点
尴尬，许多不良的观影行为让人无
力吐槽：打电话、聊天、踢椅背、脱
鞋、熊孩子吵闹、迟到、秀恩爱……

记者调查发现，在以上行为
中，踢椅背被吐槽得最多，最招人
烦，熊孩子则排名第二，玩手机排
第三。让我们来看看在宁海观影的
都有哪些“悲惨”遭遇。

招人烦NO.1：踢椅背
踢椅背者的素质和家教被质疑

观影过程中椅子也会动，是不
是 4D电影啦？呵呵，大家不要太
激动，宁海目前还没有大型的 4D
影院，如果你的椅背自己动了，请
往后看，注意转头幅度不要一下子
太大，以免碰上“无影脚”。对，
你的椅背被踢了。

受访者中，70%的人将踢椅背
排在了讨厌之最，并且许多还在后
面加了愤怒的表情，可见这一行为
有多招人烦。微友“云端”分享了观
影过程中椅背被踢的经历：“2个多
小时的电影，全程椅背被后排的人
踢，关键是完全没规律，影片精彩的
地方猛地来一下，不精彩的时候也
猛地来一下，有时候还把脚抵在我
的椅背上抖，整场电影下来我就没
有进入过观影状态。”“云端”告诉记
者，一开始她以为可能是熊孩子捣
乱，忍了大半场，后来实在忍不住，
转头一看，发现是一女青年，“真不
知道她父母是怎么教的。”

记者调查发现，80%以上的受

访者有观影中椅背被踢的经历，其
中有不少人提醒了对方，但椅背仍
然被踢，只能默默忍受。“一个人
的素质怎么能低成这样？父母是怎
么教的？”成为“受害者”心中最
大的疑惑。

招人烦NO.2：熊孩子吵闹
熊孩子表示这个锅我不背

国内没有电影分级，不少熊孩
子成为家长看电影的合法“包
袱”，爱情片、原声中文字幕的欧
美大片甚至恐怖片，熊孩子几乎无
孔不入。不停地大声问为什么、吵
着不要看电影、哭闹……观影过程
中，熊孩子吵闹的招人烦程度排第
二，却有着和踢椅背“并驾齐驱”
之势，70%的受访者提到了熊孩子
影响观影体验。

微友“雾里看花”说：“记得
去年看一部爱情片，男女主角接
吻，突然传来一个女童的声音，

‘我也要亲亲’，全场瞬间安静了一
会儿，然后爆笑。”这还好说，毕
竟熊孩子娱乐了大家。让小记印象
最深刻的是观看《银河护卫队 2》
时，一名四五岁的男童不停地吵着
要出去玩，不要看，甚至愤怒地把
3D眼镜扔了。后来，男童的父亲
走进影院，在过道上和男童及母亲
沟通，男童改变主意，又要看电
影，于是这位母亲和男童在前场一
排一排地找眼镜 （前几排没有
人），全场观众看母子俩背影。这
一家人在影院的表现，完全像是在
自家客厅。

虽然影院中熊孩子不受大家欢
迎，但熊孩子表示，这个锅我们不
背，毕竟没有人想看说话听不懂、

字幕看不懂的电影，而且还会出现
一些奇怪的画面。许多网友也表
示，他们不是真的讨厌熊孩子，只
希望家长在带孩子看电影的时候注
意影片的选择，孩子坐不住的时候
及时离场，以免影响他人看电影。

招人烦NO.3：玩手机
微友：算你钱多买票玩手机！

昏暗的影院内，微信信息提示
音此起彼伏，一个可能花了几十万
几百万制作的精美画面，被手机屏
幕亮光破坏殆尽。观影过程中，玩
手机成为第三招人烦的行为。

“以前还好，整场看下来最多
也就是碰到一两个人打电话，打完
就没事了，现在是整场‘一闪一闪
亮晶晶’，看的是灯光表演。”微友

“洞洞”表示，许多人一有微信信
息就忍不住查看，每过一段时间就
刷一次微博、刷一次朋友圈，手机
屏幕亮光大大降低了观影体验。微
友“大海”则分享了最近一次让他
难忘的观影体验，“看科幻片，邻
座是一位中年妇女，居然用手机看
韩剧，声音外放！我看了她几眼，
她注意到了，可也只是戴上了耳
机！”“大海”吐槽：你说她买票到
电影院用手机看韩剧，是不是钱多
有病？

除了以上招人烦排名前三的行
为，观影过程中聊天、秀恩爱、脱
鞋也多次被网友点名“批评”。小
记想说，电影院是公共场合，而且
是看电影的专用场合，进去后还是
多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做一个
安静的美男（女）子吧，毕竟人家
买票不是为了感受你腿的力度、孩
子的熊性、手机屏幕的亮度的。

在宁海，看电影哪些行为最招人烦？

踢椅背排第一，熊孩子“躺枪”，玩手机第三招人烦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林琪）

近日，由县旅委出品的“宁海全景虚
拟游”正式上线了。网友只要通过
线上操作，即可游历宁海各大景点。

据悉，宁海全景虚拟游是建立
在现实旅游景观基础上，通过模拟
或超现实景，构建一个虚拟旅游环
境，通过虚拟游为无法亲临宁海景
区的游客提供全方位的体验服务。
网友可通过“宁海发布”微信号菜单

栏进入宁海全景虚拟游系统，可点
击景区中子景点标志，查看该处的
实景影像，还可随意前进或后退，也
可上、下、左、右自由旋转。由此虚
拟体验前童古镇、宁海森林温泉、伍
山石窟、欢乐佳田农场、梁皇山、横
山岛、浙东第一尖等景点，在宣传宁
海旅游的同时，也为网友提供了充
足的便利。

轻点鼠标玩转宁海各大景区

宁海全景虚拟游上线啦

记者 方景霞 通讯员 关耳

乘坐大巴车上班时，发生交通
事故导致胸骨骨折，与运输公司协
商未果后起诉至法院，但在诉讼中，
针对一起事故的两份鉴定书，一个
伤残等级为九级，一个等级为十级，
这是怎么回事？事情要从 2015年
说起。

王某是我县一家家政公司的职
工。2015年 12月的一天，王某像往
常一样乘坐某交通运输公司的小客
车去公司上班，没想到路上遇到了
意外。在途经一个十字路口时，客
车驾驶员因为操作不当，与交会的
货车相撞，王某及车上另外几名乘
客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经过四个
多月的治疗，王某基本恢复了健康，
但也留下了一到阴雨天便胸闷的后
遗症。

出院后的王某多次找该交通运
输公司协商赔偿事宜，但双方对于
事故造成的伤残等级、误工费、残疾
赔偿金等费用的计算标准有很大的
分歧，多次协商未果。2016年 5月，
无奈的王某一纸诉状将该公司告上
法院，要求其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20
余万元。

在该起事故中，王某是由于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了人身伤害，一般
起诉时都以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作
为案由，但王某在起诉时，选择了以
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为案由，且
在评定伤残等级时自行委托鉴定机

构以《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为参
考标准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伤残
等级九级。而运输公司则对该伤残
等级存在异议，向法院提出了申请
重新鉴定的请求，并要求以《道路交
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为参考
标准进行鉴定，最后鉴定结果为伤
残等级十级。由于王某是因交通事
故才导致受伤，法院结合相关法律
法规、证据，综合考量后采纳了第二
个鉴定标准，也就是伤残等级十
级。在各种费用计算完毕后，法院
最终判决该交通运输公司赔偿王某
12万余元。

法官说法：
该案之所以会产生两种鉴定结

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鉴定参考
标准的不同所致。案件发生在2016
年，当时《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
和《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
定》的鉴定标准并未统一，所以容易
出现“一种伤害两种等级”的情况，
因此，在当时的标准下，如果是因交
通事故受伤，应适用《道路交通事故
受伤人员伤残评定》，其他受伤除了
职工工伤以外，则适用《人体损伤程
度鉴定标准》。

但目前两者鉴定标准已经统
一，所以现在除了职工工伤外，当事
人受伤的鉴定标准已不再有区分，
也就不会再有选择哪种鉴定标准的
疑惑了。

赔20万还是赔12万？
鉴定标准不同赔偿金额大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