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万只蜜蜂包围私家车
车主哭笑不得

“当天中午吃过午饭，我听到外
面有人在说‘好多蜂子’。我跑出去
一看，只见密密麻麻的一团蜜蜂，围
绕在头顶的高压线上。飞了一会儿，
它们又飞到我们汽修厂的招牌上，嗡
嗡嗡地停留了一会儿。”北湖南路一
家修车厂的员工介绍 ，最后，蜜蜂好
像发现了最终目标，飞到了一辆现代

汽车上。
这辆车的车主是瞿先生，也在该

汽修厂上班。“这群蜜蜂估计是从附
近养蜂场飞出来的，飞到我车上后，
周围飞来的蜜蜂越来越多，最后看上
去就是黑漆漆的一大坨，看得人起鸡
皮疙瘩。”瞿先生说，大家拿蜜蜂完全
没有办法。

“这些蜜蜂中，还有两个蜂王，这
些蜜蜂都是跟到它飞来的，在车上爬
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养蜂场的工作
人员来将蜂王捉进了一只箱子，其他
蜜蜂就一窝蜂地跟着飞进箱子里
了。”瞿先生苦笑着说，如果不把蜂王
捉走，它们还会粘在车上。

疑为蜂王缺食率众蜂搬家
误以为车中有花香

在几段视频中，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看到，车周边围起了观
众，大家都拿出手机在拍。只见一
大团蜜蜂不停地飞舞，更多蜜蜂聚
集在车身上，将右后车门上方堵得
水泄不通。

在自贡养蜂多年的某养蜂专合
社负责人周育介绍，这种蜜蜂名为意
大利蜜蜂，根据现场的视频看，估计
有近万只。而能够引起如此多蜜蜂
聚集的，现场肯定还有蜂王。

“这种现象，我推测可能是蜂群
缺少食物，蜂王率众蜂搬家。在搬家
过程中，发现这里有食物，或者闻到
了疑似花香的味道，便停下来觅食安
家。”周育说 ，也许是车中放有吸引
蜜蜂的味道，才引得它们在这里流连
忘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恪生

2月25日中午时分，自贡市富顺
县居民瞿先生遇到了一件哭笑

不得的事情：近万只蜜蜂将右后车门围得
水泄不通，怎么赶也赶不走。一个多小时
后，养蜂场工作人员赶来，才将蜜蜂带
走。据了解，这是蜂王在率领近万只意大
利蜜蜂搬家时，疑似被私家车内所散发出
的香味“引诱”，引发的有趣一幕。

□“11岁男孩花4万‘打赏’女主播”追踪

成都 11岁男孩小伟在爱奇艺
App观看直播时，为“打赏”女主播，
3天内花掉了爷爷4万元退休金（华
西都市报25日报道）。2月26日，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爱
奇艺平台已联系到家长核实情况，如
情况属实，愿为家长办理退款。

家住成都都江堰的李爷爷，已退
休在家，11岁的孙子，从小由老两口
带着长大。

1月28日早上，李爷爷前往银行
取钱时，发现卡里近4万元的退休金

“不翼而飞”，只剩下了600元钱。
“我赶紧找银行把流水打出来，

原来都支付给了一个叫爱奇艺的公
司。”他回家一问，原来是孙子在爱奇
艺App上玩游戏看直播，把4万元
都充值成了“奇豆”，用来打赏给了多
个女主播。

“微信和支付宝是女儿帮我绑
的，平时点下外卖、网购一下。”他说，
孙子平时不问家里要钱，就喜欢玩手
机，并且知道支付密码。

李爷爷提供的银行流水单、支付
宝账单显示，仅1月26日至28日，他
的账户就有54笔消费，均是购买爱

奇艺“奇豆”，最大一笔发生在28日
早上8时许，消费一万元。

记者在爱奇艺App登录小伟的
账户发现，系统推送消息显示，他已
在爱奇艺直播消费3.3万元。

事发后，小伟也向家里人坦承，

钱都被他用来打游戏、打赏主播了。
26日，小伟的家长告诉记者，爱奇

艺平台已联系到他们，并告知可以办理
申请退款，但需要提供包括未成年人户
口本页面、相关支付凭证、未成年人陈
述具体情况的自述视频等资料。

孩子实施的合同行为
家长可以主张无效
太琨律（成都）四川琨爵律师事务

所主任朱界平律师告诉记者，根据民
法总则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
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
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

他认为，在本事件中，11岁的小
伟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实施的
合同行为，如果和其年龄、智力不相适
应，且未经过其法定代理人追认或同
意，家长可以主张合同无效。

所以，如果家长能够证明确系小
伟进行了充值4万元消费，可以要求
返还已支付的4万元。

当然，爱奇艺方也可以家长没有
尽到完全的监护责任，存在一定过错，
向家长主张因小伟的行为所导致的相
应损失。

（文中李爷爷、小伟系化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智 吴雨佳 摄影报道

律/师 /说 /法

老人4万元退休金被孙子糊里糊涂花销有了最新进展

家长：平台愿退还“打赏”款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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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成都（16时）
AQI指数 74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马尔康、攀枝花、雅安、广元、西
昌、绵阳、巴中
良：广安、达州、德阳、泸州、乐山、眉山、
自贡、宜宾、内江、遂宁、资阳
轻度污染：南充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65—95 空气质量等级：良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东北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27日空气质量预报

26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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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2月26日开奖结果

7 星 彩 第 19022 期 全 国 销 售
11449938元。开奖号码：4487726，一
等奖 0 注；二等奖 10 注，单注奖金
29112 元；三等奖 128 注，单注奖金
1800元。23218612.27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排列 3 第 19050 期全国销售
15085598元。开奖号码：811。直选
全国中奖5054（四川223）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3 全国中奖 5505（四川
349） 注 ，单 注 奖 金 346 元 。
10730633.5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 5 第 19050 期全国销售
10457142元。开奖号码：81131。一
等 奖 28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18214763.0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4
月29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
为准。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3月8日至10日，四川歌舞大剧
院将上演开心麻花独角音乐喜剧《求
婚女王》；

3月21日至22日晚，四川歌舞大
剧院将演出孟京辉最新戏剧作品《关
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

3月29日晚，绵阳绵州大剧院将
举办《“卡农Canon In D”永恒经典名
曲精选音乐会》；

3月30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
将举办《难忘金曲——“不那么古典”
的新年音乐会》。

4月14日晚，成都大喜时代剧场
将举办《我心永恒——经典影视动漫
管乐视听音乐会》；

4月19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
将举办《四月是你的谎言》——“公生”
与“薰”的钢琴小提琴唯美经典音乐
集；

4月21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
将举办《闪闪的红星》经典红色主题试
听音乐会。

蜜蜂“围困”私家车1个多小时
养蜂人：可能是车内疑似花香的味道吸引了它们

乐山市井研县的一名出租车驾
驶员，在撞伤一名 84 岁的老太
后，竟将老太丢到荒郊野外，然

后驾车逃逸。所幸老太及时被路人发
现并获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
目前，被撞老太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涉事
出租车驾驶员陈某已被吊销从业资格，
交警部门正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事件/

老太被出租车撞伤
竟被司机丢到野外

2月26日下午，记者在乐山市市
中区第二人民医院见到了被撞伤的彭
玉清婆婆。躺在病床上的彭婆婆右小
腿的一截被纱布包裹着，一些表皮已
发黑坏死，裸露在外的部分仍有肿胀。

彭婆婆家住乐山城区岷江东岸马
儿山附近。据她回忆，2月16日中午
11时许，她出门去离家不远的药店买
药，之后准备乘坐公交车回家，刚刚走
到公交站台旁时，“突然一辆的士车

‘呼呼’地开了过来，就把我整倒了。”
随后，这名司机将彭玉清抱上了

车，驶过岷江二桥，把车开进了乐山城
区。在行驶途中，司机说她伤情不重，
准备拿200元钱给她，但被彭婆婆一口
拒绝，“我说我脚都是‘甩’的了，我要你
200块钱干啥子，你就是拿20万元钱我
都不得要你的，你把我医好就行。”

就在彭婆婆忍着疼痛，期待早些
赶到医院的时候，她却发现出租车左
拐右拐，越走越偏僻，最终在荒郊野
外的一条路上停了下来。

“我说你今天把我甩了吗？你的
心咋那么黑啊！”彭婆婆说，司机什么
话都没说，直接就把她抱下来，放到路
边石头上，然后开起车子掉头就跑了。

彭婆婆在这条偏僻小路上独自
待了至少1个小时。就在她陷入绝望
时，一位过路女司机发现了她并报了

警。很快，派出所民警来到现场，并
叫来救护车将彭婆婆送往了医院。

回应/

当事司机婉拒采访
曾称怀疑是“碰瓷”

2月18日，乐山交警终于找到了
涉嫌肇事的出租车和司机陈某，他是
井研县某出租汽车公司的一名司机。

26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井研县
城的该出租汽车公司。“目前，相关部
门正在调查此事，以最终的调查处理
结果为准。”公司负责人赵先生表示，
对于需要公司承担的结果，公司也会
按规定和要求执行。

随后，记者拨通了陈某的手机。
陈某表示，自己情绪很低落，这件事
情出了后，他的头脑很乱，不知道该
说什么。随后，陈某婉拒了采访，挂
断了电话。

此前，出租车公司和陈某曾向其
他媒体回应此事。当时陈某表示，怀
疑自己被“碰瓷”，“当时车子停在那
里没动，老太太从公路中间走过来，
走到车头位置就倒下了，是不是碰瓷
也不好说。”

出租车公司相关人士则表示，陈

某以为彭婆婆“碰瓷”，伤情应该不会
很严重，曾提出给几百元私了，但是
彭玉清没有同意，说自己的脚确实
痛，坚持要让司机送她去医院。该负
责人同时表示，陈某30多岁，开出租
车已经两年半时间，平时没有什么不
良记录。为啥会出现这种事情，公司
也不知道原因。

医生/

老人伤情不容乐观
绝不可能是“碰瓷”

彭婆婆的主治医生徐阳告诉记者，
彭婆婆的伤情主要是右侧胫腓骨下段
粉碎性骨折，以及右侧小腿下段胫前皮
肤坏死，“主要是受伤之后耽误治疗的
时间太长，以至于造成了现在这样比较
严重的伤情，感染可能性很大。”

接下来，医院将为彭婆婆的右腿架
上外置钢板以起到固定作用，后期可能
还要对坏死的表皮部分重新植皮。

对于司机陈某质疑彭婆婆可能
是“碰瓷”，徐阳医生十分肯定地表
示：“‘碰瓷’是绝对不可能的，病人的
伤口都是新伤与新鲜的骨折，一个84
岁的老人怎么可能想‘碰瓷’把自己
整得如此痛苦？”

处理/

的哥从业资格被吊销
车辆停运整顿两个月
记者了解到，事后，陈某的家属

已3次来到医院向彭婆婆及家属道
歉，同时缴纳了部分医药费，但陈某
本人始终没有亲自来过。

“不管什么原因，驾驶员扔下伤
者肯定错了。”26日下午，井研县道路
运输管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此前
的相关培训中，运管部门对的哥的要
求是，发生交通事故后先报警。

据介绍，21日晚，运管部门得知
此事，22日一早就展开了调查核实，
并于当天对当事的哥、车辆、公司作
出了处理。相关《处理决定》显示，一
是责成出租车公司作出深刻检查，立
即对全公司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进
行警示教育；二是收回当事车辆的道
路运输证，停运整顿两个月；三是依
法吊销陈某的巡游出租汽车从业资
格，录入相关黑名单，永不录用。

除运管部门外，交警部门也对事件
展开了调查。26日，乐山市交警直属
一大队表示，事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昕锋 丁伟 摄影报道

出租车撞伤八旬老太
丢到荒郊野外后逃逸

司机已被吊销从业资格，乐山交警部门正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彭玉清老人的侄女在医院照顾老人。

彭玉清老人被丢弃的小路。

蜜蜂将车门围得水泄不通。

打赏的女主播。 打赏支付的银行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