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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 日晚 8 点 07 分，外地人刘
先生在渝北渝湖路叫了一辆滴滴快车
到江北机场，原本 2.3 公里的路程，滴
滴司机竟然绕道跑了 30.45 公里。这
个“离奇的错误”让他耽误了一连串
行程，并给他带来了一系列麻烦。

8 月 13 日，记者从交通执法部
门获悉：此事有了初步的解决方案，
滴滴方面愿赔偿刘先生的机票钱，以
及耽误行程造成的住宿费用。

2.3 公里的路绕了 30.45 公里
“这地儿，我后来重新打过车，

只是一个起步价的距离。” 刘先生
说，他的出发地点在渝北区渝湖路卫
生学校门口，目的地是江北机场。地
图显示，仅有 2.3 公里的路程。

8 月 2 日晚上 8 点 07 分，刘先
生坐上滴滴快车前往江北机场，准备
搭乘当晚 9 点 20 分起飞的飞机。

“他按照地图导航走，一出发，就
走反了方向。”刘先生说，他当时看
了导航，觉得不对，还提醒了司机，对
方也表示接受建议。

但让刘先生不解的是，接下来，
司机在调头时走错了好几次，最后还
开上了高速路。

“高速路不可以下客，我只好让他
继续走。”直到 8点 57分，司机才抵达
江北机场，此时 9 点 20 分起飞的飞机
已不准登机，刘先生的行程泡汤了。

刘先生提供的证据显示，原本 2.3
公里的路程，被司机开出了一个超级
“U”形转圈，行程变成了 30.45 公里，
费用也从 9 元变成了 77.24 元。

行程泡汤，带来一系列麻烦
刘先生此行是到上海求医的。因

为绕路导致误机，刘先生耽误了就医。
“预约的专家号没看成，预约的

肠镜检查也泡了汤。” 刘先生很气
愤，立即拨打电话向滴滴客服中心投
诉。“前后跟对方交涉了 3 个小时之
久，给出的解决方案不能让我认
可。”刘先生说。

刘先生认为，自己此行产生的住
宿费（8 月 2 日晚）以及第二天的机
票钱，都应该由滴滴赔付。此外，无法
看病耽误的费用和时间，滴滴方面也
应该给出赔偿。

当时，滴滴方面承诺免车费，其
他方面的赔偿远低于刘先生提出的
标准。双方未达成解决方案，刘先生
准备走司法途径解决。

滴滴方面派专员处理此事
“您所提及的这趟行程，确实存

在很大异常。”8 月 9 日下午，重庆晨
报记者与滴滴客服人员取得了联系。
对方核实后，对记者表示，司机确实
存在绕路的情形。

“从订单量上看，这个司机已经
接了一百多单业务，也算半个‘老司
机’了，怎么会犯如此低级错误！”滴
滴方面也对此迷惑不解。

“我们已将此事交给专员处理，
进行详细调查。”客服部一位负责人
说，调查取证需要一段时间，具体以
专员的实际调查为准。

“绕路” 后产生的 77.24 元车
费，因为行程异常，被申请暂未支付。

刘先生称，他已经将有关情况和
证据提交给了行业主管部门，正在等
待最终的解决方案。

最新进展：滴滴愿意赔偿 1000 元
8 月 13 日，该事件有了最新的进

展。滴滴方面表示，刘先生此次出行费
用免单，赔偿刘先生机票钱、住宿费等
共 1000 元，另外再赠送 100 元优惠
券。

8 月 13 日，刘先生告诉记者，滴
滴方面已经电话告知他最新的赔偿
方案。“只要我同意，这笔赔偿费将在
半月之内，发到我的账户。”刘先生说，
对于这个方案，他还在认真考虑。

执法部门：已介入调查
“我们也在关注此事，已经介入调

查。”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直属支
队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通过当事人的
投诉以及上游新闻的报道，了解了此
事，已派执法人员调查此事。

目前，执法人员已和滴滴及刘先生
取得了联系，正在进一步调查。

“市民乘坐出租车、网约车、客车
等，遇到问题，可拨打（023）96096 投
诉，由交通执法展开调查。”该负责人
提醒，市民的投诉、咨询，他们都将快捷
地回复，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律师：可依法索赔
“刘先生与滴滴方面形成了客运

合同关系，滴滴方面有义务按照约定
将刘先生送达目的地 （江北机场），
由于滴滴（承运人）方面过错给乘客
造成的损失，承运人应当承担损失赔
偿。”重庆辽兰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谭璐认为，证据显示，滴滴方面应承
担相应责任。

谭璐介绍，《合同法》第一百一十
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
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
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
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同时，《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
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
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
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
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
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
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刘先生要想获得除机票钱、住
宿费以外的赔偿（专家号、诊疗费方
面的赔偿），还需要做些准备工作。”
谭璐说，如果刘先生对目前的解决方
案不满意，还可以向行业主管部门投
诉。

重庆晨报

2.3 公里路司机绕成 30公里致乘客误机 滴滴愿赔 1千

在为“中国好人榜”拍摄的蓝底
免冠照上，86 岁的方敬歪着脑袋，笑着
露出一口补得横七竖八的牙，一头银
发被打理得一丝不乱，身上的白色蓝
条纹衬衣微微泛黄。

方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认真 “打
扮”过自己了。

26 年前，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岗
位退休后，他执意回到老家江苏省连
云港市赣榆县宋庄镇，继续发挥余热，
给当地的村里娃和乡镇公务员们免费
上课。

方敬虽年事已高，却对时事有着
极为敏锐的洞察力。

他总是拿着一柄放大镜，埋头读
书。华师大教师吴潇岚最近一次在宋
庄镇见到方教授时，他的案头放着一
本已经看了一大半的 《新华文摘》，
“他说村民们以为当老师的什么都懂，
时常请教许多他自己并不了解的问
题。所以，他订阅了七八种报刊杂志，
作为自己了解社会、了解国内外发展
趋势的重要途径。”

时下关注度极高的大数据产业，
方敬早在五六年前就通过研读各种前
沿读物捕捉到了这一趋势，而且通过
培训课程，他让江苏连云港赣榆县的
政府工作人员了解了未来大数据可能
产生的应用前景。

方敬在村里“德高望重”。刚回家
乡时，村民卫生意识淡薄，村庄环境较
差。方敬看不惯，但他也并没有 “动
嘴”，而是直接“动手”。晨光里，夕阳
下，总有一个拉长的影子在默默清扫
着乡野小路、街角亭落。

遇上卫生习惯不好的人家，方敬
一连五六天上门打扫，主人家不好意
思，最终养成了打扫卫生的好习惯。几
年下来，在方敬的影响下，这个曾经脏
乱的小村庄竟被“扫”成了个远近闻
名的“文明村”。

方敬的家，有个雅致的别名———
“景清书苑”，是用方敬恩师 “胡景
清”的名字命名的。老人在宋庄中学设
立的奖学金，也叫“景清奖学基金”。

“景清书苑”的门厅墙面上，挂着
一排老照片，里面有胡景清、赵有权、沈
尹默等人———他们都是方敬的老师。

方敬说，尊师是他的家规。“如果
没遇到胡景清先生，我早就辍学了”。

高中时，因为家庭贫困，方敬只靠
每天中午偷喝自来水充饥。胡景清发现
后，让他每天陪自己吃中饭，还包下了
方敬的全部文具用品。高中生涯，他几
乎都是靠老师这种无声的接济度过的。

胡景清对方敬的接济直接促成了
方敬后来对 260 多名学子的资助。

中国青年报

86岁老教授两百万元资助 260名学子

“你最想把中国的什么带回国?”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
期间,一项针对 20 国青年的调查显示,
高铁、网购、支付宝、共享单车,成为这
些在华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新四大发
明”！

“新四大发明” 不仅改变中国,而
且深刻影响着地球村时尚,吸引着五大
洲目光。

古老中国创造的指南针、造纸、火
药、印刷术四大发明曾经改写世界历
史。如今的“新四大发明”正改变着中
国人的生活,也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
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从中国走向世界,“新四大发明”为
全球瞩目

“新四大发明”中,高铁与网购并
非始于中国,但中国人用自己的智慧与
创造,矗立起“新发明”的世界高峰,并
将其打造成闪亮的“中国名片”。

中国高铁———通车里程全球第一,
并走向世界。

高铁技术起源于日欧,如今中国却
一马当先。

穿越塞北风区, 翻过岭南山川,从
重要城市之间的单线,到“八纵八横”
蓝图徐徐展开。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
十年, 轨道交通开始由中国高铁领跑。
高铁不仅成为很多人出行的首选,同时
也有力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从追赶到引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

标准,中国高铁走过了高效而辉煌的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路。

“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在研
制过程中大量采用中国国家标准,在
254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 84%。”
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陆东福说。

截至去年底,中国累计投入运行的
高铁动车组达到 2595 组, 超过全球总
量的 60%,通车高铁里程长达 2 万多公
里。预计到 2030年将超过 4.5 万公里,
比绕地球赤道一周还要长。

从安卡拉到伊斯坦布尔,从莫斯科
到喀山,从匈牙利到塞尔维亚……本土
之外,中国高铁加速走向世界。

网购———“动动指尖”,商店饭店搬
回家。

1969年,美国启用了国防部建设的
军用“阿帕网”。25 年后,一条 64K 的
国际专线从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中心连
入 Internet,中国互联网蹒跚起步。

一根网线改变中国。随着移动互联
时代的到来,如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
网络零售市场,网民超过 7亿。

“6·18”、双“11”、春节、五一、国
庆……国民网上购物的狂欢日越来越
多。数据显示,今年“6·18”开场仅 7分
钟,天猫国际成交破亿元;京东商城 15
个小时累计下单金额超千亿元。

中国网购为世界经济输出“互联网
商机”。从中国本土到越南、泰国等亚洲
邻国, 到远在地球另一端的阿根廷、巴

西……“剁手党”全球网购嗨翻天。
支付宝———二维码取代卖菜大妈

的零钱筐。
鲜有人想过,有一天中国人可以玩

一种“魔法”,跨越物物交换,取代各种
货币,轻松“扫一扫”交易即完成。

“魔法”无边,支付宝的应用迅速
扩散开来。截至 2017 年 7月 31 日,移
动支付活跃账户和日均支付交易笔数
均超过 6亿。

腾讯和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智慧
生活指数报告显示,84%的被访者表示
“不带钱、只带手机出门”可以“很淡
定”。今年 8月的支付宝无现金日,将有
1000万线下商户参与。

共享单车———绿色出行 “说走就
走”。

2017年 6月,摩拜完成 6亿美元新
一轮融资;7 月初,ofo 也宣布完成 7 亿
美元新一轮融资。短短两年时间,多彩
的共享单车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大街小
巷。目前摩拜单车在全球运营超过 500
万辆,日订单量最高超过 2500 万辆,注
册用户超过 1亿。

自行车生产企业,一度是被边缘化
的传统行业,却随着中国共享单车的出
海,一跃成为朝阳产业。今年 ofo 与凤
凰合作的海外共享单车产能将达到 100
万辆。

“席卷”中国大江南北之后,共享
单车的身影出现在了“英国单车之都”

剑桥。街头看到一片片共享单车,那是
从中国飘来的橘红色云彩。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飞
速发展的共享单车是中国引领世界创
新的一个例子。

从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到分享知
识、技能、劳务……“分享经济”的概念
发端于上世纪 70年代的美国, 如今在
中国土地上迅速生长,并带来生活方式
的巨变。

国家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2016
年中国分享经济交易额约为 34520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03%。未来几年,中国
共享经济仍将保持年均 40%左右的高
速增长。

科技创新, 就像撬动地球的杠杆,
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

如果说高铁是中国人织就的联通中
国各地、联通中国与世界的一张有形的
网,那网购则是中国人缔造的联通中国各
地、联通世界每个角落的一张无形的网。
支付宝则是全球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
者,超越地缘限制在这张无形的网上轻松
交易的金融血脉。共享单车就是解决“最
后一公里”难题的健身“小伙伴”。

“新四大发明”织就了一张张有形
无形的网。“发明创造让中国百姓的日
子越过越好,也让中国成为一个对世界
有积极贡献的国家,一个让世界感到温
暖的国度。”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说。

新华社

从中国走向世界，“新四大发明”为全球瞩目

8月 14 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
的数据显示，当前全国土地市场整体
供求环比双降。上市房企通过票据、债
券、股权等方式融资后，集中于北京、
上海、青岛、湖州等城市通过招拍挂或
收并购方式扩充土地储备。

从近一周数据来看，全国 40 大中
城市推地总量环比减少 45%，14 个城
市无土地推出，同时温州、无锡等城市
推出量较大；成交方面，主要城市成交
量环比减少 35%，25 个城市无成交，
石家庄、南京等城市成交量较大；出让
金方面，上述城市整体环比上涨 14%，
宅地出让金环比增加 10%。

其中，一线城市供求总量环比走
低，土地收入增加逾两成，北上广深均
无宅地供应。二线城市整体供应量缩
水近半，成交量跌价涨。中指院方面分
析指出，在核心一二线热点城市土地
日益稀缺及 “限房价竞地价竞自持”
频繁出现的背景下，房企联合拿地的

现象逐渐增多。
同日，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

数据显示，就全国土地市场来看，1-7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12410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1.1%，增
速比 1-6 月份扩大 2.3 个百分点；企
业土地购置均价 4374 元每平方米，同
比增长 26.9%，增速比 1 至 6 月份下
降 3.5 个百分点。

“2016 年下半年部分热点城市出
台相应土地市场政策，控制地价增长，
但从全国层面来看总体地价涨幅并未
受到抑制。”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
王梦雯分析认为，今年 1至 7月全国地
价仍然保持上行态势，这主要与市场成
交较活跃、去年基期值较低有关。考虑
到下半年房企资金面大概率趋紧，预计
三季度增幅将持续高位盘整，四季度增
幅或出现下行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从今年 1 至 7 月
份出现高价地的城市来看，一线城市

中的上海、广州、深圳三地不再是主
角。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
“从最近调控重压下的楼市趋势来看，
热点一二线城市调控政策非常多，土
地溢价率被各种政策抑制。统计局公
布的房价上涨城市基本全部为三线城
市，除广州上涨 1.4%外，其他城市基
本均为之前涨幅较低的城市”。他认
为，热点一二线城市全面进入调控周
期，房价涨幅明显收窄，土地价格也逐
渐失去上涨动力。

“今年以来全国楼市成交分化明
显，一线城市明显降温，二线逐渐平
稳，三线城市有所上升。房企拿地开始
集中在部分围绕一二线热点城市的三
四线区域拿地”。张大伟表示，“预计
后续政策将继续扩围，调控城市数量
也将继续增加，整体市场的调控目标
是约束房价上涨过快区域，稳定市场
预期”。

经济参考报

全国土地市场供求环比双降 一二线城市降温

“安心啦，学校老师昨天下午就打电
话来了，也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帮助，”8月
11日中午，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拨通
了同济大学新生家长王振国的手机，电话
那头，汪汪狗叫的背景声中，这位曾因担
心孩子上学生活费无着落而焦虑的山村
教师，心头大石落地，语气爽朗。

根据政策，女儿小鑫已经申请了生
源地国家助学贷款，学费无忧，生活费
也已不再担心。这次开学，小鑫会提前
去学校，他正好是假期，可以送孩子，看
看她将要读书的环境。

王振国是河南淅川县卢庄村唯一
的老师，30年来，他是山里几千名娃娃
的启蒙老师。今年，他最得意的门
生———女儿小鑫以 640 分被同济大学
录取，可想到每月不多的工资，他发愁
女儿在大学的生活费。消息经媒体传
出，立刻引起了各方关注。

10日下午，同济大学学工部负责人
徐纪平老师，联系上了小鑫。小姑娘还
有点懵。其实，包括同济大学在内的许
多高校，在录取通知书中，都会附上财
政部、教育部颁布的《高校本专科学生
资助政策》简介，以及被录取学校的校
内资助政策和刊有学校资助热线电话
的家庭情况调查表等。而考进目标院校
同济物理学院的小鑫，估计太激动了，
都没细看大信封里厚厚那一打材料。听
徐老师细细解说之后，小姑娘开心极
了，连连感谢。告诉爸爸王振国后，都是
常舒一大口气。

据了解，在充分核实小鑫家庭情况
后，同济大学已安排老师对接，开学前寄
送专项路费补贴 1000元，并邀请她参加
“筑梦英才”夏令营。入校时，她可以通
过绿色通道进行报到注册。值得一提的
是，学院的辅导员 8月 25日前完成对所
有新生的调查，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25
日后上报学校学生事务中心进行汇总，
学工部将根据调查的情况进行梳理，确
定第一批困难学生，给予专项临时困难
补助，保证来学校后的基本生活费用。

同时，学校设奖助学金项目有国家
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同济大学优秀学
生奖学金、成才助学金以及校外捐赠奖
助学金等共计 100 余项。学校对新生中
特别困难的学生还有慰问新生大礼包
（包含文化生活用品及床上用品等）及

劵困难生二手书 ，还设有多个勤工助学
岗位及发展性资助项目，为学生成长提
供全方位的支持。

“其实，国家早就建立学生资助政
策，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
学，”徐老师介绍，他特别希望这个政策能
得到更多宣传，让这样的虚惊一场少些。
实际上，今年同济新生中，之前已有两位
新生根据入学指南打来热线电话，就家庭
经济情况需帮助进行咨询和提出申请。

如今对小鑫，徐老师还有另一种牵
挂和提醒，那就是隐私暴露。“有两个风
险，一是入学后可能有些情况会导致孩
子自尊心受损，还有一个是近在眼前的
诈骗可能。”他这样解释。原来此前其他
地方有过“教训”，因媒体报道、网络转
载，已造成类似学生个人信息暴露，结
果遇到犯罪分子进行电话诈骗，如以助
学为由要求的高风险汇款操作等。

中国青年网

考上同济大学为费用发愁
学校安排对接寄送路费

文 摘

今年 6 月，成都双流率先启动“空
港旅游共享之旅”，以“高校 + 双创 +
旅游”的模式“联姻”，整合和利用区
域各类闲置资源。

8月11日，河北小伙宋欣荣与西南民
大117号房挥挥手，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117 号房，对他来说，相当于他在
成都的家，从 7 月 24 日起，他在这间
房里度过了 18个夜晚。

宋欣荣是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大
四学生，暑假来中国民用航空西南地区
空中交通管理局实习。一不小心，他成了
我国首个入住“共享宿舍”的旅客。

在成都住了 18 天，第一天免费，
以后每天 25 元，在成都实习期间，他
的住宿费仅花费 425 元。可以说初到
成都的他，收获了一个巨大的惊喜。

华西都市报

成都一高校开放共享宿舍 入住者 18天花 425元

夏荷 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