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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赶火车途中遇车祸
腿部骨折颈部受伤被送医

肇事司机称错踩油门

昨日清晨 5 点 30 分左
右， 张先生使用滴滴叫车欲
送即将开学正在读大二的妹
妹至北京站， 谁知行至建国
门外大街与建华路交叉口，
车辆正常起步时， 被后方一
首汽约车平台车辆追尾，事
故最终造成张先生的妹妹腿
部骨折，颈部受伤，已前往医
院接受治疗。 肇事司机称事
故由于夜间开车走神造成，
将负全责。昨日下午，张先生
告诉北京晨报记者， 首汽约
车相关负责人已查看伤者情
况， 滴滴方面也表示将垫付
医疗费用。

■海亮聊天

雨至 降温 蓝天隐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海

变灯起步遭后车追尾

张先生的妹妹将要念大二，昨
日一早，张先生通过滴滴平台叫车
至北京站为妹妹送行。车辆自东向
西行驶至建国门外大街与建华路
交叉路口，眼看信号灯由红变绿正
要起步时发生了事故，
“绿灯刚亮，

昨天的京城还延续着蓝
白画风，只不过没那么“浓
艳”了，转为“褪色版”。南郊
观象台最高气温 27.7℃，热
度降了很多，空气中丝丝弥
漫着秋高气爽的味道。今天，
蓝天就退隐了，雨水光临，请
市民尽量不要选择去山区游
玩，外出要注意添衣。
这场雨从昨天后半夜到
今天前半夜，预计累计雨量为
小到中雨，南部为中到大雨，
今天半夜前后，降雨逐渐结
束。最需要提醒市民的是，今
天最高气温将“坐滑梯”，仅有
22℃，山区最高气温更只有
亮）

后面的车辆直接怼上来了。当时就
觉得后面这车速度特快，感觉能达
到每小时八九十公里的样子”。
北京晨报记者从张先生提供
的事故现场照片中看到，被追尾的
车辆后备箱已面目全非（上图），而

印有“首汽约车”标志的肇事车辆
的前保险杠变形脱落，引擎盖也已
翘起。“坐在后边的妹妹当场就昏
厥了，后备箱中的两台电脑也都被
撞碎，我看肇事司机穿着首汽的工
作服，他大概四十岁，一脸困倦”。

任，公司也都会处理，该看病该修
车都会负责。”
不过，记者昨日多次拨打首
汽约车 24小时客服电话，语音
均提示为客服繁忙，未能接通。
昨日下午 4时许，乘客张先生
告诉记者，目前妹妹腿部骨折，颈
部还需核磁共振确认伤势，此前首
汽已有两名相关负责人到现场看
望过伤者情况，
“但他们并未表态，
也没说承担责任及赔偿的问题。倒

是滴滴主动联系我们，说会垫付医
疗费用”。随后，记者也从滴滴方面
证实了这一消息，相关负责人表
示，虽然事故中滴滴无责，但为保
障伤者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医治，
避免因为责任方处理事故的态度
和效率耽误治疗，滴滴安全保障部
门已经介入此事。

18-21℃，大力营造出“一场
秋雨一场寒”的意境。今天出
门请及时添衣，尤其是老人、
孩子和体弱的朋友，防止着
凉。目前正是从夏到秋过渡，
早晚凉爽，请大家注意夜间入
眠时不要着凉感冒。
到下周一，晴空就有望
回归了，最高气温也会恢复
到 28℃。下周天气变化多
端、阴晴不定，西部和北部地
区还是多阵雨，下周末预计
还有小雨；气温总体上在走
下坡路，下周的白天最高气
温为 25到 28℃，已经再难
攀上 30℃，但京城距离入秋
还有一些时日。

肇事司机将负全责

昨日中午，记者联系到了肇
事司机陈师傅，他称自己确为首
汽约车的司机，称目前交警也将
此事定性为普通交通事故，由他
负全部责任。提起事发情况，他有
表示当日自己已上一宿夜班，看
见路口变灯时，以为前方车辆起
步后自己能顺利通行，“是想踩刹
车来着，但应该是走神了，踩成了
油门。”陈师傅表示，事故发生后
已将情况上报公司，
“这是我的责

北京晨报热线新闻
记者 田杰雄 / 文
线索：马先生 张先生 / 供图

中秋月饼抢鲜上市
奇葩口味市民不感冒

传统口味受偏爱

距离中秋佳节还有不到两个
月的时间，作为中秋食品的主
角——
—月饼市场的争夺大战已经
打响（右图）。今年月饼市场最夺
眼球的不是什么天价月饼、豪华
包装，而是将麻辣牛肉丝、榴莲、
大虾、芝士纷纷包进月饼里。昨
天，北京晨报记者走访发现，这些
奇葩口味的月饼销量一般，市民
更多的还是偏爱传统口味。
月饼走起“猎奇”路线

昨天，北京晨报记者走访多
个大型超市，发现月饼进入了热
卖季，各品牌不同包装规格的月
饼已经搭建了“专卖区”。零售、礼
盒等多种月饼在柜台上等待市民
选购。销售人员表示这几天购买
礼盒的人明显增多，
“公司或团体
采购的比较多，大宗购物一般都
是买礼盒装的月饼，个人购买都
是以散装月饼为主”。北京晨报记
者注意到，今年的月饼除了豆沙、
莲蓉、枣泥、五仁等传统馅料，还
有一些月饼走起了“猎奇”路线。
而是将麻辣牛肉丝、榴莲、大虾、
芝士纷纷包进月饼里。此外，芝士
流沙奶黄月饼、榴莲芝士月饼、馅

中馅蛋黄月饼、爆浆月饼、燕窝月
饼、奶酪月饼、流心奶黄月饼等港
式月饼也颇受欢迎。
不过，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根
据现有的销售情况看，还是传统
口味更受青睐，售货员表示，
“尤其
蛋黄莲蓉、豆沙这些口味的月饼
卖得好，老字号品牌销量更好。”
“网红”月饼 问的多买的少

此外，北京晨报记者发现，在
微博上走红的“网红”月饼也已经
开始被热炒。像是上海的小龙虾
月饼、蟹粉鲜肉月饼等，在北京并
没有地方出售，仅有一些网店有
售。记者搜索发现，这种网上单个

售价在 30元到 60元不等的“网
红”月饼下单者人数并不多，只有
少量店家有销量，不少买家评价
称，“买来尝尝鲜”，“还是传统的
月饼好吃”。
一名网店店主告诉记者，现在
年轻人的猎奇心理让这些网红月
饼开始盛行。“一般都是明星晒一
晒，网上炒一炒，月饼的价格就上
来了。不过现在我们也没敢多进
货，客人问的多，买的却没几个。”
这名店主称，他们都是从上海、江
苏等地买入，然后再邮寄到北京。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记者 张静雅 文并摄
线索：辰先生

女子爱美 逛超市专偷化妆品
女子爱美，佯装购物超
市内盗窃化妆品。经过蹲
守，便衣民警快速出击擒
贼。昨天，北京晨报记者获
悉，朝阳公安分局常营派出
所破获系列盗窃超市化妆品
案，核破案件 3起。目前，嫌
疑人王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
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此案
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6月初，朝阳常营地区
某超市理货员清点货品
时，发现少了 10余件化妆
品，遂向常营派出所报了
案。接案后，民警立即展开
工作，调取化妆品货架周
边监控，经过仔细甄别，民
警从近千个画面中，最终
锁 定 一 名 女 性 嫌 疑 人 ，此
人体态中等，留齐肩长发，
背一红色双肩背包。从录
像看，作案时女子佯装购
物，挑选货架上化妆品，拿
起一套，看看又放回去，然
后继续挑选。当她发现周
围其他购物者一一离开
后，便快速拿起货架上的
化妆品，放入随身红色双
肩背包，离开超市。
民警初步掌握嫌疑人
体貌特征后，在超市周边
展开走访，查找有价值线
索。同时，告知超市安保及
工作人员，一旦发现嫌疑

人再次出现，及时拨打报
警电话。
很快，常营派出所接超
市报警：一名与嫌疑人体貌
特征非常相似的女子出现在
超市。接警后，派出所立即
部署在附近蹲守的便衣民警
前往。数分钟后，便衣民警
在报警人的帮助下，在超市
外发现可疑女子，遂上前亮
明身份进行盘查，并从其随
身背包内找到 3件化妆品，
女子声称化妆品是其刚刚从
超市购买的，但当民警要求
其出示结账单据时，女子却
拿不出来。此时，站在一旁
的超市工作人员表示，这 3
样化妆品正是他们刚刚丢失
的物品。在大量证据面前，
嫌疑女子最终承认了盗窃的
犯罪事实。
据嫌疑人王某交代，其
自 6月份开始，分 3次进
入超市盗窃化妆品，所得
赃物全部留作自用。每次
作案，王某都是趁化妆品
货架附近无购物者或理货
员之机，快速挑选自用化
妆品，放入随身红色双肩
背包盗走。目前，嫌疑人王
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
方依法刑事拘留，此案还
在进一步审理中。
北京晨报记者 张静雅

■幸运晨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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