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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半百的孙某，既是一起交
通事故的受害者和申请执行人，同
时也是一起民间借贷案件的被执行
人。孙某作为受害者和还款人的双
重身份，使该案蒙上了一层悲情的
色彩，但她并没有摆出“弱者有
理”的姿态，仍愿意承担自己的责
任。

一场意外毁了一个家庭
孙某是颜某的第二任妻子，2人

感情不错，平时做海鲜买卖，总是
早出晚归。2017 年 10 月 11 日的凌
晨，2人像往常一样开着三轮摩托车
去菜场买海鲜，却迎面撞上了醉酒
的王某驾驶的小轿车。颜某当场死
亡，孙某重伤。

玉环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该案被告人王某未取得驾驶证，酒

后不听劝阻开车肇事致人死亡，其
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六个月，赔偿颜某死亡赔
偿金、丧葬费等共计人民币 30余万
元，赔偿孙某各项经济损失7万元。

庭审结束后，王某家属东拼西
凑了 10.8万元，但颜某斌 （系颜某
与第一个妻子的儿子） 和孙某并未
就该笔钱的分配达成协议，两人随
后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因亡夫债务成为被执行人
屋漏偏逢连夜雨，颜某的姐夫

潘某又对孙某提起了诉讼。原来，
早在 2015年，颜某因做生意缺少资
金，两次向潘某借款共计 22万元，
本息均是分文未还。因此，在孙某
住院期间，潘某叫了一帮人把孙某
家里的财物都清空了，想要以物抵
债。

“欠钱的确是我们不对，但他也
没有顾忌什么亲戚的情面，我们的
衣物、项链还有一台刚买不久的冰
柜都不见了。”孙某无奈地表示，

“欠账我肯定会还的，但之前做生意
亏了，现在丈夫去世了，我自己又
做手术又瘫痪的，目前确实没有能

力还钱。”在审理过程中，双方自愿
达成和解，潘某在利息款中扣减
4000元以补偿冰柜损失，其余本金
和利息在3个月之内归还，无力还钱
的孙某就成为了被执行人。

而在现场走访的过程中，一家
人的表现也十分令人唏嘘。

孙某身体不好、颜某斌作为继
子和她并没有什么感情、潘某一心
想拿回属于自己的钱，三方剪不断
理还乱的关系仿佛一座火山，时刻
准备喷发。

“执行不能”仍承担起责任
不久前，2个案子的执行员一同

到了孙某居住的地方，也就是颜某
留下的老房子。走过一条曲折的乡
间小道，映入眼帘的是一幢用石头
砌起来的矮房，低矮的屋檐下是一
扇很小的门，执行干警只能低着头
通过。

进入房内，空间显得更是逼
仄，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轮
椅，满满当当的。由于行动不便，
孙某躺在床上，身材瘦小，头上满
是银丝。

面对这样的孙某，执行法官也

颇有些无能为力，一旁的潘某也表
示很无奈：“当初因为是亲戚才借了
那么多钱，好歹也要还一点吧，我
也不容易的啊。”“这笔钱我不会赖
的，王某那里拿回来的钱，我可以
先还你一些。”孙某啜泣道，“但我
自己也很困难，治我的腿还要钱，
之后如果我治好了能去干活，一定
会把钱还上的。”

“你们本身也是亲戚，颜某人不
在了，他也不希望看到现在这个样
子……大家就一人就退一步，有话
好好说。”在小小的房间里，通过执
行员长时间的调解和劝说，孙某、
颜某斌、潘某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肇事者王某缴纳的 10.8万元，3
万元给了颜某斌作为父亲的死亡赔
偿金；7.8万元给了孙某作为医药费
和部分死亡赔偿金，而其中的 3.6万
元给了申请人潘某。

最终，这件纷扰的家务事暂时
告一段落，离开前，看着孙某有些
落寞的背影，执行干警也只能在心
中为她默默祝福，希望她将来的生
活能慢慢好起来。

刘竹柯君吴柯里

车祸无情痛丧夫

司法有度化矛盾

国庆假期，龙溪镇东港村琵琶公益课上丝竹声声、乐音袅袅，30多名乐器迷在乡贤郑德全的指导下，在家
门口免费学习琵琶的弹奏技艺。 詹智/摄

本报讯 “十一”假期
结束，人挤人的盛况有所缓
解。随之而来的是，旅游市
场开始降温，机票、酒店价
格明显回落，假期宽裕人群
和老年游客们迎来了错峰游
的好时机。

10月8日，记者走进玉
环天马旅行社，只见里面一
派忙碌景象。散客部经理姚
雪玉正在与已经预约 10月
中旬前往重庆的客户确定最
终出发时间。她告诉记者，
由于节假日人流量大，又遇
上了台风天，因此，有不少
散客和团队都选择了节后出
行。而这样选择不仅能节约
出行成本，还能错过人流，
欣赏到更多美景。

“10月中下旬，去山西
五台山，湖北宜昌、恩施这
几条路线的团队比较多。”
姚雪玉说道，金秋时节，线
路方面最推荐的还是去北京
看红叶，去九寨沟、张家界
看自然山水，而这几条路线
的飞机团价格较国庆下降了
10%到20%。

“我们最近有个特价

团，直飞张家界，每天都有
发团，仅需 1999 元……”
在玉环大地国际旅行社，副
总经理陈芬芬正忙着接听电
话，为客户答疑。陈芬芬表
示，节后出游价格开始下
调，前来咨询的散客也陆续
多了起来。

据悉，错峰游除了可以
选择性价比较高、口碑好的
湖南张家界、湖北恩施，去
海南及普吉岛等海岛也不失
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此外，针对错峰游中老
年游客较多这一情况，旅行
社工作人员提醒，老年游客
最好在旅游前进行身体检
查，并将相关出行情况及时
告知家属，确保旅途安全。
在选择旅行团时，不要选择
明显低于市价的廉价团，要
选择旅行线路较为轻松且配
有经验丰富导游的老年团，
出游前要提前了解目的地的
气候，并根据天气和气温状
况备足衣物和日常药品，出
游时要量力而行，不要太过
劳累。

（胡琼晓 董伯志）

出游价格回落

错峰游正当时

本报讯 自东海全面开
渔以来，沉寂了数月的鱼货
市场又活跃了起来，每天都
有大批渔船回港，随着渔货
的增多，冷冻厂也铆足劲，
开始忙活起来。

在大麦屿鲜叠社区的玉
环市兴盛冷冻有限公司记者
看到，加工场里堆满了新鲜
的海产品，主要以鲜活带鱼
为主。工人们则各自忙活，
有的清洗、筛选带鱼，有的
忙着排列和打包，而负责人
高天真则在一旁细心地指导
工人挑选优质带鱼。“较小
的带鱼会直接送入冷冻库，
速冻好了再拿出来分拣。其
他的按照规格分类，挑出来

的带鱼切断后再速冻，然后
打包出售。”高天真介绍道。

现在正值海鲜冷冻行业
的旺季。9月中旬，第一批
渔船回港，兴盛冷冻有限公
司就开始收购鱼货进行加
工，仅带鱼就收购了 30多
吨。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订
单，公司临时雇佣了10多名
小工来分拣鱼货。

“我们的海鲜加工产品
除了供应本地和周边县市
外，还受到不少外地顾客的
青睐。在北京、上海、长
春、大连等地还有不少回头
客，目前仍处于供不应求的
状态。”高天真笑着说道。

（李藏露 刘志华）

鱼货丰富 冷冻厂忙生产

本报讯 “真的很感谢护士们，
减轻了我的负担。”说起居家护理带
来的便利，金大娘连连点头。

原来，她的老伴两年前因脑梗死
致右侧偏瘫失语，卧床不起，饮食也
需鼻饲维持，老伴的日常护理金大娘
还有能力解决，但定期去医院更换胃
管等却是件麻烦事。“因为他不能
动，每次都要找几个人一起把他抬到
医院，然后再抬回来，现在申请了居
家护理之后，护士上门护理，让我们
省了许多力气。”金大娘说。

据记者了解，居家医疗护理是
指诊断明确、病情稳定但仍需医护
人员继续提供医疗康复护理服务的
失能、半失能参保人员及其家属向
医疗机构提出申请，医疗机构经评
估符合条件，并报社保机构核准
后，派医护人员到患者家中开展医
疗、康复及护理的服务形式。

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在符合
要求的情况下，由本人或家属携带
相关病历材料、社保卡或市民卡和

身份证，向所在乡镇 （街道） 的医
院或卫生院提出申请，经医务人员
现场评估后，在“医保医院互动平
台”录入相关信息，线上提交医保
部门审批备案即可，审批结果即时
反馈，参保人不用跑、不用等。

“有很多患者在经过治疗后，病
情慢慢稳定下来，是不需要继续住
院的，但是他们仍然需要专业的医
疗护理，像这些需要长期卧床的病
人如果要上医院就很不方便，但我
们上门去服务就可以为患者和家属

免去不少麻烦。”市人民医院护理部
副主任胡春霞说，居家护理项目包
含监测生命体征、血糖测量、更换
导尿管、更换胃管、压疮造口护
理、换药、拆线、静脉采血、PICC
维护等。

自 2017年我市启动基本医疗保
险居家医疗护理服务以来，已有
2000多名参保人员享受到了该项福
利。目前，我市共有 28家医疗卫生
机构可以受理该项申请。

（苏一鸣 徐怡君）

居家护理服务上门 市民在家也享医保福利

本报讯 昨天是寒露，
但这几天我市最高气温仍在
23℃至25℃徘徊，与秋天还
有一段距离。在我市大街小
巷，市民不难发现，过往行
人还是身穿夏装的居多。据
市气象台预测，我市要到10
月中旬前后才能迎来真正意
义上的秋天。

“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在
22℃以下，才算是真正意义
上入秋。按往年经验来看，
我市通常在10月上旬左右入
秋 ， 今 年 可 能 稍 微 推 迟
些。”市气象台台长范永澜
说。

据市气象台预测，本周
我市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
可能伴有局部性的小雨，气
温波动不大，总体上体感温
度比较舒服。此外，今年第
19号台风“海贝思”在 10

月6日凌晨生成，一路加强
为超强台风级，已超过今年
9 号台风“利奇马”的强
度，成为西北太平洋最强台
风。

不过，据范永澜介绍，
无论台风“海贝思”在海上
如何嚣张，根据目前台风动
态预测信息来看，“海贝
思”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
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0
月9日以后转向北偏西或偏
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南部
一带，对我国近海海区影响
不大。

“总的来说，这周冷空
气活动不是很频繁，降温不
明显，但因为处于季节转换
阶段，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
的。”范永澜提醒，广大市
民要适当增减衣物，谨防感
冒。 （曹思思 张泽鹏）

本周多云到阴为主
“海贝思”对我市影响不大

乡贤助教学弹琴乡贤助教学弹琴

（上接第1版）“我们十分重视河道治
理，每年都把玉坎河的污水治理列入十
大为民办实事项目，重点开展了拆违、企
业搬迁等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我们拆
迁了玉坎河及其支流企业达到500多家，
拆除出租房等违章建筑达到 1.2万多平
方米。”玉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胡向阳表
示，玉城街道还通过广泛宣传和发动，动
员社会各界参与河道治理，并在去年投
入近6亿元开展“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河水清淤，种植养殖生物；河岸治污
截污，驳坎修岸。河里、岸上两手抓，“七
彩河”褪去颜色，焕然新生，水质提升成
效明显，完成了多个断面的“消劣”目标。

而河道若要长久保持新面貌，不仅
需要治理，更需要长效监督。2018年，玉
环在全省率先出台实施《河（湖）长制标
准化实施细则》，并以此为统领建立了一
系列的制度规范，明确了河长的7条行为
准则和问责程序，从制度层面推进和保障
治水工作的常态化、长效化。玉坎河的各
级河长也积极遵循，主动示范引领、履职尽
责。2018年至今，玉坎河三级河长共有效
巡河722次，发现及解决问题49处。

碧波荡漾、杨柳依依，悠悠玉坎河，
流经每个人的心中，但玉坎河的治理道
阻且长。今年，市“五水共治”办在玉坎
河流域大力开展“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和

“美丽河湖”建设，在提升河道水质的同
时，改善周边环境，为周边群众提供一个
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