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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少数车辆斑马
线不礼让行人

昨日上午，记者选择在非繁忙
时段，来到市民反映较多的路口走
访观察。10时许，记者来到东区库
充大街路口处观察，该路口没有设
置红绿灯，由于是主干道与进村
道路的交汇处，人来车往，非常繁
忙。记者观察约 10分钟，大多数车
辆都会礼让斑马线行人，仅有两
辆机动车没有礼让，其中一辆是
044路公交车，当前方右侧有两名
老人准备通过斑马线时，其并没有
在斑马线前停住，而是加大油门快
速通过。

11时许，记者来到竹苑壹加壹
路口观察，该路口位于市场、超市、
居住小区附近，过往行人特别多。记
者留意到，大多数车辆都会礼让斑
马线行人，但有个别车辆没有礼让，
其中一辆奔驰小轿车，当左前方一
名老太太过往斑马线时，其并没有
停住而是快速通过。

数据：5个多月开出
16058张罚单

从 2017年 8月 18日起，交警部
门启用城区兴文路精彩童年幼儿
园等 10 个路口、路段的电子监控
抓拍“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据
城区交警大队统计，今年 1月 1日
至 6月 11日，城区范围“电子警察”
共抓拍“车不让人”交通违法行为
16058宗。

据了解，抓拍此类违法行为最
多的路段有：东区体育路银通街路
口、库充大街；石岐区东华路、孙文
中路与民生路路口、安栏路与泰安
路路口；西区富华道与西堤路交叉
口、彩虹大道与金港路路口。

疑惑：行人如果一直
不动，车辆可以通行吗？

实际上，仍有不少司机对哪些
情况属于“车不让人”违法行为有些
模糊。如果行人在人行横道边停了

下来，车辆继续前行，算不算不按规
定礼让斑马线？

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
解释，“一般来说司机可以判断行人
的动机，如果行人一直在路边停着
不走，机动车可以通行”。

举措：车让人，奖；
车不让人，罚

近年来，中山并非只对“车不让
人”处罚，同时也对文明行车的司机
大力奖励表彰。据悉，自 2013年中
山启动“齐修身·行文明”车让人有
奖活动以来，已有数千名司机受到
奖励和表彰。

如何处罚呢？据悉，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第
1款以及《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第59条第1款第5项规定：驾驶机动
车行经人行横道未减速行驶，或者遇
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
行的，罚款200元，扣3分。

据原告龙女士提供的起诉书
和判决书显示，龙女士于 2015年 1
月6日在中山市长久世达捷豹路虎
4S 店买了一辆进口捷豹 XF 小汽
车，2015年 1月 21日提车，车价、购
置税合计520000元。

2017年 6月 6日，龙女士送孩
子上学途中发现左后轮胎气压不

足，便在就近维修店让师傅检查，
发现该轮毂有断裂后焊接痕迹，便
立即与4S店联系，要求4S店作出解
释及承担相应责任，4S店检查后确
认该轮毂存在断裂后焊接的事实，
但拒绝承担责任，车主龙女士一怒
之下将4S店告上法庭（详情可扫文
后所附二维码）。

市公安局通报全市
“打双抢、降警情、多破案”
专项行动效果

近半年“双抢”警情
下降逾八成

本报讯（记者 卢兴江 通讯员 宋宏德）6月
12日，市公安局召开“打双抢、降警情、多破案”专
项行动（西北部镇区）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截至
6月 9日，全市“双抢”警情同比下降 83.0%，刑拘

“双抢”犯罪嫌疑人同比上升 78.4%，九成以上现
案告破。

抢劫和抢夺简称“双抢”。受外来人口较多等
因素的影响，西北部六镇区（古镇、小榄、横栏、沙
溪、东凤、东升）是“双抢”的重灾区，今年以来，警
情占全市的 65.0%以上。为给市民创造一个安全
有序的环境，市公安局高度重视，责成这些镇区
公安分局的一把手挂帅，按照命案的规格严厉打
击“双抢”。

经过5个多月的高压打击，古镇双抢警情同
比下降了85.8%，月均发案从去年的33起降到了
今年的5起左右；小榄双抢警情同比下降67.9%，
总共刑拘了 47名嫌疑人；横栏双抢警情同比下
降了91.5%，现案实现全破；沙溪双抢警情同比下
降 85.3%；东凤双抢警情同比下降 71.8%，4月份
到现在，辖区只发生了 1起“双抢”案件；东升双
抢警情同比下降58.1%，其中6月6日和7日两天
内，快速侦破“双抢”案件4起，抓获嫌疑人3名。

通报说，接下来警方将围绕“控发案、破现
案、挖积案、多追赃”四个目标开展工作，让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得到更好的保障。

企业擅用明星照
被诉索赔10万元
法院认定企业侵犯林志玲

姓名权、肖像权，须赔偿4万元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李世寅 卢国
棠）许多明星都遭遇“被代言”的现象，林志玲因
中山某电器公司未经其授权使用自己的肖像、姓
名而提起诉讼。6月 11日，市第二人民法院通报
了这起纠纷的一审判决，被告企业须立即停止侵
权，并向林志玲支付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4
万元。

中山某电器公司成立于2014年，注册资本3
万元，主要经营电水壶等小家电的生产、加工、销
售。2017年，林志玲发现该企业在1688的网店销
售包装上印有林志玲头像及签名的负离子空气
生态仪等产品，2017年 8月 21日，林志玲的委托
代理人张某前往该处申请证据保全。

在公证员、工作人员吕某的监督下，张某登
录www.1688.com，进入网站，在货源搜索栏搜索
关键词“某某负离子”，跳转进入中山市某电器公
司网店，显示公司名称、电话、地址等工商登记信
息，网店上有林志玲的照片及签名，标价 4980
元。

林志玲认为，该公司的行为严重侵犯她的肖
像权、姓名权等合法权益，造成经济损失和严重
的不良影响。随后，她委托代理人起诉到市第二
法院，请求法院判决企业立即停止侵权，赔礼道
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合理费用5000元。被
告某电器公司辩称，同意停止侵权并当面赔礼道
歉，但认为林志玲主张的赔偿费用过高。

法院认为，涉案网店上有林志玲的照片等内
容，并有公证保全的证据证实，电器公司未经林
志玲授权，在网店上使用林志玲的肖像及姓名，
这一行为既属于盗用他人姓名牟取不正当利益，
已侵犯林志玲的姓名权；又属于以营利为目的，
未经他人同意利用其肖像做广告宣传，也已侵犯
林志玲的肖像权。

近日，市第二法院结合侵权行为的性质、情
节、认错态度、涉案商品属性、林志玲的知名度
等，一审判决被告企业停止侵权并赔偿 4万元。
目前，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典 型 案 例

事主项链被抢走
警方三天内破案

6月8日22时许，东升公安分局接事主孙
某（女，54岁，湖北省随州市人）报案称：当天21
时47分，其在同茂加油站对开路段遭一名驾驶
摩托车的陌生男子抢劫，一条金项链被抢走。

接报后，办案民警通过调取视频监控，成功
锁定了的嫌疑人身份信息。6月11日11时30分，
横栏镇庆德路一出租屋内，涉嫌飞车抢夺的嫌
疑人杨某及其杨某桌、杨某利被警方抓获。

男子疯狂抢劫
11小时后落网

6月7日凌晨2时左右，事主叶某在古镇
同益工业区被一陌生人威胁带至曹一村准备
抢劫，但未遂。随后，陌生人又截停一辆东风
牌小汽车，抢走100多元现金及行车记录仪，
趁机逃跑并报警。陌生人下车逃跑后再次威
胁一名摩托车司机载他到指定地方，陶某不
肯，后嫌疑人逃窜。

古镇公安分局迅速组织民警对案件开展
侦查，在市局刑警支队等部门的协助下，当天
下午13时左右，民警在古镇同益工业区康临
街成功将犯罪嫌疑人付某抓获。

诚信服务街坊33载
5元理发店成“网红”

店主林以忠获评
2019年第一季度“中
山好人”

穿过太平路一个极窄巷口，墙上有块黄色指示牌——

“忠记理发 5元 1986年开业至今”，但见一个栽种松柏的小

院落，忠记理发店就在此，今年64岁的林以忠开业33年如一

日服务街坊邻居，理发5元一次、童叟无欺，定价从90年代起

至今再未涨过价。今年初在抖音爆红后，理发店成了网红店，

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探店体验。林以忠也凭借匠心诚信服务33
载获评2019年第一季度“中山好人”称号。

6月 11日上午 9点半，城区刚
下过暴雨不久。这个时间多数理
发店还未开门，但被街坊们称为

“忠记”的林以忠已经在屋里忙开
了，早有几个客人候着，营业时间
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

门前院落里用塑料布盖着几
张长凳，“人多的时候，这里都坐
满了。”忠叔一边给客人系上一次
性用纸、围上围裙，一边告诉记
者。

客人坐着的理发椅，涂了黄
漆，是“镇店之宝”。铁脚蹬磨得锃
亮 ，上 面 刻 着 英 文 字 母“KO⁃
KEN”，这是忠叔90年代斥“重金”
120元从一个 80多岁剃头匠手里
买的。记者百度了下，原来是美国
一家有上百年历史的理发椅生产
公司所产。

除了“古董椅”，忠记理发最
为人乐道的是传统理发和刮脸技
艺。桌面上是依次排开的老式工
具——折叠式刮胡刀。桌上有盏

酒精灯，每次刮面前，忠叔会用酒
精灯对刀片消毒，给客人抹上肥
皂水，将理发椅放平。用刮胡刀在
客人的脸上轻轻一抿，三下五下，
客人的下巴就光滑了，客人们照
照镜子，掏出5元纸币或扫微信付
款，满意离去。

有意思的是，忠叔还很手
巧，自制了很多“小机关”，比如
自动收集污水装置、轮滑自动吊
围裙装置等，“我个子矮嘛，用这
个轮滑可以把围裙吊高一些、不
拖地。”老顾客很多，忠叔还专门
制作了黄色号码牌，像医生挂号
一样，上下午各派发一次。镜子
下贴着告示“请取号牌、过后重
排”。

不仅如此，忠叔还保留着传
统的婴儿满月理发的手艺，提供
上门服务，好动的婴孩到了忠叔
的手里，多数都乖乖的。理完后，
婴儿毛发会混着柏叶、芙蓉装进
红包给主人家留作纪念。

1 33年老店老手艺留住旧时光

忠叔最初学习理发，源自在广东
军区海南建设兵团的经历。当时军区
每年接收万余知青，人数多，后勤保
障供应不足，理发也成了问题，经常
几百号人排队等。林以忠就到集市上
买了工具，自学理发。开始只为身边
几个战友理发，后来连队越来越多人
找他免费理发。

1986年，忠叔返乡创办忠记理发
店，用自己的手艺服务社区邻里。忙
的时候一天可以理上百个头，少则也
有几十个。

忠记理发的定价也从最初的3毛
钱，随着物价的提升逐步上涨，上世
纪 90年代提高到 5块钱。从那以后，
20多年来再未涨价，男女老少，理发

一律五元，被街坊称为“五元理发
店”。

忠叔说：“5元是很便宜，但只要
客人多，自己勤快些，生活是没问题
的。每天能和客人们聊聊天，也开
心。”

上午过去了，虽是雨天，客人也
来了七八个，有些专门从沙溪赶过
来，“每个月来理两次，这个是平民价
格，谁都能接受，真正为群众服务。”
刘先生给忠叔点赞。

忠叔今年64岁，见证了中山从一
穷二白到跨越发展的历程，忠记理发
店也见证了石岐老街数十年来的变
与不变。

门口的榕树头曾是热闹的沙岗
墟，墟日时，来理发的人排成长龙。80
年代从工厂辞职后的忠叔，当初靠理
发可以赚到比在工厂更多的工资，也
坚定了靠手艺吃饭的决心，一家小小
理发店养活了一家，忠叔如今早已荣

升做了外公。
33年来，忠记理发店只在每年过

年休息三天，而且春节不涨价。90年
代，林以忠还一度在敬老院义务理
发。33年来，很多老顾客从年轻人变
成老年人，甚至行动不便，忠叔每个
月都要去十多个老主顾家里上门理
发。“有个退休的老师80多岁了，住在
四楼，行动不便无法下楼，每次去理
发，陪他聊聊天，走的时候他总要送

我一点东西。”
忠叔与本土栋笃笑达人“风骚超

人”的合影照贴在镜子上。今年新年
前，“风骚超人”来这里体验了一次 5
元理发，发了一条抖音，点击量近7万
次，留言数千条。此后店里一下子涌
来很多年轻人，“一来就说，要剪超人
同款。”忠叔笑呵呵告诉记者。

寻常巷陌，见证时代变迁。石岐
老街里还有不少如忠叔一般的老匠
人，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地做好一件
事、干好一份工，在一份看似简单而
平凡的职业中，坚守初心。

2 20多年不涨价凭手艺赚生活

3 在抖音爆红后年轻人成老店“粉丝”

林以忠给顾客理发林以忠给顾客理发。。

“电子警察”抓拍“车不让人”
5个多月开出16058张罚单

《捷豹轮毂“旧伤”何来？车主怀疑4S
店卖问题车》后续报道

法院判决4S店赔偿
3倍车价款逾124万

近日，本报接连曝光了非

机动车违规上路、行人闯红灯

的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引发

广泛热议。有市民向本报点

题，虽然近年来中山通过一系

列的宣传活动和整治措施，形

成了非常好的司机主动礼让

行人的文明交通氛围，但是街

头巷尾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的

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仍然不

少，希望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

监督以及媒体能予以曝光。

本报记者 夏亮红 通讯员 孙燕

2018年1月9日，本报曾以《捷豹轮毂“旧伤”何来？》为题，

报道了市民龙女士偶然发现爱车轮毂有焊接迹象，遂将4S店
告上法庭。该案日前有了进展：市第一人民法院于5月30日作

出判决，撤销原告和被告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被告赔偿3倍
购车款 1245000元，并退还 40%购车款 166000元及 40%车

辆购置税19080元。

●4S店拒担责被车主告上法庭

龙女士诉称，4S店不顾消费者
行车安全且发现问题后拒担责，不
守信经营，行为恶劣，应该受到严
惩。被告则辩称，路虎公司出售的
每一辆车都需经过多次严格检测，
不会故意出售坏了轮毂的车辆，因
此不存在欺诈行为，不排除原告在
外面换轮胎的过程中伤到轮毂的
可能性等。

法院取证发现，4S店在原告提
车前于 2015年 1月 15日私下更换
过该车的组合开关座、气囊及方向
盘游丝、清洗器开关控制模块等。

2019 年 5月 16日，该案开庭，
法院要求 4S店提供原告车辆所有
保养与维修记录，记录显示 2015年
1月 15日确有更换配件，未告知原
告，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被告故
意隐瞒车辆真实情况，使原告在违
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其订立了
乘用车买卖合同，构成了欺诈。5月

30日，经过审理中山市第一人民法
院作出判决：撤销原告龙女士和被
告之间签订的乘用车买卖合同；原
告龙女士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 7 日内向被告退还涉案车
辆，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 7日内向原告退还 40%购车款
166000元（考虑到该车行程已达 9
万余里）及 40%车辆购置税 19080
元，合计 185080元；被告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向原告
龙女士赔偿 3倍购车款 1245000元
（实际购车款为415000元）；驳回原
告龙女士的其他诉讼请求。

●4S店被判赔3倍车价款逾12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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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苑壹加壹路口，一位没有被礼让的行人加快脚步过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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