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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衣间丢衣服可向商家索赔
去商场买衣服，当在试衣间换上心仪的
衣服之后，却发现自己换在试衣间的旧衣
服不见了。与商场协商后却仍然得不到双
方都满意的结果。无奈之下，市民林女士
致电社区周报记者，想寻求一个解决的途
径。
事件回放
9 月 4 号晚上，20 多岁的林女士和两名
朋友，在城西区一家商场逛街时看中了一条
连衣裙。随后，林女士将钱包和手机交给同
伴，自己拿着新衣服去了试衣间换衣服，随
后穿着新连衣裙走了出来，叫朋友帮她参考
是否合身。几分钟后，当她回到试衣间后傻
眼了，先前换下来的旧衣服不见了。林女士
和朋友连忙找到商场店员，对方称，有其他
顾客进过试衣间，但顾客已经走了。林女士
回忆，当时她找到商场，要求通过广播，问一

下是不是有顾客拿错了衣服。但商场服务
律师说法
员却说，如果是故意拿走的，广播也没用。
随后，林女士和朋友在商场里寻找，但找了
青海法律援助中心李律师认为：根据消
20 多分钟没有结果。商场安排了员工寻找， 费者权益保护法，
经营单位有责任为消费者提
也没有结果。于是，林女士希望店家赔偿丢 供一个安全的消费环境，
有责任尽到安全保障
失的衣物损失，
但店家拒绝了。
义务。经营单位没有尽到安保责任的，
顾客有
权向经营单位索赔。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双方说法
第四十八条规定，
经营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
林女士认为，她在这家商店的试衣间 保障义务，
造成消费者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
造成消费者财
外面，没有看到有类似“顾客保管好各自 任。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衣物”的提醒。也没有看到试衣间里有提 产损害的，
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
醒顾客保管好衣物的告示，店家应该赔偿 承担修理、
重作、
更换、
退货、
补足商品数量、
退还
自 己 丢 失 的 衣 物 共 计 1000 元 。 而 店 家 认 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因
为，经营单位虽然有责任为消费者提供一 此，
本案中林女士有权向店家索赔。
个安全的消费环境，有责任尽到安全保障
记者 史益竹
义务。同时，作为顾客一方，也应尽到随
身携带并保管好自己财物的义务，店家不
应作出赔偿。

社区法官

老人酒后扎轮胎

引发纠纷
9 月 6 日，文成路社区接到西
城名邸物业公司电话求助，称该
小区引发一起居民纠纷，希望社
区人员帮忙调解。
原来八旬老人阿大爷和马先
生共同居住在一栋楼上，由于马
先生经常将自己的摩托车放在楼
栋过道里，影响了居民出行，久
而久之，阿大爷就有了想法。上
月底，老人喝酒后，糊里糊涂就
将摩托车的轮胎扎破了，第二天
马先生用车时发现自己的车胎没
气，经过检查发现车胎被人扎
了，遂去物业公司调取监控，才
发现是同楼的阿大爷所为。
马先生说，事情发生后，他
并没有跟老人计较，而是打算自
己推车去修理，然而修车师傅告
诉他车胎无法修补，只能更换，
更换轮胎需要的钱较多，于是便
将此事反映到物业公司，要求阿
大爷将自己的车修好。而阿大爷
行动不方便，家中子女都在外
地，无法将摩托车推到外面修，
何况小区附近没有修理店，老人
表示愿意出钱，承担全部的修车
费，但马先生不愿意收钱，此事
便僵持下来。
社区人员了解情况后，发现
网上有一家可以上门服务的维修
公司，征得阿大爷的同意后，联
系维修公司，谈妥价格，约定上
门维修。摩托车修好了，双方握
手言和，阿大爷一边向马先生表
示道歉，一边向社区工作人员表
示感谢。
记者 曙光

真情视窗

63 路延线四小区居民

出行不再难
7 月底，海湖新区绿地云香郡小区的
居民到光华路社区反映，由于该小区门口
没有公交车通过，居民外出十分不便，希
望社区协调公交公司把 63 路公交线路延
伸到小区门口，方便居民出行。
前期，由于光华路社区所辖小区入住
率低，公交线路还没有延伸，近年来，随
着绿地云香郡小区、地矿小区、格陵兰
郡、景悦湟水湾小区的入住率越来越高，
小区居民迫切希望 63 路公交车能通到小
区门口。光华路社区党支部了解民情、听
取民意，就辖区居民提出的出行难题及时
上报通海路街道办事处，引起办事处负责
人的重视。与此同时，社区人员又将居民
出行难的问题反馈到西宁公交集团四公
司。
最终，在光华路社区的多方协调下，
解决了调度室的问题，在具备公交车回车
场和调度站点的条件下，经过市交通运输
局批准，按照公交集团线网优化方案， 9
月 1 日， 63 路站点向西延伸，增设了靖
远路、靖康路口、景悦湟水湾 3 个站点，
由原来的 26 个站点增加到 29 个站点，极
大地解决了光华路社区及周边上万居民的
出行需求。光华路社区情系群众，以实际
行动解决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需求，受到了
附近居民的一致称赞。
记者 曙光

社区帮办
小区时常停电
本期晒宝人 大通县园林南社区居民 李红伟

军功章里革命精神永存
李红伟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收藏爱好者，
在他众多的收藏品中军功章在他心中占据着
不可逾越的重要位置，他时常将这些军功章
拿出来观赏、抚摸，追忆革命年代的烽火岁
月，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在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来临之际，李先生想借《社区晒宝》
栏目展示一下这些军功章，以表达自己对老
一辈革命家的崇敬之情和真挚的爱国情怀。
李先生收藏的这些军功章和战争纪念
章中，有战争主题的，社会主义建设主题的，
有国庆节纪念主题的；有银鎏金的，有银质
的，有铜鎏金的，各种材质都有。其中，一枚
淮海战役纪念章是李先生所钟爱的，它是李
先生朋友的父亲留下来的，朋友父亲名字叫

刘锡洪，在徐蚌会战时身体多处受伤并多次
立功，会战胜利后由于他作战英勇被授予解
放奖章和淮海战役纪念章，一九五五年授衔
时被中央军委授予中校军衔，老人去世火化
后出现了五片弹片。深知李先生爱好收藏，
在老人去世后，他的后人把其立功受奖的纪
章或赠、或卖地给了他，成了他众多收藏中
不可替代的珍品。
李先生每每看到这些奖章、军功章，就
仿佛看到了战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冒着枪
林弹雨冲锋陷阵的场景，看到了在新中国成
立后各行各业的先进生产者的身影，这是一
个时代的缩影和革命精神的象征。
记者 楚楚 摄影报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读

和谐

国之气血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
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天人合一、
协和万邦、和而不同，和谐蕴含了中
国人的生存智慧，体现着中国人的精
神基因，也昭示着中国人的社会理
想。
我们倡导的和谐，是人与人、人

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和谐
的中国，是民主与法治相统一、公平
与效率相统一、活力与秩序相统一、
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和
谐的中国，秉持世界持久的和平理
想，心系人类繁荣的共同命运，担当
永续发展的历史责任。

居民苦不堪言

9 月 11 日，同心家园小区居民致电本报
《社区周报》反映，他们小区三天两头停电，
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
同心家园小区 19 号楼的居民们说，他
们入住已经三年了，不知什么原因，小区电
压总是不稳，家里灯泡忽明忽暗，有的居民
家的电器被烧坏了，向物业公司反映后始终
没有结果，9 月 4 日，物业公司突然贴出通
知，说是施工方要更改小区线路，谁知从 9
月 10 日开始又停电了，给供电公司客服热
线打电话说是该区域供电正常，是他们小区
内部线路出了问题，询问物业公司工作人员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为此他们又向社区求
助，社区也没有答复。
对此，兴旺社区负责人说，9 月 10 日接
到居民求助后，他们第一时间赶到小区了解
情况，经查是 19 号楼的线路损坏了，现场督
促物业公司尽快维修，19 点维修人员进驻
现场开始抢修，预计 11 日 18 点可恢复供
电。
记者 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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