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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本报5月26日讯 有上百
年历史的长沙老建筑戴岳公
馆，经过多次改造，长沙市文
物局认为其历史原真性和整
体性遭严重破坏，不能列入不
可移动文物范畴。基于这一结
果，现位于黄兴北路棚改项目
红线范围内的戴岳公馆将面
临拆除。 因不满文物局的认
定，戴岳的儿子戴世选将长沙
市文物局告上了法庭。（详见
本报5月22日A10版）

今天，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院认为
戴岳公馆产权复杂，决定追加
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戴岳其
他4名子女和长房参加庭审。

上午8点半， 戴世选和律
师早早地来到了法院，长沙市
文物局也派出了两名工作人
员出庭应诉。

“戴岳公馆为抗日名将戴
岳将军在长沙的住所，为清末
老建筑， 已有一百多年的历
史，请求法院依法撤销长沙市
文物局所作的认定，责令其重
新认定戴岳公馆为长沙市不
可移动文物。” 戴世选声音洪
亮地念完了起诉书。

庭审现场，长沙市文物局
提交的答辩状中强调：“戴岳公
馆经历了多次改造， 大量使用
了现代材料和工艺， 致使建筑
的形制与结构都发生了根本变
化， 其作为历史建筑的原真性
与完整性已遭到严重破坏，已
不具备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
价值。 同时， 长沙市文物局称
省、市、区文物行政部门都进行
了多次调查论证， 认定结果均
一致，认定的程序也没有瑕疵，
‘要求重新进行认定没有依据，
请求法院驳回’。”

戴世选随后针对答辩状
提出了异议：“按照规定，认定
不可移动文物，需要召开听证
会，但长沙市文物局在进行鉴
定时只进行了专家讨论，并没
有听取公众意见。”

庭审结束后，戴世选的代
理律师刘明向法院提出了申
请，“黄兴北路棚改项目拆迁
在照常进行，戴岳公馆拆迁在
即，追加第三人使本案审理时
间更长。希望法院能发出司法
建议函， 在本案未有定论前，
戴岳公馆能缓拆，不然这起诉
讼将毫无意义。”

《百年戴岳公馆要拆，后人要打官司》后续…

公馆产权复杂，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
戴岳后人：希望法院发司法建议函“缓拆公馆”

在5月26日的庭审
现场上，刚开始没多久，
法官便发现公馆产权
问题十分复杂，“戴岳公
馆没有产权资料，无法
确定产权所有人，戴岳
公馆作为戴岳的遗留
财产，包括戴世选在内
的五个子女都有资格
继承公馆。” 戴世选也
承认，房子只有一楼归
戴家五个子女共有，二
楼产权目前归长房集
团所有。

在听取原被告双
方的意见后，法院经过
合议庭讨论，认为戴岳
的其他4名子女、长房集
团均与本案存在利害
关系，决定追加他们作
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案
件择日再开庭。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吴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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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与电动车相撞，车主致残欲索赔
“官司”开庭，双方激辩三小时难解，当事女孩一封道歉信感动车主，双方最终和解

小恬虽然
没参加庭审， 但听
到母亲说起彭伟的情况
后， 很是愧疚，“我们相撞后，
我说了句‘对不起’就走了，没想到
彭伯伯会伤得那么重。”

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5月12
日， 小恬给彭伟写了一封道歉信：
“伯伯您好， 对于您那天受伤的事
情，我觉得很对不起，我在这里向您
和您的家人道歉， 以后我过马路的
时候一定会注意， 希望你们能够原
谅我，也祝您身体能够早日康复。”

最终，孩子的真诚打动了彭伟。
在芙蓉区法院民一庭法官王强的调
解下，双方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握
手言和，由小恬家人承担2万元的赔
偿以及诉讼费、鉴定费。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王为薇
潘显璇 通讯员 李革文

庭外调解

本报5月26日讯 昨天上午，中
南林科大大四学生小徐， 去学校后
面的超市购物。逛完超市，她乘坐手
扶电梯下楼， 突然背后冲来一辆手
推车， 将她撞飞几米远。 送到医院
后， 小徐被诊断为左髋臼和左耻骨
骨折，至少得在床上躺3个月。

小徐回忆， 当时自己逛完超市
乘坐手扶电梯离开。突然，身后一阵
冲力撞在她的腰部，身体也“飞”了
好几米。“撞我的是一辆购物手推
车，里面装着一个巨大的音响。”

该车的“主人”是在超市做促销
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手推车往常
一直是固定在那的， 没想到这次往
前滑行了。

目前，小徐正在接受治疗，而超
市表示愿意承担相关的责任。

至于手推车为何伤人？“可能是
手推车车轮的问题， 或者是超重
了。”在长沙市岳麓区某超市从事购
物车管理五年的罗先生向记者解
释， 超市一般都会定期检查手推车
的， 但操作不当也可能发生滑落。

（王先生提供线索，奖励30元）

乘超市手扶梯下楼
她被购物手推车撞飞

女孩写信道歉
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如果不是一纸诉状，胡云不会知
道，不足14岁的女儿小恬因一次乱穿
马路让一名电动车车主摔成残疾；如
果不是小恬的“肇事逃逸”，电动自行
车车主彭伟也许不会状告一名还在
读初二的孩子。

因与乱穿马路的小恬相撞，彭伟
摔成9级伤残， 随后他状告小恬及其
母亲，索赔15万元，但小恬亲手写的
一封道歉信， 感动了彭伟。5月26日，
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小恬家人赔偿了
彭伟2万元。

13岁女孩与电动车相撞
车主摔成9级伤残，索赔15万

5月6日， 长沙市民彭伟一瘸一拐
地走进了芙蓉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庭。 彭伟抚着自己的左腿说：“腿虽然
还能走，但走多了就痛，也不能久站。”

说起腿伤， 彭伟拿出了一封民事
起诉书，“今天就为了这条瘸腿而来。”

去年9月24日中午12：12，长沙市
朝阳路，当时正值中午放学高峰，路面
监控显示， 一名身穿蓝色校服的女孩
正在小心翼翼地横穿马路， 就在她即
将抵达对面人行道时， 女孩突然加速
小跑。几乎在同一时间，女孩右侧突然
驶来一辆电动自行车，双方撞个正着。
女孩被撞后往后退了几步， 而电动车
车主跟他的车则摔倒在了地上。 女孩
停留两三秒后，离开了现场。

监控中的女孩， 就是朝阳路某学
校初二学生小恬， 当时年仅13岁。而
倒地的电动车主，便是48岁的彭伟。

后经检查治疗， 彭伟身上多处骨
折，达到9级伤残，花费医疗费5万多元。

4月1日，彭伟一纸诉状将小恬及
其母亲告上法庭， 要求小恬的监护人
赔偿其经济损失15万元。

事件回放

女孩母亲：原告是逆行
电动车主：我只负次要责任

当小恬的母亲胡云接到法院传
单时， 她才从女儿口中知道车祸之
事， 但对对方提出的高额索赔表示
“难以理解”。

5月6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被告
席上只坐了胡云一人。对此，彭伟有些
不满，“最关键的当事人今天并没有
到， 我一直认为小恬可以如实地向法
庭陈述事实。”

原来，因担心对孩子造成心理阴
影， 胡云向法庭申请了让小恬回避，
自己则作为其监护人全权应诉。

法庭上，胡云承认女儿横穿马路，
但对事故主要原因和赔偿金额提出了
不同看法，“事发路段有学校， 当时正
处学校放学高峰，本应谨慎慢行，原告
不仅没有减速，而且还骑车逆行。是原
告骑车操作失误才导致车翻人伤，撞
了学生不道歉反而索赔，毫无道理。”

听了这一番说辞，彭伟气得不行，
“小恬不遵守交通规则，不顾他人安全
肆意横穿马路， 这才造成了我的伤残
及重大经济损失！”彭伟还当庭提交了
芙蓉区交警大队所出具的交通事故证
明，上面写着“彭伟在这起交通事故中
负次要责任”。

庭审中， 双方一直针锋相对。经
过3个小时的审理，法官认为，彭伟驾
驶的电动自行车不是机动车，且是在
非机动车道上向右行驶，因此不属于
逆行，案件择日宣判。

庭审现场

产权十分复杂
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

用购物车先看“承重数据”
26日上午，记者走访家乐福、家

润多、新一佳等多家超市发现，一些
超市的购物车上，都标注有“承重数
据”，一般为15公斤。但购物的市民，
却很少重视这个数据， 一些市民在
车内放着超重的米、油等生活用品，
还有市民将小孩放在车里。

罗先生表示， 虽然购物车属于
超市提供， 但是儿童在车里发生意
外，家长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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