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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上追尾，后车认定全责

后车伤者李某的代理律师、重庆昆德
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振雨介绍，李某夫妻俩
从2008年开始就从事水产品销售，2017年
11月18日凌晨，李某在重庆主城区批发了
一车水产后，由驾驶员杨某开车前往四川
省武胜县。当天早上6时许，天还未亮，当
货车行驶到重庆合川境内时，驾驶员杨某
因疏于观察与前方行驶的一辆大货车追
尾，造成李某重伤、两车受损的事故。

杨振雨接受李某的委托后，在2017年
11月20日委托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检测中心对两车进行检验。

2017年12月22日，重庆高速公路执
法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
定书认定，事发时为夜间，天气晴，目测视

线较好，事发路段无路灯照明。后车驾驶
员杨某疏于观察的行为是造成本次道路交
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没有发现前车驾
驶员有过错。认定后车驾驶员杨某承担事
故的全部责任，前车无责。

2017年12月25日，中国汽车工程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作出了《交通
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检验结果为：
前车尾部上边反光标识被遮挡，左侧未粘
贴反光标识，下部反光标识不全，不能体现
车辆后部的高度和宽度，不符合《机动车运
行安全技术条件》。

法院判定前车有安全隐患当赔匠

由于伤者李某因车祸导致右小腿截
肢，去年4月，杨振雨向交通事故发生所在
地的合川区法院递交诉状，就李某受伤一
案向前车及其保险公司索赔。

法院开庭时，杨振雨认为，被告方前车
尾部设置的车身反光标识，不能体现车辆
尾部的高度和宽度，车辆机件不符合技术
标准，对于在其后行驶的驾驶员来说，致其
不能准确判断前方行驶车辆类型及行驶状
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该重大安全隐患系

导致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前车认为，高速公路执法部门在事故

责任认定中，已经认定前车不承担责任，所
以不应承担事故的赔偿责任。

合川区法院审理认为，高速公路执法
部门在分析事故的原因时，未对《交通事故
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作出的前车车身尾
部上边反光标识被遮挡，左侧未粘贴反光
标识，下部反光标识不全，不能体现车辆后
部的高度和宽度，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
技术条件》要求的检验意见进行综合、全面
分析，致使《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叙述的
交通事故形成原因不全面和作出的责任认
定结论有误，法院对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书》作出的责任认定结论不予采纳。

法院认定，后车驾驶员杨某违反审慎
驾驶的安全注意义务，疏于观察，未能充分
注意保持与前车的行车安全距离，并及时
采取有效避让措施，是导致本次交通事故
发生的主要原因，其行为有过错，且过错较
大，杨某应承担本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

对于前车车身尾部上边反光标识被遮
挡，左侧未粘贴反光标识，下部反光标识不
全，不能体现车辆后部的高度和宽度，不符
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要求，对

于在其后行驶的车辆驾驶人来说，致其不
能准确判断前方行驶车辆类型及行驶状态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该重大安全隐患系导
致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有一定
过错。

法院审理后一审判决，后车承担70%
的责任，前车承担30%的责任，前车应赔付
34万余元给伤者李某。近日，该案经市一
中法院二审后，最终维持一审判决。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唐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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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简介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简称“重庆幼儿师专”）是重庆市

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重庆唯一一所以培养培训学前教育师资为主
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学校。

学校分为塘坊、沙河两个校区办学，教育教学实行一体化管
理。现有舞蹈房、感觉统合实训室、奥尔夫音乐实训室、音乐厅、录
音棚、三维动画制作室、数字媒体实训室、速录室、绘本馆等功能用
房137间，有教学钢琴665台，教学用计算机1308台。图书馆藏书
72.32万册、电子图书50万册，电子期刊10000余种，有校外实习
基地243个。

学校秉承百年师范办学传统，坚持“姓师、向农、为幼”的办学
理念，形成了“三种素质、五种能力、十五项基本功”的人才培养体
系。《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颁发后，学前教育
专业，人才紧缺，学生就业前景广阔，学校发展迎来空前发展机遇。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
把学校建成“立足重庆，面向西部，辐射全国”,以学前教育、艺术教
育为主要办学特色，师范教育与应用型非师范专业并存的高水平
专科学校。

2019年分类招生专业一览表 录取原则
1、严格按照我校2019年招

生章程进行招生录取。
2、体检要求：身体条件需符

合我校经主管部门批准的2019
年招生章程所规定体检标准，师
范类专业的考生身体条件还需
符合重庆市教师资格证的体检
标准。

联系方式
塘坊校区地址：
重庆市万州区天城育才路1号
沙河校区地址：
重庆市万州区青年路80号
学校网站：
http://www.cqpec.com
重庆幼儿师专新生群QQ：
112529661
咨询电话：
023-85770008
023-85771588
023-85767269

专业代码

670102

670101
590106
690306
670113
650101
650119
670104
670201
670112
670116
650203
670117
670114
670105
670106
610104
610210
670403

专业名称

学前教育

早期教育
食品营养与卫生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美术教育
艺术设计

工艺美术品设计
语文教育

汉语
音乐教育
舞蹈教育
歌舞表演
艺术教育
体育教育
数学教育
英语教育

智能产品开发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社会体育

招收类别

文理兼收
高职对口
文理兼收
文理兼收
文理兼收
文理兼收
艺术类
艺术类
文史类
文理兼收
艺术类
艺术类
艺术类
文理兼收
体育类
理工类
文理兼收
文理兼收
文理兼收
文理兼收

专业类别

师范类
师范类
师范类
非师范类
非师范类
师范类
非师范类
非师范类
师范类
非师范类
师范类
师范类
非师范类
师范类
师范类
师范类
师范类
非师范类
非师范类
非师范类

招生
计划

100
200
90
60
60
100
30
30
110
100
30
30
20
50
40
45
45
60
60
60

学费标
准（年）

5000元
5000元
5000元
6200元
6000元
5000元
8500元
7000元
5000元
5500元
5000元
6000元
7000元
7000元
5000元
5000元
5000元
7000元
7000元
5500元

层次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具体以教育主管部门公布2019年招生计划为准）

男友首次与自己父母吃饭，按理说应
该是件高兴事，只要获得父母认可，小情侣
的关系也将得到进一步升华。但谢于彤的
男友与自己父母的这顿饭，却吃得不欢而
散，小情侣关系也陷入僵局——父母嫌弃
男友家是离异家庭。

欣喜 父母请男友吃饭

昨日下午1点，记者在北城天街见到
了谢于彤。她今年25岁，在附近一家旅游
公司工作，留着披肩长发，模样清秀。

裴先生今年27岁，通过公司联谊会与
谢于彤相识相恋，二人已经交往了 7个
月。上个月，谢于彤向父母坦白了自己已
恋爱的消息，还给父母看了一下自己与男
友的合照，并大概介绍了一下男友从事的
工作等情况，“他们还想像查户口一样多
问，我赶紧溜了。”

前不久，两人逛完街，裴先生送谢于彤
回小区时，正好撞见了谢母。回家后，谢母
一直夸赞裴先生看起来很不错。几天后，
谢母告诉女儿，他们计划在3月15日晚请
她和裴先生一起吃个饭，“我当时挺开心的
啊，因为我一直想搬出去住，如果通过爸妈
的面试关，这事就有希望了。”

搞砸 离异家庭被嫌弃

3月15日晚7点过，一家人聚在北环源
著天街的一家餐馆里，裴先生还拎了不少礼
物来，谢父母和裴先生很快就聊了起来。

谢于彤回忆，父母先是问了裴先生的工
作情况、工作计划，随后又询问了裴先生与
谢于彤的认识经过等，氛围一直都很融洽。

“你爸妈现在住哪？感情还好不？”饭吃到

一半，谢母忽然
抛出了这么个
问题，裴先生脸
色也随之一僵，
但他还是坦诚
地说，父母已离
异多年，在主城
各自为家，因此
工作后就搬出
来单独住。

“父母离
异的家庭，以后可能会很麻烦哟。”谢母如
是评论，还说希望女儿的另一半有个和睦
的家庭。裴先生闻言脸色涨得通红，随后
便放下筷子，称单位还有点事就提前离席。

僵局 男友心里很受伤

谢于彤说，男友离去之后，她当时就哭
了。可父母却说，他们是为了她的未来着
想。随后，谢于彤收到男友的微信，“你爸妈
这么看不起我，那我也没资格和你继续在一
起了。”

谢于彤告诉记者，这两天，原本与自己
热恋的裴先生，对自己爱理不理，“我知道父
母说的话伤到他了，好后悔答应吃这顿饭。”

昨日，记者联系上谢母。她说，女儿从
小出身于一个和睦的家庭，而裴先生成长
在一个离异的家庭，二人未来在一起，从性
格到物质等各方面都会有很多矛盾，“就拿
买婚房、婚车来说，到时候是去找他妈妈还
是找他爸爸，这都是问题。”

谢于彤说，尽管自己伤心欲绝，但父母就
是不肯松口，她不知道如何打破这个僵局。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薇 受
访者图

小伙首次见女友父母
却被嫌弃是离异家庭

伦敦大学学院心理学博士陈志林认
为，首先，在吃第一顿饭以前，谢于彤就
应该将自己所了解的男友情况，如实告
知父母，就可以避免饭桌上尴尬的局面。

其次，面对父母的反对，不要第一时
间哭闹争吵。要知道，父母永远都是从
你的利益出发的，他们想表达的是，相濡
以沫的婚姻，需要的是两个家庭的齐心
协力。那么当父母提出反对意见以后，
你可以让父母讲出他们觉得对方家庭的
问题所在，自己先进行消化与思考，然

后，再私下与男友共同面对父母提出的
这些问题，探讨二人的未来及应对。

最后，在面见父母的时候，再被问及
这个问题，可以由男友来表达二人对未
来的规划，对爱情的坚定信心等，再用今
后的实际行动打消父母的疑虑，“总之，
对于儿女的婚恋，父母肯定会权衡对方
的家庭情况，如果小情侣觉得未来可期，
在面见父母前，一定要做好应对准备。
现在建议谢于彤先做通男友的工作，二
人需先保持齐心。”

高速路上追尾，事故责任认定后车全责

法院为何判前车担责30%
高速路上发生追尾事故后，

一般都是后车的全责，也就是全
部由后车当赔匠。但是，昨日，记
者从重庆昆德律师事务所杨振雨
律师处了解到，由他代理的一起
高速公路追尾事故赔偿中，前车
被判担责30%，这是为何？

车祸猛于虎。近几年来，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机动车辆不断增加，道
路显得越来越窄，越来越拥挤，机动车
之间，机动车与行人之间，机动车与自
行车、电动车之间，电动车之间及与行
人之间的交通事故越来越多了。

如果你或身边的人有类似经历、
遭遇，可以致电 13908342634 诉说你
的遭遇。记者将为你奔走维权，并邀
请本报法律顾问、重庆坤源衡泰律师
事务所徐兴权律师为你支招维权。

孙雅（27岁 保健品销售）：个人认为不应该用男方父母离异来连带男友，虽
然很多人都说原生家庭有裂痕的人性格会有缺陷，但男友没准会更努力经营美满
的家庭，避免家庭破裂重演。

钱小姐（26岁 幼儿园老师）：我和男友在一起快一年的时候，我才敢告诉父
母，男友家庭离异的情况。但我父母说，男友品性最重要，还说他身在离异家庭缺
乏关爱，让我多多给予关心，当时我就觉得好暖心。

余女士（33岁 会计）：确实应该慎重，我前夫就是离异家庭出身，当时父母反
对我俩在一起，我坚决追求爱情。但现实狠狠打我脸，他的妈妈在我们婚后一直跟
我们住，家里矛盾天天上演，现在离了婚终于解脱了，我的青春也结束了。

对方的家庭情况应早告知父母

七嘴
八舌

▲谢小姐

案例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