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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迎7星彩开奖
奖池1.59亿！

2月21日，体彩7星
彩21019期开奖，当期一
等奖无人中，二等奖开出
3 注 ，每 注 奖 金 89833
元。今晚开奖前，该玩法
奖池达到1.59亿元，欢迎
广大彩友前往各体彩网点
尝鲜。 苏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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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1019期）
中奖号码：前区前区：：01 12 13 28 29后区后区：：03 04
奖等等 级别级别 中奖注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每注奖金
一等奖一等奖 基本基本 11注注 1000000010000000元元

追加追加 00注注 00元元
二等奖二等奖 基本基本 134134注注 7655176551元元

追加追加 7575注注 6124061240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173173注注 1000010000元元
四等奖四等奖 747747注注 30003000元元
体彩“排列3”（第21043期）
中奖号码：0 5 4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473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1730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043期）
中奖号码：0 5 4 0 8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15注 100000元
福彩“七乐彩”（第2021019期）
中奖号码：3 11 12 16 17 20 23
特别号码：8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1注 1167102元
二等奖 9注 18525元
三等奖 159注 2097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500万元。
福彩“东方6+1”（第2021019期）
中奖号码：7 9 7 4 1 3 +龙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0注 0元
三等奖 1注 10000元

本期投注总额61万元，一等奖无人中，奖池
资金累计9555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福彩“15选5”（第2021043期）
中奖号码：5 7 9 11 12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122注 1608元
二等奖 5760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60万元。
福彩3D（第2021043期）
中奖号码：9 3 6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571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1328注 173元

本期投注总额209万元。

福彩“快乐8”(第2021043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1 2 3 6 8 10 29
30 36 39 43 44 46 50 53
54 55 61 62 75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
以彩票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元/月)。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元/月)。

福彩“刮刮乐”
2021年2月21日江苏中奖注数

209982注，中奖金额4218257元。

车莎
莎叔叔表

示，事件中
家属最大的疑

惑就是司机为什
么会多次偏航，驶向偏僻

路线。家属向紫牛新闻记者展示的
平台截图显示，当晚司机并没有按照
货拉拉平台推荐路线走西二环至枫
林路行驶，而是走岳麓大道至下旺龙
路，之后便频繁偏航绕路行驶到曲苑
路上。“旺龙路、佳园路、曲苑路那附
近晚上路灯都基本没有，有的路段在

夜里甚至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
车莎莎叔叔告诉记者，侄女跳车的时
间与地点都充满着疑点。

关于偏航及事件原因，在11日协
商会上家属称得到的解释是：司机因
不懂导航操作致使偏航。但昨天家属
告诉记者，警方曾向他们表示，在第一
次口供中，司机称偏航是因为“导航坏
了”。第二次口供中，司机称因为自己
住在附近，对这一片比较熟悉，或想“抄
近道”。几次不同回复，让家属生疑。
此外，导航偏离三次为何没有引起货拉
拉方面的重视，让家属“无法理解”。

21日晚，货拉拉发文回应称，2月
6日，长沙用户车女士在平台预约搬
家订单，在当晚跟车搬家途中跳车，该
订单服务司机周某立即拨打120送
医，后车女士因医治无效去世。2月8
日从警方获悉事件后，货拉拉第一时
间成立了专项处理小组。2月18日假
期结束后，专项小组立即开展工作，并
多次联系车女士的家属表达积极处理
善后的意愿，于2月20日获得家属的
回应。目前，货拉拉正与家属约定商
谈善后的时间。货拉拉还表示，目前

长沙警方对该事件的调查仍然持续，
尚未形成定性结论，货拉拉将继续全
力配合警方工作，对该事件中平台应
该承担的责任，货拉拉不会逃避。

昨天，扬子晚报记者尝试联系货
拉拉相关负责人，截止到记者发稿时
22日晚上8：30记者联系到了货拉拉一
位对接媒体的负责人。询问平台应承
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后续如何处理
等。该负责人表示：“其他信息方面，我
们正在积极配合警方调查，有后续信息
将及时跟您同步。感谢您的关注。”

车莎莎的弟弟称，2月6日晚上8
点，姐姐从天一美庭搬家到梅溪湖步
步高公寓，车程约10公里。2月6日晚
上9点17分车莎莎上了货拉拉的车，9
点24分，车莎莎还在工作群和同事互
动，看不出有情绪异常。车莎莎的弟
弟称，当晚9点30分，车子开到曲苑路
时，货拉拉司机拨打了120和110，说
车莎莎因为面包车三次偏航，在岳麓
区曲苑路跳车了，120赶到现场时，车
莎莎已经倒在了血泊中昏迷不醒，被
紧急送到岳麓区航天医院抢救。经过
4个小时的手术抢救，车莎莎当晚暂时
脱离生命危险转至重症监护室。但后
续因车莎莎身体又出现多项恶化，经
抢救无效后于2月10日不幸离世。

22日上午，紫牛新闻记者联系上
车莎莎的叔叔车细强等家属，并进一
步了解到事件详细情况。车莎莎的叔
叔车细强告诉记者，今年23岁的车莎
莎前年大学刚毕业，在湖南长沙某公
司从事人力招聘工作。车莎莎叔叔表
示侄女搬家当晚没有任何异常：“9点

十几分的时候她都还在和她阿姨也就
是我爱人聊天说刚装好行李。”根据车
莎莎同事的群截图显示，21点24分
时车莎莎还在同事群中分享趣事。“我
们都不敢相信在她还在给同事发消息
的6分钟后她会跳车自杀。”车莎莎叔
叔表示至今无法理解侄女经历了什么
才会选择跳车。

22日下午，记者又联系了车莎莎
的另一位亲属，该亲属称，就在车莎莎
跳车的前几天，由于业绩突出，她刚拿
到了2000元工资。“她爷爷正好快要
过生日了，她那几天就在和她妈妈讨
论，说想送给爷爷一个生日礼物。另
外还想给她弟弟包个红包。她还想在
长沙买个房子，付个首付。她爸爸跟
她说，闺女加油，老爸借钱也支持你。”
这位亲属告诉记者，那段时间，她正憧
憬着未来。

家属后来得知，因证据不足，涉事
司机三天后便被警方释放。该说法目
前未得到警方证实，据悉警方还在进
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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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晚，一则“23岁女生车莎莎在货拉
拉车上跳窗身亡”引发热议。无录音无录像的
“偏航说”更让整件事充满疑点。扬子晚报记者
连线了车莎莎的三位家属。针对网友们热议的
四大疑点，扬子晚报记者也进行了深度采访。据
介绍，货拉拉与家属的第二次商谈定在今天。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实习记者 陈燃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徐媛园

不会逃避责任，正在积极配合警方调查

她刚拿工资，想给爷爷买礼物，给弟弟包红包

北京市浩天信和（南京）律师事
务所周健律师和章彭律师认为，在搬
家过程中，货拉拉平台方以及司机对
于乘客的安全应当承担注意义务。
乘客在App上叫车，则乘客与平台、
司机形成了货物运输的合同关系，在
运输过程中乘客出现安全事故，平台
方以及司机应该对此负责。

另外，如果司机有相应的所属公
司，则该公司也应该对安全事故负责。
司机是否担责要看乘客跳车与司机的
行为是否构成因果关系，如果司机在行
驶过程中，说到刹车失灵等话语，抑或
是偏航对乘客造成人身上的威胁，乘客
听到后跳车，构成紧急避险，司机应当
按照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平台和司机是否要担责？

货拉拉的官方说明中提到2月8
日公司便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积极
与家属进行对接。但车莎莎的叔叔
向紫牛新闻记者表示对方与家属取
得联系后却更改了见面时间，没有人
到医院探望过车莎莎及家属，直到
11日车莎莎去世后第二天，双方才
在民事协商会上见面。“会上我们才
知道涉事司机在笔录中承认了三次
偏航，而他们公司还是坚持说是自

杀，说自己只是平台，没有任何责任，
直到现在司机和公司都没人来慰问
过家属。”车莎莎的叔叔告诉记者。

22日上午，家属向记者表示：
“货拉拉的回应避实就虚，协商不成
功的原因在其拒不承担任何责任的
态度。”记者也询问了车莎莎家属的
诉求。家属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没有
诉求，要“看货拉拉方面到底是什么
态度”。

第一次协商为何没有谈妥？

关于车内是否有录音录像监控
等措施，家属称货拉拉官方曾回应，
司机端没有相关录音录像设备及措
施。记者了解到，目前没有针对货运
网约车平台在“录音录像”等安全保
障方面的规定。

记者从多位货拉拉司机处获悉，

司机端和乘客端目前也没有相关录音
和录像监控设备。那么随着小车货运
越来越普及并深入市民生活，此后货
拉拉平台会不会加强对随车人安全方
面的保障，比如设置一键报警等装置
呢？截止到记者发稿时，货拉拉方面
表示有后续信息将与记者同步。

为何三次偏航？

家属

货拉拉

四大

1

2 车内为什么没有录音录像和监控？

3

4

车莎莎事发前在群里说话没任何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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