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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Ross, Legan, Rosen-
berg, Zelen & Flaks律师事务所

为自己的客户赢得了数百万美元的赔
偿，而这些客户均是在各种各样的事故
中受到身体伤害。不管客户所受伤害属
于什么性质，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的事
务所都是竭尽全力就每项索赔起诉，直
到获得有利的结果。因此，如果您在意
外事故中受伤，无论是重伤还是一般伤
害，均可致电（212）967-8500进行免
费咨询，和我们探讨一下您索赔的有利
条件。

近期法院裁决的案例
 以下仅仅是我们律所在2017年成功

起诉的无数案例中的一些样本。从中我
们可以发现，如果您的一方有一家态度
执着、坚定有力、经验丰富、熟谙法律
和诉讼程序的律师事务所，您会获得如
下的结果：

●一名从事石棉瓦行业的工人，作业
时腿部跌入一个屋顶的孔洞中，导致背
部残废，膝盖受伤。被告方声称出现孔
洞的原因未得到证实，原告方夸大了他
的伤情。我们的事务所聘请了一名土
木工程师、一位矫形外科医生、一位职
业伤害方面的专家和一名经济师来证
明其责任和损害赔偿。 诉讼费用超过
34,000美元。 经过七年的激烈诉讼，
最后赢得了250万美元的赔偿。

●一正在梯子上工作的一位油漆工被
商用海鲜仓库的叉车碰倒在地。结果这
位工人的脚踝骨断裂。 最初的赔偿金
是15万美元，我们律所为这位无证的受
伤油漆工奋力争取，最终获得了160万

美元的赔偿。 这个案例证明：在纽约，
无证个人也可为意外事故中所受伤害获
取损害赔偿。

●一个在唐人街穿行街道的老年妇
女被警察巡逻车撞到了，导致她多处骨
折并丧失了记忆。 虽然这位行人/原告
穿行街道时并没有走有标志的人行横
道，最终市里还是被迫支付了125万美
元的赔偿。

●一位劳工因他所在的梯子没有固定
好打滑了而伤到了下背。 我们律所证
明总承包商故意处理了他最初真实的
事故报告，然后又提交了一份伪造的报
告，从而迫使保险公司兑现了100万美
元的保单。

●一位医疗事故的受害者收到了80万
美元的赔偿。

●一位受伤的行人获得了72.5万美元
的赔偿——尽管肇事司机声称他的刹车
突然失灵了。

●一位行人在穿行马路时被一辆小汽
车撞了，导致大腿骨折。我们的这位客户
最后获得了51万美元的赔偿。

●一位焊工从正在施工的一座建筑物
的一楼边缘滚落，导致下背骨折。 法院
审判结果是赔偿他40万美元。

●一位行人被一辆小汽车撞了，导致
膝盖破裂，结案的赔偿金为40万美元。

●全国铁路客运公司的一位乘客因火
车脱轨而导致背部骨折，他获得了34万
美元的赔偿。

●一位租客在沿着她住处的外部小路
上因一起危险事件被绊倒了，导致股骨
破裂。 最终获得了30万美元的赔偿。

●一位男子在通往一处公寓楼的外部
通道上被凸起的水泥板绊倒，导致胳膊
骨折。尽管保险公司声称原告在雨天追
赶他的狗时跌落在潮湿的草地上，他还
是获得了27.5万美元的赔偿。

●一《纽约州车辆和交通法》的第
1214章节禁止机动车辆的司机或乘客
从有移动交通的一侧开车门，除非确认
这么做是安全的。 按照此条规定，一
位骑自行车的送货员在指定的自行车
通道上行驶时被突然打开的车门撞到
了，他被判胜诉。 最后他收到了27万
美元的赔偿。

●一市议会的一位雇员开车撞到了一
位行人，导致该行人腿部骨折、牙齿脱
落并折断了肋骨。 

我们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在事故附近的
区域挨家挨户走访，发现了当时的录像，
证实司机告知警方“当时该行人在人行
横道外穿行马路”的说法是撒谎。这名
受害人获得的赔偿金是22.5万美元。

●一泄漏的消防龙头导致马路路面结
冰。 这种路况导致原告滑倒，腕部骨
折，需要手术治疗。 我们的事务所发现
了谷歌的卫星照片，照片显示在事故发
生之前很久该消防龙头就已经破裂， 市
里被迫为原告所经受的痛苦、支付的医
疗费和工资损失赔偿20万美元。

●一位女性在……时导致腕部骨折为
您而战，第2页续 她在结冰的雪上滑
倒，跌落在一处三户家庭住宅附近的人

无论您的案件大小，我们都会为您而战！
请联系孙澜涛律师或梁慧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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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s, Legan, Rosenberg,  
Zelen & Flaks 律师事务所  

我们不仅仅是律师，更是您的律师。

拨打我们的电话 
进行免费咨询

无论您在美国属于何种移民身份，均
有获得全额伤害赔偿的合法权利。 请勿
犹疑，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12）967-
8500——咨询是免费的。透露给我们
的所有信息都属于保密范围。

目前，我们在曼哈顿和皇后区的法拉
盛设有分部。我们律师事务所的对网站
www.rlrzf.com 还提供英文、中文和西
班牙文的免费法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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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上。最后的解决方案是赔偿13.5
万美元。

●一名行人遭到一辆车的撞击，导致
颅骨骨折。肇事车辆只有2.5万美元的保
险单。这位行人拥有一部汽车，它补充了
不足额保险所需要的7.5万美元。两张保
险单一共获赔10万美元。 这个案例证
明：拥有一部汽车的所有家庭为什么必
须购买补充未保险/保险额不足险种， 
因为当您被肇事逃逸、未上保险或保险
不够充分的车辆撞伤时，它可以使您从
自己的保险公司获取赔偿。

即使是较小的案件，我们的事务所也奋
力拼搏

如以上案例所示，Ross , Legan, 
Rosenberg, Zelen & Flaks律师事务所
拥有令人尊敬的律师以及可提供有力支
持的工作人员，他们使无数的客户收到
数百万美元或是六位数字的赔偿。 然
而，令我们的事务所引以为傲的还有帮
助索赔数额较小的客户赢得他们应该
得到的最大数额的赔偿金。 下面是几
个这方面的案例：

●一名年轻女性获得了5万美元的赔
偿。她因坐了市公园管理处洒上有毒清
洁剂的石凳而感到腿部疼痛。

●一名购物者获得了4.5万美元的赔
偿。她在追赶一名扒手时被商店安保人
员撞到，导致手部骨折。

●一名女子获得了3.25万美元的赔
偿。纽约市地铁的空调排放口漏油，她
因此而滑倒，导致软组织受伤。

●一名女子获得了3万美元的赔偿。她
在参加一名亲友的圣餐仪式时在餐厅
舞池的湿地板上滑倒，导致脚踝骨折。

●一名行人在一家商用车库前的破损
人行道上被绊倒，导致鼻子骨折以及面
部擦伤。尽管附近的土地所有人声称主
体缺陷很微小，这项诉讼案件还是获得
了3万美元的赔偿。

●一名一岁大的婴儿在她年长一些
的表亲大腿上坐着从一个公园滑梯上
滑落时，因卡在了滑梯边侧的栏杆上，
导致右下肢骨折。尽管滑梯的生产商
证 实该滑梯 符 合所有适 用的安 全标
准， 我们还是成功地替客户索赔了2.5
万美元。

●一名精神状态不太稳定的男子向
警方错误通报说他的姐夫不断地对他
进行生命威胁。未经应有的认真调查，
警方就拘捕了这名亲属/原告。 结果他
在监禁八小时后被释放。因拘捕警官的
疏忽，市里向我们的客户赔偿了2.5万
美元。

●一名骑摩托车的人被一辆汽车撞了，
导致膝盖受伤。我们的客户因其所受的
疼痛、财产损害以及医疗费用获得了大
约1.7万美元的赔偿。

●一名女子在一家超市的停车场遭到
了拦路抢劫者的攻击，她因此获赔1.5万
美元。我们的事务所提出的能够成立的
理由是：超市附近近来犯罪案件频发，
而该超市未能提供足够的安全措施。 

●一名男性幼童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
馆步入了展示恐龙的屏障区，导致额头
撕裂。此案件最终以6千美元的赔偿达
成和解。

因 此，如 果 您 在 某 个 事 故 中 受
伤 了，可 立 即 拨 打 我 们 的 电 话：
（212）967-8500.

t 医疗事故
t 汽车事故
t 营业场所责任
t 施工事故
t 遗产遗嘱规划

曼哈顿分部
纽约州（10123）
纽约市第七大街
450号2901套房 

（212）967-8500

皇后区分部
纽约州（11355）
法拉盛区域缅街

41-60号210A套房
（718）321-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