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下网吧失火殃及楼上酒店
有人爬窗自救，有人跳楼摔断腿
湖北襄阳大火11死50伤 小火灾为何酿成大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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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南三环惊现
昨天下午 4 点，有网

友在网上爆料， 称在南
三环玉泉营附近看见一
个美女居然身穿比基尼
在擦车。 该女身材完美，
相貌出众， 像极了 F 姓
当红女影星。

该贴贴出后，引发了
网友近乎疯狂的转载和
热议。 短短 2 个小时就
被下载了 3 万多次。 以
致帖主不得不关闭了该
贴。 网友纷纷表示，身材
这么好的擦车女！ 简直
就是仙女下凡啊！

为一探究竟， 小编
第一时间来到发帖人所
说的洗车房。 可惜并未
发现有比基尼美女在擦
车。 洗车房老板表示：昨
天确实有个女孩子穿着
比基尼擦车。 不过人家
擦的是自己开来的车，
那女孩身材特别好，长
得也很漂亮。 ”

根据店主提供的车
牌号， 小编找到了车的
主人。 意外的是， 车主
并非美女， 而是某食品
健康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某。

■ 小编后记
在研究中心的布告栏里，小

编发现了几封来自全国各地的
来信：

湖北的王先生说： 我父亲今
年 72，吃了早餐第一步，体重从
187斤降到了 142斤。老人原来走
着都上不了 2 楼， 现在居然能去
扭秧歌了。看着老人那精神头，真
跟年轻了 20岁似的！

广东的吴女士说：我儿子特
别爱吃肉，他今年才 15 岁，体重
已经 200 多了。 之前一直担心影
响他发育。没想到，吃了早餐第一
步 2 个月，他体重减了 50 多斤不
说，而且居然长高了 2公分。

瘦身热线：
400-750-7006 0731-82053119

擦车美女究竟是谁?�
�“这都是一顿早餐惹的！”刘

某笑着说“擦车的女孩是我好朋
友，她原来挺胖的，我跟她说我
们单位有种特别的食疗早餐。 每
天早上吃一次，3 天就能瘦下来，
而且皮肤还会变得特别好。

可她死活不信， 说要真能 3
天让她瘦 5 斤， 她就穿着比基
尼给我擦车！

得惊喜!美女擦车!�
�那天她在我这量的体重，

132斤。 第 3天早上才 7点，她电
话就来了。电话那头就一直哭，我
问她怎么了。她说她刚量的体重，
已经瘦了 5.2斤了！ 我说：你至于
吗， 减的好也不用这么早给我打
电话啊！ 她说：你不知道，其实我
第一天就瘦了 1 斤多， 第二天又
瘦了 1斤多。 我早就想给你打电

话了，今天实在忍不住了！你知道
吗， 我现在最爱做的事情就是量
体重，每次量每次都有惊喜，给我
美的都不知道怎么显摆好了！

前几天她来找我， 刚一见我
自己都吃了一惊。 她整个人瘦了
一大圈，下巴尖了、腰明显细了、
皮肤也白了。 她告诉我，21 天她
整整瘦了 16斤！

昨天她说要借我车用， 没想
到还真穿着比基尼擦车去了！

更大的秘密仍未解开?

事情搞清了， 但小编却有了
更大的疑问： 不用节食，3 天瘦 5
斤，21 天瘦 16 斤，而且皮肤也变
白了。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早餐啊？
而这个女孩究竟是不是传说中的
F姓女星呢？

对此，身为研究中心副主任
的刘某并不愿多谈。 只是介绍说
这是国内 17 位老专家历时八年

才研制成的食疗餐，叫早餐第一
步。 这是一种全方位调理五脏的
食疗餐， 吃这种早餐不但能减
肥，还能降三高、淡化色斑、延缓
衰老。

刘主任说：这种早餐最早是
给一些领导、专家、特殊人士特供
的。去年起才允许对外销售。由于
不含任何药物、也没有副作用，加
之价格也不贵。 所以不单爱美的
女人、比较胖有三高的男士爱买，
老人、 青少年和新生妈妈更是热
衷。因为货源不多，目前只有通过
中心 的电 话 400-750-7006 或
0731-82053119才能订购到。

■相关链接———

数据显示： 吃早餐第一步 3 天平均减 6.4 斤、 腰围缩减
3-7公分。 100万服用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减肥效果。

（全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比基尼擦车女

网吧电线短路起火引起

@东湖社区 网友爆料称，
14日6点40分， 襄阳前进路一
景花园酒店2楼网吧电线短路
起火，殃及楼上的酒店。酒店里
熟睡的客人被惊醒后， 迅速逃
离，现场呼救声一片。有人从五
楼跳下， 消防车相继赶到后救
出两名儿童， 交警在火车站一
带控制交通， 给救援让出一条
绿色通道。

“早晨7点06分，我看见失
火然后就赶紧拨打119。 火势
很大的时候， 还有人从二楼跳
下来。”该酒店附近瑞泰欣城小
区保安张俊海说。

遇难者包括一名小女孩

据湖北媒体记者现场报
道，网吧着火后，火势很快蔓延
到楼上一家酒店。浓烟冲天，多
人爬窗自救。火灾中，一名五六
岁的小女孩受伤， 记者一路陪

同将其送往医院，经过1个小时
抢救，女孩仍不幸离世。

据现场目击者尚女士爆
料， 她看见有一男一女从四楼
跳下来，胳膊、腿都摔断了，还
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大爷在那
儿帮忙救了4个人。

50间房有42间住了客人

据发生火灾的酒店负责人
介绍，当晚酒店50间房有42间
有客人住宿，其中，有一部分客
人逃出了酒店， 有一部分被消
防官兵救出。

受伤人员分别送往襄阳市
一医院、 中医院、 铁路中心医
院、 中心医院、477医院等5家
医院进行救治，市委、市政府已
组织医务人员全力抢救。“光送
到477医院就有几个死亡的，
惨不忍睹啊。”一直在现场的市
民刘文正说。

另据了解，在事故现场，酒
店底下有10余间店铺全部烧
毁。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襄阳火车站
网吧着火，却让楼上酒店遭殃，造成
11人死亡，50人受伤。

面对如此惨痛教训，面对无辜的
伤亡者，安全防范在哪里？安全责任
又该由谁来买单？出现重大安全责任
事故，追责和处罚必不可少，但惩前
毖后，才能治病救人———

其一，按《宾馆饭店消防安全管理
规范》规定，宾馆饭店应设有火灾疏散
通道。为何多人选择跳楼？是否该酒店
没有疏散通道？ 为何酒店房间外要安

装封闭的防护栏？要追查设计责任。
其二， 大火从一楼网吧烧起，一

直蔓延到整个酒店。按《宾馆饭店消
防安全管理规范》规定，酒店变更使用
性质， 要依法向公安消防机构申报验
收，不合格不得使用。该酒店将一楼改
成网吧有没有经过申报验收？ 酒店和
当地公安消防机构都应当被追问。

其三，面对如此惨痛教训，面对无
辜的伤亡者， 公安消防机构安全监管
责任是否到位？其中是否存在漏洞，或
渎职行为？ ■综合新华社、楚天快报

小火灾酿大事故
安全责任谁买单

14日6时左右，湖北省襄阳市
樊城区前进东路一景城市花园酒
店发生火灾，8时50分大火被扑
灭。火灾共造成61人伤亡，其中11
人遇难。

？追问 ▲

4月14日，湖北襄阳，消防战士从大火现场救出一名女孩。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