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1日，记者从湘潭
市“8·10”事件联合调查组
获悉， 湘潭县妇幼保健院
“8·10”产妇死亡事件经湘
潭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
鉴定工作办公室组织专家
鉴定组依法依程序进行鉴
定，得出结论：患者的死亡
原因符合肺羊水栓塞所致
的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
该事件不构成医疗事故。

联合调查组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专家鉴定组
根据患者的孕产史、 临床
表现及相关检查结果，认
为医方对产妇入院诊断和
分娩方式选择正确。 在整

个抢救过程中，市、县卫生部
门和院方竭尽全力对产妇进
行了抢救。

关于产妇死亡原因的鉴
定， 根据医患双方提供的材
料和广东省中山大学法医学
鉴定中心的组织病理学检验
报告书以及湘潭市公安局刑
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尸体检
验鉴定书， 湘潭市医学会专
家鉴定组合议认为医方羊水
栓塞诊断成立， 对羊水栓塞
的处置措施符合医疗处理原
则， 患者的死亡原因符合肺
羊水栓塞所致的全身多器官
功能衰竭。 患者的死亡是其
疾病本身发展的不良转归，

与医方的医疗行为无因果
关系。

据了解， 联合调查组在
认真分析“8·10” 事件的应
对、处置过程后，认为医方与
产妇家属信息沟通不够。产
妇抢救过程中， 医方虽然多
次与家属谈话， 也进行了病
危告知，但沟通不够充分、有
效，对“羊水栓塞”病情凶险
性和病程发展趋势向产妇家
属解释不充分， 没有让产妇
家属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产
妇死亡后，院方没有及时、直
接告知家属产妇死亡信息，
引起产妇家属不满和质疑。

■本报记者

湘潭公布产妇死亡事件鉴定结果
因肺羊水栓塞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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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11日报道，美国27
岁小伙瑞安野外宿营时梦游，
从一处陡峭的悬崖摔落，所幸
掉在灌木丛，捡回一条命。

幸 现代金报11日报道，在宁
波打工的20岁女孩小代晚上
做噩梦感到害怕，点了根蜡烛
壮胆，未料引发一场火灾。

囧 光明日报11日报道， 江苏
常州74岁退休老教师孙国华热
心助教，毕生积蓄190万元全捐
给自己曾执教的初中。

赞昨日
最之

小伙医院门口身亡，疑被传销组织遗弃
死者来自河南 发病后或被治疗 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本报9月11日讯 今
天清晨6点40分左右，湖南
省人民医院急救室接到求
助， 有人称其表弟在医院
门口生命垂危。 当医生前
往抢救时发现， 一名男子
已死亡多时。据家属介绍，
男子是被人从益阳一个传
销组织送到长沙后遗弃在
医院门口的。

“6点40分的样子，一

个男的进来说有人在门口，
快不行了， 我们出去发现男
子已经没有呼吸、 心跳等基
本生命体征，身体僵硬，已经
死亡多时。”省人民医院急诊
科值班医生说。

据了解，死者姓薛，20多
岁，来自河南，医生在抢救时
发现男子身上有曾经做过心
电监护的纸贴。“他可能是在
其他地方治疗过， 但是身上

没有明显的瘀伤和外伤。”
记者从其家人口中得

知，死者是在病发后，被益阳
一个传销组织送到长沙，并
遗弃在医院门口的。

目前， 长沙定王台派出
所已组织刑侦和技术专干成
立专案组， 迅速对此案展开
调查。负责此案的民警表示，
目前暂未确定死者为传销组
织成员。 ■本报记者

在相继发布两个通告
后， 湖南省龙山县11日公
布了8月24日皇仓中学军
训教官与师生肢体冲突事
件的处理情况。

经查， 本次皇仓中学
军训，共抽调教官28人，其
中涉事10人（中共党员5
人），依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和《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等法
规， 决定对事件中有一定

违法违纪行为的黄俊等10名
教官分别给予行政拘留、留
党察看、党内严重警告、降低
岗位等级、罚款、行政记过等
处理， 并由涉事教官承担一
定数额医疗费用。 对军训中
组织管理不力的皇仓中学，由
县教育局对该校及相关人员
进行通报批评；对军训中指导
监督不力的县教育局，予以通
报批评；对军训中指导监督不
力的县人武部，建议由其上级
机关作出相应处理。

据了解， 该事件共造成
42人受伤， 包括教官1人，教
师1人、学生40人，其中28人
到县人民医院门诊或住院医
治，目前均已陆续返校。龙山
县委、 县政府要求相关单位
要以此事件为教训， 认真总
结， 加强对军训工作的组织
领导， 强化对教官的选择和
培训， 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
管理， 确保学生军训正常有
序，取得应有实效。

■据新华社

龙山军训冲突10名教官被处分

本报9月11日讯 因
涉嫌盗窃， 郴州男子刘某
今天被临武县公安局依法
行政拘留。 这意味着他要
第9次进班房了。 刘某称，
自己屡教不改是因为身体
缺陷，宁愿“躲”在牢房，逃
避别人歧视的目光。

今年31岁的刘某同时
具备男女两性特征， 小时
候看不出区别， 身体慢慢
长开后， 外部特征与男性
差异很大：不长胡须，声音
尖刻，皮肤白皙。同村的人

都把他当怪人、异类看待，父
母也任其发展，缺少管教。刘
某读完小学四年级就早早在
社会闯荡，开始养成“偷鸡摸
狗”的习惯。

刘某15岁那年, 因在临
武某商店盗窃数千元现金被
抓，在少管所被管教两年，自
此开始了他的牢狱生涯。自
1995年以来， 刘某因盗窃被
判刑6次、劳教2次，累计坐牢
10余年。今年8月19日，刚刚
出狱的刘某又因盗窃被当场
抓获。被抓后，他对自己的违

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并强
烈要求民警一定要继续将他
送往看守所， 并称他已经习
惯牢狱生活， 只有监牢里才
是最安全的寄托之地。

当拘留所民警问及为什
么屡教不改时，刘某答：“我宁
愿呆在牢房里，也不愿见到别
人歧视的眼光。在牢里和陌生
人相处我还能觉得自己是个
男人，在村里大家都知道我的
事，我抬不起头做人”。

■实习记者 李江华
通讯员 肖志新 陈雷

为躲歧视目光他9次“躲”进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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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我车的怎么又是你”
碰瓷妇女遇“熟人”落网

本报9月11日讯 怎么又是你？9日，驾
车的朱先生在马路上又碰到了“老熟人”：
一名妇女用手碰撞了反光镜后， 大叫受
伤。妇女被抓后，数十起碰瓷事件全抖了
出来。

9日上午10点多， 朱先生驾车在邵阳
市双清区火车北站菜市场地段办事，突然
间， 右反光镜响了一下， 接着有人大叫：
“你撞到我了！你撞到我了！”朱先生连忙
打开车窗想看个究竟。然而，一张熟悉的
脸让他怒火中烧，大叫一声，怎么又是你？
一名妇女见状，拔腿就跑。在众人帮助下，
朱先生最终将躲在一民宅厕所里的碰瓷
妇女扭送至派出所。原来，朱先生在去年
年底也曾经遇到过这名妇女，她同样故意
将手甩在反光镜上，并说受伤，要求朱先
生赔偿500元。

据民警调查， 这名碰瓷妇女姓罗，52
岁，邵阳县人。她常在人多、车流量大的地
段碰瓷。据其交代的案件多达数十起。

■实习记者 戴瑾昕
记者 陈志强 通讯员 李勇

【点评】 若不是冤家路窄， 碰瓷
妇女不知还要讹诈多少车主？

女子阳台上养蜜蜂
邻居家群蜂乱舞忙报警

重庆晨报11日报道， 重庆沙坪坝区一
小区的郭先生很纳闷：最近几个月，家里总
有那么几只蜜蜂在屋里飞，少则两三只，多
则七八只。几只也就算了，但9日一下来了
上千只，郭先生和爱人受不了了，于是打
110求助。

为啥会有这么多蜜蜂？ 夫妇俩都说不
上来。 10日早上， 郭先生又给110打电话
了：快点来，隔壁阳台有大量蜜蜂从一个蜂
箱进进出出，怀疑是“蜂源”。

民警们再次赶到现场， 发现蜜蜂所栖
息的阳台和郭家阳台挨得很近，呈“7”字
形，阳台上好像还有箱子。

根据物管提供的信息， 业主是40岁的
张女士，在附近农贸市场摆摊做粮油生意。

张女士对民警坦言， 养蜜蜂可以采点
蜂蜜自家食用，又绿色又健康，万万没想
到会给邻居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她承诺，会
尽快把蜂箱搬走，不会给邻居添麻烦。

【点评】 闹市养蜜蜂， 不知比跳
广场舞更扰民么。

外媒11日消息，25岁的
紫娜来自荷兰，不久前，她PS
出了自己在东南亚旅行的多
张照片，家人和朋友以为她真
的去了东南亚，却没想到这一
切都是她在自己家完成的。图
中， 紫娜坐在家中凳子上，却
被PS成了坐在孩子身边。

虚构旅行
荷兰美女晒
PS旅行照骗倒亲友

【点评】 网友 Enjoy橙
昔：一点都看不出来，现在的
PS技术果然强大。

9月10日，常德武陵警方
通过微信首发公安民警宣传
海报， 由7位年轻民警出镜，
结合武陵阁、 丁玲公园和金
钻广场等常德地标，表达“大
美武陵，平安我在”的主题。

■记者 聂诗茼

酷炫出镜
武陵警方首发海报

【点评】 警方宣传片进
入大片模式。

捕捉1600只壁虎
6农民被刑拘

大河报11日报道，家住河南周口扶沟
县的田某等6人，自制捕捉工具，流窜到鄢
陵县捕捉壁虎1600余只。9月10日， 因涉
嫌非法狩猎犯罪， 田某等6人被鄢陵警方
刑拘。

鄢陵县公安局张桥派出所陈警官介
绍， 壁虎虽没有被国家列入级别保护动
物，但它属于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科研
价值和对环境有益的“三有”动物。我国刑
法规定， 私自捕捉20只以上野生壁虎，已
构成犯罪，50只以上的属于重大刑事案
件，100只以上属于特大刑事案件。 因此，
田某等6人已涉嫌非法狩猎犯罪。

【点评】 壁虎难得一见， 原来全
被捕捉走了。

@央视新闻 广西柳州
日前全面清理整治奢华浪费
建设。8月开始拆除尚未完工
的柳宗元铜像底座。 按规划这
座雕像高68米，可360°旋转，
欲建成“国内最高人物铜像”。
该雕像投资7000万元，2012
年动工，2013年停工，而巨大
的雕像底座已矗立江边。

【点评】 @锋锋： 拆也
要钱， 为何不用拆的钱来把
他建好呢。

如此折腾
投7000万柳宗元铜像
未建成即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