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法：刚上初一没有考试，何来成绩差之说？

笔者赶到玉玉家看到，两层小楼
的独院，大门紧闭。

据了解，玉玉妈妈已经被警方刑
拘，玉玉爸爸正为孩子的事在外面奔
波。 笔者多次拨打玉玉爸爸的电话，

均提示无法接通。
玉玉就读于鹤壁市山城区某中

学，由于是周末，笔者无从得知玉玉
的在校表现及学习成绩。 随后，笔者
打通了学校一名老师的电话，该老师

称学校并没有对刚上初一的孩子组
织任何考试，期中考试也是在下周举
行，何来学习成绩差之说？ 对于玉玉
因为学习成绩差被妈妈打死的事情，
该老师表示很吃惊。

进展：女孩妈妈已经被刑拘

笔者赶赴鹤壁市山城区红旗公
安分局刑警队了解情况， 刑警队工
作人员表示， 11 月 13 日 21 点 07
分， 他们接到鹤壁市山城区鹤煤总
医院报警称， 一名年仅 13 岁的在
校初一学生玉玉不幸身亡。 他们初
步了解的情况是， 玉玉因为学习成
绩不好， 前一段时间拿了同学 10
块钱等原因， 被妈妈拿棍棒殴打致
死。

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办案民
警称， 玉玉的妈妈唐某今年 39 岁，
玉玉的爸爸崔某经常在外打工， 事

发时不在家。
“孩子是亲生孩子， 妈是亲

妈。 不能理解， 教训两下就算了，
也不会这样。” 民警谈起此事也很
惋惜。

据办案民警初步调查， 玉玉妈
妈是拿棍子打玉玉屁股了， 考虑到
事件的社会影响， 具体案件细节还
不宜透露。 当天晚上玉玉妈妈已经
被刑拘。 至于玉玉的具体死亡原
因， 还要等到尸检出来才能下定
论。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补充和调
查中。

谷武民 吕明杰 李萌萌

玉玉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前一段时间拿了同学 10 块钱等
原因,被妈妈“教育”

爆料人说：“我同事给小女孩合了好几次眼睛， 都合不
上，睁着眼睛走的……”

玉玉身上并没有外伤，仅仅是胳膊上有些青紫，后来医生
报了警,派出所将孩子的尸体拉走了

几经周折， 笔者采访到了当时接诊的一名护
士。 这名护士说，11 月 13 日晚上 8 点多，接到电话
称女孩玉玉需要救治，医院值班的 3 名护士和 1 名
医生赶到玉玉家，接车的是一名男士，当时玉玉已
经翻白眼了，屋里还有她的妈妈和舅妈。 “到那儿
人已经不行了，家长要求全力抢救。 听妈妈说是因
为学习成绩差，打她了。”这名护士说，当时慌着只
顾救人，并没有理会那么多。

“玉玉身上并没有外伤，仅仅是胳膊上有些紫
青， 后来医生报了警， 派出所将孩子的尸体拉走
了。 ”这名护士无奈地说。

随后笔者辗转找到玉玉家所在的山城区耿寺
村。 村委会负责人介绍，当天晚上他也在现场，但
具体细节不清楚，只知道是女孩的妈妈打孩子了。

据附近村民介绍，玉玉一家四口人，玉玉上初
中，玉玉爸爸经常在外面打工，玉玉妈妈在家专职
照看年幼的儿子，平时不太喜欢出门，也不喜欢跟
人沟通。

“谁也不知道会出这样的事儿，一个这么小的
女孩子就这样没了。 ”邻居大姐惋惜地说。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玉玉生前在学校与一个
同学发生点小口角，责任在玉玉，玉玉妈妈知道后
非常生气，再加上玉玉学习没有达到预期的成绩，
周末玉玉回家后就对玉玉实施“教育”，没想到酿
成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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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因学习差，13 岁女孩被亲妈打死
看中国·深读

（来源：《大河报》）

11月 13 日晚上 8 点， 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鹤煤
总医院急诊室爆出猛料， 一个 13 岁女孩疑因学习成
绩差被亲妈打死，送到医院前就没有了呼吸。 11 月 14
日上午 10 点， 鹤壁贴吧和微博等流出一组女孩被抢
救时的图片。 随后笔者展开调查，警方表示女孩妈妈
已被刑拘，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中。

爆料：女孩因学习不好被亲妈打死

调查：医生接诊时女孩已经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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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预约人流手术没去 遭短信辱骂

请本版文字及图片作者与本报联系，即付稿酬。

11月 14 日上午 10 点左右， 笔者根据
线索，赶到鹤壁市山城区鹤煤总医院。 在
急诊室的接诊记录上，笔者看到，玉玉（化
名）， 女，13 岁，13 日 20 时 17 分接诊，地
点鹤壁市山城区耿寺村， 返回时间 21 时

07 分，病情属于入院前死亡。
笔者在爆料人的微博里看到 5 张图

片，前 3 张图片显示，一个女孩躺在急诊
室救护床上，口鼻插着氧气管，一名护士
正在做胸部按压，另一名护士正在给女孩

扎针，小女孩眼睛上翻，看上去毫无气息。
后两张图片是一个 7 人聊天群，一名女护
士发言声讨：“女孩才 13 岁， 因为学习不
好，亲妈疯狂了，直接打死了，昨晚我同事
忙了一夜，气愤不过报警了……”

“已经验证，是亲妈，真不是后妈啊！
我同事都哭了，我同事给小女孩合了好几
次眼睛，都合不上，睁着眼睛走的，可怜的
孩子，希望天堂里没有暴力”。这名女护士
既惋惜又愤愤不平地与朋友聊天。

抢救现场

“别占着茅坑不拉屎” “趁着年轻多
做点人流， 以后不孕了记得联系我” ……
就因为网络预约做人流手术没去， 电话
没接， 陕西汉中张女士被医院咨询师发
短信辱骂。

张女士今年 24 岁， 她和老公结婚三
年多， 已有一个快两岁的儿子。 而就在
前不久， 她意外怀孕了。 “我和老公暂
时也没有要二胎的打算， 就想做人流。”
张女士说， 10 月 26 日， 她无意中搜到了
汉中同仁医院， 于是根据网上的联系方
式， 就打去电话咨询。

“我就想找个医院咨询一下， 再了
解下手术费用等情况。” 张女士说， 当
她和医院咨询师沟通时， 对方让她先加
QQ， 可以发些手术前的注意事项， 她

没有加 。 随后， 咨询师说可以留下电
话， 帮她进行网络预约。 看张女士有些
犹豫， 咨询师说， 网络预约做手术时不
仅能免检查费， 还能减免 200 元的手术
费 。 随后， 她便勉强预约了。 而第二
天， 为了了解情况， 她和朋友悄悄到了
这家医院， 觉得不太理想便离开了。

10 月 28 日下午， 同仁医院的咨询师
又打来电话。 张女士说， 当时儿子在旁边
哭闹， 又怕对方喋喋不休， 于是她就直接
挂断了电话。 没想到， 正当她管孩子时，
紧接着连续几个陌生号码不断打来， 她都
没有接。 之后， 她给曾经的预约电话发了
一条短信， 说自己已经做了， 希望对方不
要再打扰了。 没想到对方发来了辱骂短
信： “别占着茅坑不拉屎……”

张女士提供的短信记录显示， 10 月
28 日下午 4 时 33 分， 她给对方发了一条
短信 ： “我已经做了， 麻烦别打扰我
了。”

10 月 28 日下午 4 时 36 分， 对方回
复 “既然不过来， 不需要这个专家号，
别人需要。 别占着茅坑不拉屎， ××。”

10 月 28 日下午 4 时 49 分， 张女士
回复“神经病。”

10 月 28 日下午 4 时 51 分， 对方回
复 “你×××才是神经病， 你才是真心
有病， 不然你怎么会在网上找我咨询，
趁着年轻多做点人流， 以后不孕了记得
联系我。”

11 月 12 日， 笔者来到了汉中同仁医
院， 一名蔡姓院长根据手机号码， 找来

了接电话的咨询师屈某。
屈某说， 短信确实是她发的， 但她

也很委屈。 “当时对方直接挂了电话，
而且还说 ‘别烦老子了’， 让我很气
愤。” 屈某说， 她一时冲动才发了这些
短信 ， “现在想起来很后悔 ， 做这事
就是损人不利己。” 对此， 蔡姓院长表
示， 一定要严肃处理， 并让屈某立即
给患者发短信道歉 。 随后， 张女士打
来电话称， 对方确实已经向她道歉了。

陕西际傧律师事务所律师魏明说，
患者虽然预约了， 但并未建立服务合同
关系， 作为医院应该尊重患者的意愿，
如果发送带有侮辱或涉及人身攻击的短
信， 还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来源： 《华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