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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小学生同天流鼻血请假》追踪

西城区教委作出处理意见：操场暂停用 与家长共请权威部门检测 并成立专门调查组 同时——
—

全面排查同期施工学校操场
西城区教委 操场暂停使用 专门调查组成立
近日， 西城区北京第
二实验小学白云路分校的
多位家长反映， 孩子出现
了流鼻血症状， 部分家长
怀疑与学校修缮改造操场
有关。
今 天 上 午 ，《法 制 晚 报 》

记者获悉，该校全校放假。 今
天 上 午 西 城 区 教 委 表 示 ，将
成立专门调查组调查此事，
并与家长共同聘请权威检 测
部 门 进 行 检 测 ，同 时 对 2015
年同期施工的 学校操场进行
全面排查。

今天上午， 记者从西城区教
委获悉对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白云
路分校操场问题的处理意见。
处理意见指出：2015 年暑期，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白云路分校操
场进行了改造施工。 近日，有学生

▲

为确保学生身体健康，现采取以下措施：

本报昨天相关报道版样

1.成立由区教委、学校、专家、家长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共同开展工作。

进展 涉事学校今天放假
今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学
校大门紧闭。
学生家长王女士称，昨天夜里接
“
周一
到学校的通知，今天学校放假，
是否继续上课还未接到通知”。
王女士称，其孩子上四年级，今
天上午， 老师已经把学习内容发给
家长。 其孩子的学习内容为预习新

家长反映操场有异味， 还有孩子
身体不适。 区教委得到信息后，启
动了施工核查倒查机制。 为消减
异味， 施工单位采取了覆盖光触
媒的办法， 用于降解空气中有毒
文 / 记者 赵颖彦
有害气体。

2. 与家长共同聘请权威检测部门，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出来之前，
课程，复习已学课程，还有总结改错
之类，并留有单词听写等作业。
据王女士介绍， 学校昨晚召集
家长开会，会上学校确定三件事：
周四召开校方与有检测方面专
业知识的家长参与的讨论会， 确定
选择质检机构及检测方法； 对校园
室内及室外操场均进行检测， 检测

时间为本周六、日。
此外，原计划本周六、日对红色
跑道进行铺设硅 PU 涂层， 即上周
日绿色场地的涂层， 该涂层起覆盖
作用， 可有效避免原场地味道或气
体的发散， 由于目前尚未确定是否
铲除跑道，故该工作暂时搁置。
文 / 实习记者 李东

学校操场停止使用。

3. 成立专门调查组，负责专项调查此事。 依据调查结果追查原因，
谁的问题追究谁，绝不姑息。 调查情况随时向家长公布。

4. 为确保学生的健康，对于学生家长反映的学生身体不适等问题，
区相关部门提供专业的指导和相关医疗帮助。

5. 对 2015 年同期施工的学校操场进行全面排查。

三人“呷哺”就餐后集体呕吐
食药监部门称检查门店暂未发现问题
5 月 30 日晚， 中国地质 大 学
三名大学生在五道口华联地下一
层的呷哺呷哺火锅店就餐，用餐途
中三人均出现呕吐和低烧等症状。

呷哺负责人表示，可支付三人医药
费，事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海
淀区食药监部门称，对涉事门店进
行检查暂未发现问题。

讲述 就餐后三人相继出现身体不适

大众轿车连撞多车

供图 / 冷先生

男子醉驾闯祸
致一死五伤
前晚在冰窖口胡同连撞多车及行人
警方称事故仍在调查中

一男子被撞后倒地

目击

6 月 1 日 23 时许， 一辆大众轿车在积水潭附近的冰窖 口胡
同连撞多车和行人。 据警方通报，肇事司机王某属于醉酒驾驶，事
故导致一死五伤。

大众车“
嗖”地冲过路口 撞人又撞车

目击者冷先生称，6 月 1 日 23
时许， 他正在事发地马路东侧等红绿
灯，看到一辆大众轿车“嗖”地一下
自东向西从眼前飞过， 开过冰窖口
胡同，
“
那轰鸣声音和速度， 感觉得
有 100 公里 / 小时”。 冷先生和路
人都被吓了一跳， 随后就见大众
车直接将两名行人撞倒。 冷先生
回忆，在这个过程中，他听到了刹
车声音，但是看情况根本刹不住。
撞人后的大众车依旧往前开，
直到撞到一辆正在拐弯的奔驰车
车头才停下来，奔驰的车头被大众
撞坏。 冷先生闻声赶过去时，看到
一男一女被撞倒在地，其中被撞的
男子一动不动，在他附近还有一辆

被撞倒的电动车。
大众车被截停之后，事件并没有
结束， 这时一辆别克 GL8 赶来停了
下来，从车上下来几个男子抓住大众
车的司机就开始打，一边打还一边在
骂
“
撞了车还跑，一身的酒味”。
另外一名目击者王先生告诉
记者，他路过现场时看到有很多人
在围观，
“
肇事司机坐在路边， 脸上
全部是血，只能看到两只眼睛呆呆
地看着大家，一句话不说，好像也吓
傻了”。
记者向急救部门核实，前晚积
水潭附近确实发生车祸，现场有一
人当场死亡， 受伤的共有 5 人，其
中 3 人比较严重。

通报 肇事司机为醉驾
北京交管局通报称，6 月 1 日
23 时，在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冰窖
口胡同西口，王某驾驶京 Q 牌照小
客车由东向西行驶，适有赵某驾驶
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进入路口通
行，王某车前部与赵某车右侧接触
后，王某车前部又与路口西侧吕某
及由西向东行驶的冯某驾驶京 N
牌照小客车前部接触， 冯某车后部
又与道路南侧护栏接触。
事故造成赵某当场死亡， 王某
等 5 人受伤，两车损坏。经检测，王某
血液酒精含量为 83.7mg/100ml，按
相关法规属醉酒驾驶。目前此案件正
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文 / 记者 石爱华 张婷

据其中一名大学生刘雨 （化
名）介绍，三人当时点的是清汤和
咖喱的组合锅，就餐中，刘雨突然
感觉肚子不适并出虚汗， 瘫软无
力。另一人也突然肚子不舒服去了
卫生间。
“吃完后三人走出呷哺店 50
米左右，我又开始呕吐。 ”刘雨回
忆， 三人随后一同去了北医三院，
另外两人也相继出现了低烧、呕吐
等症状。 刘雨称，自己在医院排队
的三个多小时，呕吐了至少八次。

在做了相关化验后， 刘雨称，
医生发现三人白细胞、淋巴细胞百
分数等项目指标异常，“诊断为食
物中毒”。 记者看到三人诊断证明
书中写明，“诊断：呕吐待查—急性
肠胃炎不除外”。
昨天，刘雨告诉记者，自己还
没有完全恢复，仍躺在寝室，“因为
我食物中毒后就起了荨麻疹，我现
在希望他们能带我们去医院做个
系统检查。”在刘雨出示的图片中，
记者看到她的手肘处布满了红疹。

呷哺 可支付医药费 但店内检查符合总部要求
刘雨称， 三人与呷哺店交涉
时，呷哺店经理要求拿出能证明店
内某个食物导致她们食物中毒的
证据。 昨天下午 4 时许，自称呷哺
呷哺餐厅运营负责人的经理发了
道歉短信给刘雨，短信里面表示对
于刘雨及其朋友周一在餐厅用餐
时发生的事情深感抱歉，并询问了
她们目前的身体情况。
昨晚，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公共事务部高级经理张军表

示， 他们已经对出事餐厅做了卫生
检查，包括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物
料运输以及食品加工过程等六个方
面都做了检查，
“
检查结果是符合总
部对食品安全的要求。 ”
“我们可支付已产生的医 药
费，表达企业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对
客人的关怀。”张军说，目前事情具
体原因还在调查之中。但刘雨希望
呷哺带三人做深度体检看是否影
响健康之后，再来谈赔偿的事。

食药监部门 检查暂未发现问题
上午记者从海淀区食药监
局获悉，事发后
“
呷哺呷哺”以咨
询的方式联系了学院路食药所。
学院路食药所对该店的食
品安全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
发现该单位有 《食品经营许可
证》、《工商营业执照》， 所有从
业人员均持有效健康证明；该
单位现场内外环境符合卫生要
求， 操作间内从业人员穿衣戴
帽整洁； 该单位实行原材料货
物企业总部统一配送， 均留存
配送清单和检测报告； 现场未
发现其他违法问题。 如发现问
题将严肃处理。
文 / 记者 张丽 实习生 汪璟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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