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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孕妇坠楼事件：

涉事医院两人被停职
商丘10岁女孩
考352分上大专

据 新 华 社 西 安 9 月 11 日 电（记 者
刘彤、高音子）记者 11 日从陕西省榆林
市委宣传部了解到，根据绥德“8·31”孕
妇坠楼事件调查处置领导小组的调查，
榆林市卫计局于 10 日晚决定：对榆林
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主要负责人和妇
产科主任停职，并责成医院即刻对管理
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进行整改。
事件发生后，榆林市委、市政府和
陕西省卫计委高度重视，成立了榆林市
绥德“8·31”孕妇坠楼事件调查处置领
导小组。
经过认真分析，调查组认为这次孕
妇坠楼事件，主观上反映出医院对孕妇
的人文关怀和周到服务不够，客观上也
反映出了医院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疏
漏，主要有：一是未能落实紧急情况下
人员调配制度，医护人员的配备不能满
足紧急情况下工作需要；二是监护存在
漏洞，医护人员对孕妇观察不够细致，
病程记录不够完整，对孕妇的整体评估
不够全面，与患者沟通交流不够；三是
医疗安全管理上存在薄弱环节，如门禁
制度、患者安全管理制度和孕妇安全制
度落实不到位。
为强化医院管理，10 日晚，榆林市
卫计局决定对榆林一院绥德院区主要
负责人和妇产科主任停职，责成医院即
刻对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进行整改。

9 岁已参加过高考
本报讯 9 月 10 日上午，连续两年
参加高考的商丘 10 岁女孩张易文在家
人的陪护下来到商丘工学院新生报到
处办理入学手续。张易文于今年 4 月 9
日报名参加了商丘工学院的单招考试，
考试分数为 352 分，被该校信息与电子
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录取，
为大学专科三年制。
2016 年，9 岁张易文的首次参加高
考，总分考了 172 分。由于张易文从未
参加过义务教育，而是在父亲开设的培
训学校读书，并称课程已经读到高中阶
段，事情传到网上引发网友热议，有人
称其为“神童”，也有人视其为“炒作”。
复习一年被大学录取

高颜值大长腿的
女子国旗班
9 月 10 日，重庆，靓丽高挑
的外表，整齐统一的着装，女子
国旗班是西南大学一道独特的
风景。
女 子 国 旗 班 于 2007 年 成
立，今年是第十届。学生们来自
不同学院，正念大二或大三，平
均年龄 20 岁，平均身高 1.73 米。
每次学校举行重大活动，女
子国旗班都是一道亮丽的风
景。伴随慷慨激昂的国歌声，升
旗手动作标准地升起国旗，其他
队员敬礼注视国旗冉冉升起。
（视觉）

浙江数百吨病死猪掩埋
刑拘5人，
掩埋点已无害化处理
据新华社杭州 9 月 11 日电（记者岳
德亮）经浙江湖州市公安机关初步侦查
和犯罪嫌疑人交代，湖州工业和医疗废
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先后 6 次将病死
猪拉出掩埋，累计掩埋数量约 300 吨。
截至 8 日，工作组对发现的 3 处病死猪
掩埋点全部进行了无害化处理。湖州
市公安部门已对此立案调查，刑事拘留
5 名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侦查之中。
8 月 30 日，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湖州转办了反映“三天门附近地
下埋有死猪”的实名举报。
湖 州市政府 9 月 11 日的最新通报
称，
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3 月间，
湖州市
工业和医疗废物中心有限公司在处置
病死猪过程中，
受利益驱动，
在时任负责
人施政（因另案已被判刑服刑）指使下，
将全市运至该公司应该焚烧处置的部
分病死猪拉至后山（大银山）予以掩埋。
公安机关在侦查中获悉，湖州工业
和医疗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病死动
物储藏冷库容量为 50 吨，作案过程中
先后 6 次满库后拉出掩埋，累计掩埋数
量约 300 吨。掩埋点位于湖州经济开
发区三天门村与长兴县李家巷镇青草
坞村交界处的大银山中，共有 3 个。
9 月 1 日起，第三方有资质单位绍
兴市环保科技服务中心进驻现场开展
环境损害评估。
湖州市农业部门提供的监测信息，
在本次死猪深埋点采集的相关标本中
未检出 H5、H7 流感病毒和口蹄疫病毒
等人畜共患病病原体。
目前，由浙江省政府派出的专项指
导组已到湖州对该事情的处理进行督察。

重庆火锅店为女员工征婚：
免费提供订婚宴
本报讯 重庆市渝北区水晶郦城的一家
火锅店老板在店门口打出巨幅征婚广告，给
店里的一名女员工征婚，并称如果征婚成功
将送订婚宴，新人可选择中餐或者火锅。9
月 10 日，重庆商报记者来到这家火锅店了解
真相。
9 月 10 日下午 5 时许，记者来到水晶郦
城的这家火锅店看到，店门口果然贴着一张
巨幅征婚广告。广告上有征婚者的照片，广
告里说：如果您或者您的朋友对这次征婚有
兴趣，都可以联系我们。如果征婚成功，火
锅店将免费提供订宴婚，可以是中餐，也可
以 是 火 锅 …… 这 次 征 婚 不 是 作 秀 ，不 是 广
告。品行不佳想要玩暧昧的人请回避。
“我们是 9 月 5 日贴出征婚广告，起初
吃饭的客人都认为我们是作秀，是在搞促
销。”火锅店的一个女员工说，但征婚的人确

成人高招招生
报名时间：9 月 12-25 日
咨询电话：0375—7663070
地址：平顶山市工业学校

13087065199

父母不希望学校“特殊化”
谈到 10 岁女儿的大学生活，张民
弢告诉记者，他对于女儿的大学生活非
常放心，
“她独立能力还可以，相信能和
老师、同学相处得不错。”
张易文的母亲李韩英表示，学校对
于女儿非常照顾。入学报到时有工作
人员一路引到，很快办完了入学手续。
进入宿舍后，室友看到张易文年纪
较小，就把下铺床位主动让给了张易
文，这一行为让李韩英特别感动。
虽然女儿的室友与女儿年龄相差
10 岁，但李韩英并不希望女儿被“特殊
化”，她希望女儿可以在学校开心学习，
快乐成长。
“想家了就回家，我们离学校
很近。”
由于李韩英经常带女儿来商丘工
学院参观，张易文对于大学生活并不陌
生，性格反而更加乐观开朗。
“我会树立
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不让爸妈操心，和
老师、同学好好相处。”张易文笑着告诉
记者。
（李华锡）

平顶山学院、河南城建学院2017年成人招生
专业
法学、会计学、市场营销、土木工程、道路桥梁工程
技术、交通工程、工程造价、工程管理、给水排水工程、园林技术、城市
燃气工程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等教育、汉语言文学、护理学、临床医学、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等 100 多个专业。

准时毕业
联系电话：0375—3670001 13103750390 13353751558 田老师
地址：平顶山市湛南路技师学院院内（城建学院老校区）

学信网可以查询
全国承认学历

河南师范大学、郑州轻工业学院、河南工学院平顶山市工业学校
函授站招生专业：
学前教育、
行政管理、
会计学、
机械设计与制造、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物流管理、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

实是他们店里的一名大姐，一点假都没有。
记者了解到，征婚的女主角姓李，家住
四川德阳，今年 42 岁，离异。李大姐告诉记
者，她离婚已经 10 年了，一直在重庆打工并
照顾儿子。21 岁的儿子今年考上了大学，于
是她准备回老家，不想再在外面打拼。结果
火锅店的女老板执意要她留下。
“这家火锅店成立以来，我一直在这里
做事，大概有 1 年半了。”李大姐说，女老板人
很真诚，对她也很信任。女老板知道她一直
单身，就给她出主意征婚。
“只要征婚成功，老板个人愿意免费送
订婚宴。”李大姐说。
“我只想为员工做点实事，是真心希望
她找到另一半。”火锅店女老板说，她衷心希
望李大姐征婚成功，不在乎订婚宴要花多少
钱。
（郑三波）

中国青年网记者了解到，2013 年，
张易文的父亲张民弢在商丘办了一个
私塾，女儿一直在里面学习，他和妻子
就是孩子的老师。随后，张易文一直跟
随父母学习，并未接受过义务教育，张
民弢表示女儿的课程已经读到高中阶
段。
去年参加过高考后，张易文的父亲
称成绩不理想，明年将会继续参加考
试。9 月 10 日，记者联系到张易文的父
亲张民弢，他向记者讲述了女儿近一年
的备考复习过程。
张民弢说，张易文从去年年底就针
对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等科目重新梳理
和复习了一遍。春节过后，张民弢为女
儿报名了高考复读班，更加有针对性地
进行了一次复习。
今年 4 月 9 日，张民弢为女儿报名
参加了商丘工学院的单招考试，张易文
考试分数为 352 分，并被该校信息与电
子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录
取。
虽然是大学专科三年制，但张民弢
对女儿给予很大希望，
“可以的话，希望
她能读到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