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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钝性暴力致闭合性颈部损伤 死于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

!

晚报记者 徐松 文
!

图

本报讯 周秀云死亡原因于
-

月
$3

日公布

后! 央视 "焦点访谈# 和 "东方时空$ 栏目再

次聚焦 !如图"%

$

月
-

日! 记者电话采访王

友志时! 他表示全家仍在太原医院等待有关部

门针对此事的处理结果%

在央视 "焦点访谈$ 和 "东方时空$ 栏目

中! 记者采用了现场民警的出警执法仪视频&

工地监控视频& 派出所部分视频和现场人员的

手机视频等音像资料! 并深入采访现场多位目

击者! 深度还原了现场发生的一切%

央视报道显示! 周秀云的儿子王奎林和几

位工友准备回工地生活区! 因未戴安全帽被保

安阻拦在门外% 王奎林等人反问保安为啥也未

戴安全帽!双方因此发生纠纷%原本是一个很容

易解决的口角!但由于众人的参与!火药味越来

越浓% 后来!王奎林的父亲王友志&母亲周秀云

赶到现场!在关于戴不戴安全帽的激烈争辩中!

王友志提出了穿越工地是去要工钱的说法% 随

后!保安报警!龙城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准备带

相关人员回派出所! 王奎林在混乱中挨了一记

耳光倒地!现场争执再度升级%

央视报道的视频显示! 当王友志被铐着押

上警车后! 周秀云拦着警察不让带其他人! 警

察揪住她的头发拧着脖子强行将其摁倒在地%

倒地之后周秀云便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警察

踩着她的头发% 回到派出所后! 王友志等人被

殴打! 王友志
.

根肋骨骨折%

太原官方公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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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侦查工作

进展情况显示*

$5!"

年
!

月
$3

日! 受太原市

人民检察院委托的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

心出具了 +法医学鉴定意见书$! 根据对死者

周秀云的尸体检验及法医病理学检查结果! 结

合现有案情资料& 病历资料& 毒物化验结果综

合分析! 认为周秀云系因钝性暴力致闭合性颈

部损伤 !颈椎骨折# 颈椎间盘断裂 # 颈髓挫

伤"! 而死于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十

八条第二款 '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

实施的其他重大犯罪案件! 需要由人民检察院

直接受理的时候! 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

定! 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之规定! 经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批准! 决定由太原市小店区

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王文军& 郭铁伟& 任

海波涉嫌故意伤害罪直接受理立案侦查 % 目

前! 案件正在依法加紧侦查中%

昨日上午! 记者电话联系了王友志! 他称

自己仍在太原医院进一步接受治疗! 但已没有

医药费% 王友志说! 前几天! 一中年妇女到其

住的病房偷盗并演变成从其女儿手中抢夺存有

纠纷现场视频资料的手机% 后王友志等人将该

女子困在病房内并报警% 民警赶到后! 该女子

称其是派出所办案民警% 出警民警无法处理%

无奈之下! 王友志拨打太原市公安局督查电

话! 该女子被督查带走%

王友志说! 他和儿女已看到各媒体的最新

报道!全家仍在医院等待事件处理结果%

!周口女民工讨薪被太原民警打死"追踪!周口女民工讨薪被太原民警打死"追踪

立春到 天气好

周平均气温为
!"#!

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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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张燕 实习生 叶贝贝

本报讯 本周将迎来二十四节气的第一个节

气立春
6

在此期间!气温会缓慢回升% 值得注意的

是!立春时节乍暖还寒!市民出门仍要注意保暖!

谨防感冒%

根据+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
$

月
7

日
!!

时
"8

分将迎来'立春)节气 !而这天也进入

'六九)的第一天% 古籍+群芳谱$对立春解释为*

'立!始建也% 春气始而建立也)% '立春)是从天文

上来划分的% 在气候学中!春季是指候,

"

天为一

候-平均气温
!9+

至
##+

的时段% 不过!立春节气

后!人们会明显感觉到白天变长了!太阳也暖和多

了!气温&日照&降水趋于上升或增多%

结合本周的天气情况来看! 老天也很应景%

'本周基本无降水!气温呈现的是缓慢上升趋势!

#

月
"

日后!我市最高气温将在
-9+

以上% )市气象

专家介绍!周平均气温为
-/9+

至
#/9+

!与历年同

期平均值相比偏低!周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
"+

左

右%

本周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周一多云.周二&周

三晴间多云.周四&周五多云间晴天.周六&周日晴

天间多云% 温馨提示*立春期间是由冬寒向春暖

转换的时节!阴寒未尽!阳气渐生!气候日趋暖和!

但气候变化较大!人们要格外注意防病和保健%在

精神方面!要力戒暴怒!更忌情怀忧郁!做到心胸

开阔!乐观向上!保持心境愉悦的好心态%

线索提供 任晓燕

本报两次曝光 违章建筑一年后才被拆

!

晚报记者 朱海龙 文
!

图

本报讯
-

月
49

日上午! 周口市中

心城区六一路周口国安广电网络传输有

限公司院内的违章建筑被依法强制拆

除% 早在
#9-4

年
3

月 ! 该违章建筑初

建时本报就曾两次曝光! 遗憾的是这里

还是建成了门面房并出租营业一年多%

目击# 违章建筑被依法强制拆除

-

月
49

日上午
8

时! 记者赶到七一

路与六一路交叉口! 看到位于路口东北

角的一两层违章建筑正被挖土机强行推

倒% 现场执法人员讲! 此次拆除是由川

汇区 '两违办 ) 和陈州办事处共同执

法%

记者看到! 不到半个小时! 这处违

章建筑已被拆得面目全非%

回顾# 相关部门承认是违章建筑

#9-4

年
3

月! 市民王先生致电本

报新闻热线
6

称位于七一路与六一路交叉

口东北角周口国安广电网络传输有限公

司院内突然多了一处建筑! 怀疑该建筑

是违章建筑%

当年
3

月
-:

日! 记者在现场看到!

该建筑有两层高! 属钢架结构! 整体已

基本建好%

王先生说* '该建筑位于闹市区!

整个房屋的造型和颜色都与附近楼房显

得格格不入% 像这样的房屋应该没有相

关部门的审批手续 % 如今我市正在对

/两违0 进行治理! 没想到违章建筑就

出现在闹市区%)

记者就该房屋是否属于违章建筑采

访了相关部门% 川汇区 '两违) 办公室

称! 该建筑是违章建筑%

质疑# 违章建筑 $生存% 一年多

本报报道后! 自称 '国安公司) 相

关负责人来报社说明情况! 称他们单位

院内空间比较小! 没有职工食堂! 建这

座房屋是为了解决职工就餐%

记者调查发现 ! 该建筑的用途与

'国安公司) 相关负责人的说法并不一

致! 而是变成了门面房! 开始时这里开

了一家饭店! 一年后这里成了早餐店!

最后这里成了手机体验店%

本报两次曝光! 相关部门也承认是

违章建筑! 却迟迟不见动真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