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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

吃到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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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进入ZAKER潇湘
看
“包厢里炭火烧烤吃昏迷”
视频

烧烤+美酒，
吃完进了医院

千里追凶擒获14年前命案逃犯

顾客认为店方设备不合理导致
“一氧化碳中毒”
；
店方称可能是酒的问题
本报记者骆一歌 长沙报道

“老板，
来一份五花肉。
“
”服务员，
加点火，
再来十个鸡翅。
”
冬天里，
围着火炉吃着
烧烤、
喝着小酒，
可谓美滋滋。
可是，
想起烧烤，
长沙刘小姐就感觉不舒服。原来，
几天前，
她和朋友本来正在放
着炭火盆的包厢里，
享受着烧烤、
美酒，
结果，
怎么也没有想到，
却全进了医院。

▲

刘小姐
一行人所
在的包厢
（右）。
视频截图

12 月 18 日中午，刘小姐一行 6 人来到位
于乐和城负一楼的“壹号集市”烤肉店用餐，
接下来，5 人相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头晕”、

“乏力”甚至是“晕厥”现象。
吃饭时大家喝了酒，并且两盆炭火在包
间内燃烧了约 3 个小时。究竟为何会出现身
体不适？12 月 22 日，店家和顾客给出了不同
的说法。

十四年前在湖南、广东两地犯下两起命案的
逃犯黄某被抓获。
天心警方供图

顾客 5人餐后出现不同程度
“晕厥”
12 月 22 日，刘小姐告诉潇湘晨报记者，直
到现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有身体不舒服
的状况。
根据账单显示，当时刘小姐一行共有 6 人
在包间用餐喝酒，除了吃的外，他们点了炭火
盆，后面在隔壁又加了一个炭火盆。后来一
人有事先走了，剩下 5 人。大概两三个小时
后，其中一名女生表示自己出现了不适，
“我
们一开始以为是她身体不太舒服，另外一个
人去扶她，结果发现自己没有力气了”。接
着，剩下的人也相继“感觉头疼、恶心，还吐
了”
，
并出现不同程度的“晕厥”。
店员随即叫来了救护车，并将不适的 5 人
送往湖南省中医院，医院给 5 人做了输氧、打
葡萄糖等治疗。然而，5 人依然感觉不适，于
是转到长沙市第一医院治疗，医生在诊断证
明上写下
“一氧化碳中毒可能”。

本报长沙讯 12 月 22 日 19 时许，随着昆明开
往长沙的高铁缓缓驶进站台，十四年前在湖南、
广东两地犯下两起命案的逃犯黄某被天心分局
刑侦大队民警押解回长。
时间回到 2004 年 9 月 10 日，在天心区路边井
某居民楼，一具高度腐败的女性尸体被发现。天
心分局警方侦查发现，当时和死者有过来往的黄
某有重大作案嫌疑，但黄某在案发后不知去向。
天心分局随即将其列为逃犯进行追缉。同年 9
月 6 日，在广东郁南县某地，当地一名女子被杀
害，黄某也被列为重大嫌疑人被广东警方通缉。
十四年来，天心分局刑侦大队历任侦查民警
多次奔赴广西、广东两省多市进行调查摸排，搜
集线索，但是黄某仿佛人间消失了一般，杳无音
信，也从不与家人联系。办案民警甚至一度怀疑
他已经死在流亡的路上了。今年初，专案民警通
过分析，发现黄某这些年很可能藏身于云南昆明
某地，以打零工方式生存。经过精心研判和摸排
调查，民警基本掌握了黄某的活动轨迹，但是其
狡猾多端，防备心很强，从不在别人面前吐露自
己的经历和名字。
12 月 20 日，刑侦大队主管重案的副大队长
易浩带队奔赴昆明实施抓捕。12 月 21 日上午 9
时许，当黄某出现在昆明北站地铁站时，早已跟
踪至此的天心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将黄某抓获。
黄某被抓后，一度惊慌失措，说自己叫朱某凡，但
是说不清身份信息。在办案民警的审讯下，黄某
终于承认自己叫黄某，十四年前在长沙、广东郁
南两地因为私人恩怨将两名女性残忍杀害的事
实。黄某交代，十四年以来，逃亡路上从未和家
人联系，先后逃窜至广州、贵州、云南等地，最后
在昆明定居下来，以厨师、保安、打零工、帮别人
卖海鲜等方式生存，自以为瞒得天衣无缝，无人
知晓自己的行踪。
记者曹伟

12 月 22 日，潇湘晨报记者看到了湖南省
中医院的诊疗报告单，患者自述出现了头痛、
头晕恶心、干呕、行走不稳的状况。根据初步
诊断，有三种可能性：食物中毒、酒精中毒和
一氧化碳中毒。长沙市第一医院的检测结果
显 示 ，刘 小 姐 的 一 氧 化 碳 血 红 蛋 白 含 量 为
4.1%（正常范围是 0 至 2%，最低 10%达到中毒
标准）。刘小姐表示，由于当时已是事发 12 个
小时后，并且在之前已经做了相关处理。
刘小姐介绍，当天大家位于“饭店最里
面，没有窗户的包厢，空气不对流并且室内有
两盆炭火”，她认为，是店内相关设施设置不
合理导致多人“一氧化碳中毒”，故应该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由于没有腹痛等感觉，刘
小姐一行人与店家都排除了食物中毒的可
能。但究竟是一氧化碳中毒还是酒精中毒？
店家与顾客有不同的说法。

提醒

店方 结论出来前不贸然认领责任

吃烧烤尽量使用电磁炉
天气寒冷，烧烤等食物成为很多人隆冬
时节的选择，在自然通风无法实现的情况下，
应选择非密闭的包厢，因为即使餐厅有集中
的通风系统送入新风，也很难将燃烧产生的
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完全排到餐厅外。
此外，尽量选择使用电磁炉的烧烤店吃
烧烤。因为在使用电磁炉和电炉子的过程中
不会产生一氧化碳，可以杜绝一氧化碳造成
的危害。如果是炭烤，无论是什么品种的炭，
在不完全燃烧的时候都会产生一氧化碳，所

以一定要保证空气中氧气充足，才有机会减
少一氧化碳生成。
消费者在烧烤时，一旦出现头晕、头痛、
乏力甚至昏迷症状时，首先要考虑一氧化碳
中毒，应尽快让伤者离开中毒环境，并立即打
开门窗，流通空气，离开现场及时就医。
一名烧烤店经营者表示，服务员会通过
在顾客吃完后第一时间回收炭火的方式来
“赶客”，呼吁消费者不要长时间待在有炭火
的空间内。

22 日下午，潇湘晨报记者来到位于乐和
城负一楼的“壹号集市”烤肉店。记者看到，
当天刘小姐一行人的包间位于最里面的位
置，它与走廊之间由半截布帘隔开。排气装
置位于走廊的天花板上。
壹号集市的负责人吴先生称，包间内有
两个炭火。
“ 看他们吃得差不多了之后，服务
员准备去撤，他们说不用。”之后，服务员强行
撤下了其中一个，
还留有另外一盆炭火。
吴先生表示，这顿饭的时间略长，从 1 点
一直吃到了 4 点，期间持续了 3 个多小时。此
外，他认为 5 人不适的原因，除了长时间待在

有炭火的房间外，可能还与他们喝了酒有关。
“一般这种情况，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客
人又喝倒了。”据了解，当天一行人自带了一
瓶红酒和两瓶果酒，
“其中两瓶是韩餐的勾兑
酒，他们喝了不少还是混着喝的”。而对于
“醉酒”一说，刘小姐予以否认：
“ 这个量无论
如何并不足以导致五人都酒精中毒。”
记者看到，
目前，
店家已将 3 瓶酒用保鲜膜
封口保存下来。吴先生表示，
打算接下来带至
相关部门进行鉴定，
“先要确定是不是酒的问
题”
。同时，
店方表示，
在最终结论出来前，
不贸
然
“认领”
责任，
也支持顾客走法律程序维权。

天 下 刘强东案女方民事诉讼可能拼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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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球飞行第一人”
遇难

检方称存在严重的证据不足问题；
女方计划提起民事诉讼

说法
处在舆论风口浪尖上百天之
久的刘强东，
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由于存在严重的证据问题（不足），
检方不会以性侵罪起诉刘强东。
而不予起诉决定成为人们
关注焦点的同时，
两份当事双方
律师各执一词，
似乎在说：
这事还
没完。

刘强东承认发生性关系
随着检方不予起诉的消息而来的，还有刘
强东的
“悔过书”
和他律师团的一纸声明。刘强
东承认了自己和女生发生关系的事实，但他强
调，
自己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并且有人在散布误
导信息。刘强东律师的声明则给出了更多的
“详细说明”：
“女方曾主动向刘强东先生敬酒”
“女方主动说她想参加聚会”
“女方主动与刘强
东先生亲热”
“ 女方主动挽着刘强东先生的胳
膊走进了大楼”，以及事后“女方反复索要钱财
并威胁曝光”
等。
女方律师 Wil Florin 则表示他们会坚持上
诉。
“如果谁想知道性侵受害者缘何踟蹰不决，
不
要有一个疑点说明刘强东没强奸，就达不到定
愿站出来向权威机构伸张正义，
只要看看亨内平
综合本报记者朱宗威 成都商报报道
罪标准”。比如事发当晚，在女方公寓外有居
县检察官办公室处理这一决定的方式就知道
北京时间 12 月 22 日凌晨，京东创始人刘强
民撞见二人，发现他们举止亲密，如若女方不
了。调查人员从未与受害人见面；
他们从未与受
东在美涉性侵案的处理结果尘埃落定。
情愿，双方势必存在拉扯；再比如女方公寓的
害人进行过面对面的交谈，
他们甚至从未试过去
美国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县检察官弗里曼
门卡只有女方持有，而在房间内对方洗澡时， 会见她的律师。她的故事需要让世人知晓。站
于美东时间 12 月 21 日宣布：
“经明尼阿波利斯
女方是有机会可以逃掉的……刘龙珠律师称， 在她的角度，
我们绝不允许其尊严遭践踏，
真相
市警局彻查，以及四名专门处理性侵案件检察
最致命的就是警方第一次来时，女生没有选择
被掩盖。
”
Wil Florin在声明中认为，
此案应该由
官的仔细审查，认定刘强东涉嫌性侵的案件存
报 案 ，不 但 没 有 报 案 ，反 而 告 诉 警 方 自 己 没
民事诉讼陪审团来决定被告人的命运。
在严重的证据问题（不足），检察官办公室决定
事。
“这对警方来说，将是非常大的障碍。”
记者询问亨内平县检察官办公室是否从
不会以性侵罪起诉刘强东。
”
未见过受害者和律师，该办公室发言人回应称
“女方在财力上拼不起这个钱”
“就像许多性侵犯案件一样，这是一个复
对此不予置评。另据美联社当天的报道，一位
杂的情况。”亨内平县检察官迈克·弗里曼向媒
明州资深刑事律师周东发接受潇湘晨报
明尼阿波利斯警局发言人对此回应称，警方与
体表示，
“它与其他性侵犯案件类似，无法证伪
记者采访时认为，刘强东最终未被起诉，最关
这位女士谈话了好几次。
性行为是双方同意的。当我们审查监控录像、
键的一点是“女方的第一次报警”
。
短信、警察随身摄像机视频和证人陈述时，很
周东发表示，
“检察官的裁量权具有最终决
明显我们无法达到我们的举证要求，因此我们
断性，
不可能再有变化了，
刑事诉讼结束了。女
无法提出指控。因为我们不想让这位年轻女
方当然可以进行民事诉讼。但是我认为女方进
士受到二次伤害，
所以不会进行详细说明。
”
行民事诉讼有很大的风险，
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
针对检方不予起诉决定，京东集团官方微
博发布声明称，
“我们欢迎这个决定，京东集团
呢？第一，
检方没有起诉。如果检方认为，
刘强
刑事定罪必须排除合理怀疑
东有 51%的可能性进行了强迫，检方就可以起
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最
好的服务，为投资者创造长期价值。”
对于“不予起诉”这一结果，美国华裔律师
诉，
起诉以后也可以撤诉，
但是现在刑事案件检
刘龙珠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解释称，不起
方都没有起诉，
说明现有证据的可信度很低，
检
记者获悉，截至当日收盘，京东报收 21.08
诉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 首先作为一起刑
方不相信是强迫行为，认为是双方你情我愿。 美元，收涨 5.88%。盘后股价也保持增长，涨幅
事案件，其定罪标准非常高。”刘龙珠称，刑事
现在女方连这个门槛都没有过。
”
近 3%。值得一提的是，
“ 刘强东在美涉性侵”
案发生之前，京东股价为 31.30 美元，市值达
定罪必须“排除合理怀疑”，即有充分证据，几
“民事诉讼主要涉及钱的问题，所以女方
乎 100%证明犯罪可能性才能定罪。
“ 换句话
可以告刘强东。那么刘强东也可以反诉她。 453 亿美元。而事态发展的三个多月期间，纷
扰的流言曾多次导致京东股价下跌。截至尘
说，如果起诉后最终定不了罪的话，检方就输
那么打到最后的话，要看女方的财力能不能够
了。没人想打一场会输的仗。
”
超过刘强东，我觉得这是很显然的一个回答， 埃落定时，京东股价报收 21.08 美元，其市值蒸
发近 148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000 亿元）。
刘龙珠律师称，刘强东案中疑点很多，
“只
女方在财力上拼不起这个钱。
”周东发说。

京东市值蒸发约千亿人民币

刘强东律师所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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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讯 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 20 日，
一架小型公务机在美国亚特兰大市的一个公园内
坠毁，飞机上 4 人不幸遇难。其中一名遇难者就
是
“中国环球飞行第一人”
——陈玮。
据亚特兰大消防救援的发言人科特斯·斯塔
福德（Cortez Stafford）介绍，一架公务机撞上了
美国亚特兰大公园的一个足球场，造成机上四名
乘客全部遇难。运动场后面的房屋遭到严重破
坏，所幸地面上没有人员伤亡。据照片显示这架
飞机的残骸散落在球场上约 90 米长的区域。
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言人凯瑟琳·伯根介
绍，当时这架飞机从附近的富尔顿县的布朗机场
起飞，飞往孟菲斯机场，当地时间凌晨 12 点 15 分
左右坠毁在亚特兰大市的公园内。飞机的大部
分被严重烧毁，垂尾是唯一看上去完好无损的部
件之一。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表示，他
们正在调查这起坠机事故的原因。
12 月 22 日，正忙于公益活动的主持人李锐
也抽空接受了潇湘晨报记者的采访，在谈到好友
“中国环球飞行第一人”陈玮在美国不幸坠机身
亡的消息时，李锐说话的声音明显低沉还带着哽
咽。
“玮哥（陈玮）生活在美国二十多年了，他是我
最好的朋友，他也是个特别热心的人，只要是中
国人到了美国去，尤其是湖南人，无论他有多忙
的工作，他都会热心帮忙……”
李锐回忆说，自己与陈玮第一次见面是缘于
湖南卫视举办一场全球的华人春节晚会，
“ 他当
时回长沙，我们沟通之后，他开着自己的飞机，带
我们去到每一个国家，去看望在那儿奋斗的中国
人，看望那儿的老乡们，而他完全是义务的免费
的在帮我们完成拍摄，甚至还要掏钱，派他的助
理给我们安排吃住……”
在得知陈玮不幸遇难的消息后，李锐也第一
时间联系了陈玮的家人。
“ 现在我们身边的每个
朋友，都觉得接受不了这种现实。因为就在前一
段时间，我们还在商量一起做公益活动，他的微
博最近一条更新内容，也停留在了支持我们的公
益任务、公益活动。我们已经计划好了要带一些
中国的孩子去到世界的各个地方，让他们可以不
要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可以去看看最美的大自
然，最美的科学和最美的文化。
”
李锐坦言，自己最担心陈玮的爸爸妈妈。
“玮
哥的爸爸妈妈是那种特别开朗的人。现在听了
这个消息，两个老人家就一直没有办法睡觉啊，
我也特别担心他们……”
李锐说，自己已经在沟通，希望可以参加陈
玮的追悼仪式，
“ 我想要去参加一下，去送一下，
但是也要看那边的安排。另外，如果因为一些事
情我去不了的话，我觉得还是用我们商量好的方
式来纪念他，就是把我们要做的事儿（公益活
动），把它做好。”
记者周诗浩

零售价：1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