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疑犯於飲水機下藥 已被刑拘

復旦研究生遭室友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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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約晚上11時，復旦大學在微博上通報了
一則駭人聽聞的消息：該校2010級一名在讀醫科
研究生於4月1日出現身體不適，當晚送至附近醫
院就診，入院後病情加重。醫院組織了多次全市
專家會診，並經病因學調查未發現病因，其後請
警方介入調查。4月11日，警方通報在該同學的
寢室飲水機殘留水中檢測出有毒化合物成分，4
月12日基本認定同寢室同學存在嫌疑。此條微博
一出，立刻引起軒然大波。

來自四川的黃洋，在校期間一直成績優異，
多次獲得獎學金和資助，並被同學們公認堅強樂
觀，而入院前他也曾表示，喝過寢室裡的水後覺
得味道很怪。

神秘短訊助鎖定毒物
復旦大學宣傳部副部長方明16日中午在接受

記者採訪時表示，事發後校方成立了工作小組，
要求收治黃洋的中山醫院全力搶救，並表示會第
一時間向公眾公布及時、準確的信息，但校方並
沒有通報導致黃洋死亡的有毒化合物和來源，方
明稱應等待警方調查結果，校方無權公布。但方
明亦透露毒物並非來自學校實驗室，並稱網上也
可購買。

新華社16日晚上在微博透露，黃洋遭下毒後
的頭幾天無法判斷毒素，治療不起作用，直至第
9天其師兄收到一個奇怪短訊提醒注意一種化學
藥物，警方才依此很快查出作案疑犯。而上海《
東方早報》16日晚上指，初步確定毒物為N─二
甲基亞硝胺，該物質毒性強，常用於醫藥及食品
分析研究，可在實驗動物中人為製造肝損傷的模
型，較小劑量的長期暴露也可能增加肝癌風險。
普通醫院並無庫存，一般由課題組購買。

疑兇或因妒成恨 校方否認
有黃洋同學的好友透過微博發布，下毒者放

了10倍劑量的實驗用藥在飲水機裡，導致其幾天
內迅速肝衰竭肺氣腫繼而腦死亡。該同學沉痛表
示，他曾去醫院探望黃洋，當時死者已全身腫
脹，管子裡呼出的都是血泡，已經完全認不出
來。

截至發稿時，上海警方仍在進一步調查此案
，林某的犯罪動機還沒有公布。此前很多人揣測
疑犯是因妒忌黃洋直升博士，但方明否認這個說
法，並透露兩人其實並不是同一專業的學生，在
兩家醫院的不同科室，研究也是不同方向。

死者生前自己賺學費上學
據記者了解，黃家家境並不好，他在2005年

以優異成績考入復旦，但因為家庭困難，他每年
春節才回一次家，而黃洋一直是他們家的驕傲。
對於兒子的突然離世，黃家父母至今依然不敢相
信。

在醫院送黃洋最後一程的一位女同學告訴記
者： 「黃洋的家境並不好，上大學所有的學費都
是自己賺出來的；此外，黃洋母親還患有耳疾，
黃洋生前曾勤工儉學給媽媽買了助聽器。」而多
名同學亦表示，黃洋不僅是個學習成績優異的人
，同時他也很要強，並且對人非常善良、熱心。

方明表示，接下來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幫助其
家庭渡過難關，特別是安撫黃洋的父母走出喪子
之痛的陰霾。

【本報實習記者朱逸雲上海十六日電】復旦研究生
黃洋遇害，全國震驚。學習醫術本為治病救人，如今卻
用來戕害同窗，其殘忍程度令人髮指。復旦歷史系教授
、社會學家顧曉鳴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對於本校的醫學
碩士生做出這樣的事情表示憤慨，稱這是良知的缺失，
對科學毫不敬畏。

顧教授說，學醫也算是一個科技工作者，如今做出
這樣的事情，一無天理二無人性。退一步來說，作為一
個人總有惻隱之心，就算是競爭也好，嫉妒也好，人和
人之間會有一個界限，這也是做人的底限，不能傷天害
理。尤其是對於一個醫學院的學生來說，以原本用來救
人的醫學知識來害人，說明做人的底線已經突破了。

同時，此次事件是疑犯把毒投到了飲水機裡，這也
就意味有其他人也有可能喝到這個飲水機裡的水。從
這一意義上說，投毒人無視此舉可能會傷及無辜，這是
對公眾生命的一種漠視，也是近幾年來鮮見的一個惡性
案例。

儘管復旦方面表示，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雖然住在

一個寢室，但非一個專業。但談到作案動機，顧教授仍
認為不排除是妒忌。自身也是博士生導師的他說，純淨
校園受到這樣的毒害，教育體制也需要反思。

高校經費名額競爭激烈
追溯起來，高校博士的名額很少，爭奪向來激烈，

如果兩個人住在同一個學校裡，那麼必然會爭得你死我
活，推而廣之，學校科研經費的爭奪同樣如此。他打了
個時下流行的比方，說這就像《甄嬛傳》一樣，誇大了
人和人之間的勾心鬥角，用一種非常恐怖的手段去達到
自己的目的，這其實就是人內心當中的刻毒，是人性中
間最惡毒的東西。

顧教授還特別提到，疑犯是85後的年齡段。時下年
輕人的教育上，在傳統文化和集體主義上都存在缺失，
這容易導致形成極端惡毒的個人主義和極端反社會的刻
毒心理。這也就不難解釋疑犯所為，即眼中沒有別人、
也沒有社會，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一旦目的沒有達
到，也會選擇用最惡毒的手段來施以報復。

【本報記者倪巍晨、實習記者朱逸雲上海十六日電
】16日下午黃洋同學離世的消息傳出後，不少與黃同學
相熟的友人紛紛趕赴醫院送他最後一程，對於投毒事件
他們直言 「難以置信」；與此同時，復旦大學醫學院的
部分教師，則自發在黃同學曾學習和工作過的試驗室貼
出了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短句，並藉此表
達他們扼腕痛惜的心情。

記者在下午4時許趕到復旦醫學院，找到被害人黃
洋生前所居住的20號宿舍樓，這一棟總高六樓的老式建
築據悉就是是次投毒案的案發場所，宿舍樓門口聚集多
名保安，並對投毒案緘口不言，當記者欲上樓採訪時被
他們拒絕。

之後記者來到黃洋生前學習及工作過的13號教學樓
7樓，發現該層公告欄的醒目處貼上一份投毒案的報道
，下方則釘上一張寫上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的紙條。

一名經過公告欄的醫學院教師坦言認識黃同學： 「
他（黃同學）曾上過我的課，但另一名投毒的學生卻不
認識」。該名老師表示，這張紙條是學院另一名教授在
看到媒體有關報道後貼出來的， 「黃同學還是不錯的，
發生這樣的事我們也很意外，不清楚究竟是何原因造成
了這次慘劇。」

周二下午3時23分，黃洋因搶救無效在中山醫院10
號重症監護室去世。當醫生宣告死亡的消息後，黃洋的

父親顯得有些不知所措，而黃洋的女性長輩則在角落裡
泣不成聲。到了下午4時半，黃洋的遺體從搶救室內推
出送往太平間，短短的三百米路上，擠滿了趕來送他最
後一程的同學及友人，所有人臉上都表現出惋惜和不捨
，一些女同學則掩面而哭。一直守候在重症監護室門口
的張同學，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不停地重複 「好後悔」，
他說： 「我真的好後悔，到醫院的時候是下午3時25分
，原本這是醫院的探視時間，我本想看看他是否好轉，
沒想到他就這麼走了。要是能早上1分鐘，可能就能看
到他最後一面。」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網北京十六
日報道：根據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2013年
食品安全重點工作安排》，中國將推進食品安
全監管信息化建設，重點加快嬰幼兒配方乳粉
和原料乳粉、肉類、蔬菜、酒類、保健食品電
子追溯系統建設；深化乳製品、 「地溝油」等
項目的整治；依法追究食品安全事件中失職責
任並實施企業 「黑名單」制度。

根據這份工作安排，中國將根據國家重大
信息化工程建設規劃，充分利用現有信息化資
源，按照統一的設計要求和技術標準，建設國
家食品安全信息平台，2013年底前，完成主系
統和子系統的總體規劃和設計。

同時，工作安排提出各地區、各有關部門
要繼續嚴厲打擊食品非法添加和濫用食品添加
劑行為，進一步深化乳製品、酒類、調味品、
食品包裝材料、 「地溝油」等綜合治理和專項
整治。工作安排還提出要健全食品安全責任追
究制，細化責任追究對象、方式、程序。縣級
以上地方各級政府要督促各監管部門建立具
體到單位、人員、崗位的責任制。監察部門
要依法依紀嚴肅追究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中失職
瀆職責任。工作安排亦提出建立實施 「黑名單
」制度，公布失信食品企業名單，促進行業自
律。

根據這份工作安排，中國將進一步完善食
品安全績效評價指標體系，逐級健全督查考核
制度，加強對地方政府、監管部門食品安全
工作的考核；將信息通報、行政執法、違法
行為處理等列入對監管部門履職情況考核的內
容。

在今次抗擊H7N9禽流感中名聲大
噪的上海復旦大學醫學院，突然傳出一
條沉痛的消息，2010級在讀研究生黃
洋遭同窗在飲水機內投毒致昏迷和肝功
能衰竭，並於16日下午15點23分經搶
救無效死亡。今年28歲的死者，不久
前剛以優異成績獲得直升博士生，而疑
犯林某為其寢室室友，目前已被警方刑
事拘留。

【本報記者張帆、實習記者朱逸雲
上海十六日電】

【本報訊】據中新社茂名十六日消息：廣東茂名市電白
縣公安局16日向媒體通報稱，4月10日發生在該縣電城鎮、
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政協委員遭蒙面人槍擊案成功告破，涉
案的7名疑犯落網，警方正在對其他涉案嫌犯全力緝捕。目
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審理中。

10日上午10許，回鄉祭祖的電白縣第九屆政協委員邵振
才及其哥哥邵振鋒一行，在電城鎮準備用餐後驅車返回工作
地中山市，被跟蹤而至的8名蒙面男子開槍襲擊，其中邵振
才雙膝中槍，各中了近兩百顆霰彈，哥哥邵振鋒更是手腳肌
腱被砍斷。歹徒行兇後，分別坐上4輛摩托車逃離。

14日晚，專案組在廣州市番禺區某住宅小區將6名疑犯
抓獲，同一時間，警方又在電白縣水東鎮某夜宵檔抓獲另一
名疑犯。

經審查，被抓獲的疑犯均對涉嫌故意傷害邵振才、邵振
鋒兄弟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據了解，經初步偵查確定，邵
振才一家目前在外承包工程項目，可能在工程競標過程中引
起其他公司不滿遭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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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禽流感病例增至77宗
【本報訊】江蘇、浙江和上海三省市16日合共

新增14例H7N9禽流感確診病例，當中上海有5例為
回顧性診斷。截至16日24時，中國內地的H7N9禽
流感確診病例已增至77例，死亡16例。

本報記者陳旻南京報道：江蘇省衛生廳16日通
報新確診3宗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1人來自南
京，2人來自蘇州，年齡分別為21歲、56歲及72歲，
目前2人情況較重、1人危重。

發生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以後，江蘇省對
有關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的共496名密切接觸者進
行了追蹤和排查，目前已有439人解除醫學觀察，
57名還在繼續觀察中。觀察期間，曾有5名密切接
觸者出現發熱或咳嗽、咽痛症狀，經實驗室檢測，
排除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其他密切接觸者均未
出現發熱或呼吸道症狀。

另據中新社杭州報道：浙江省衛生廳16日通報
，浙江省新增5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5名患
者年齡介乎56歲至72歲，均來自杭州，其中一人從
事肉鴿養殖、銷售。目前，5例患者均病重，醫院
正在積極救治中。

滬回顧性診斷3例治愈
另據新民網上海報道：據上海市衛生和計劃生

育委員會16日通報新增1宗人感染H7N9禽流感確

診病例，另回顧性診斷5宗人感染H7N9禽流感確
診病例。新增確診的47歲男子目前正在積極治療
中。

據悉，上海市衛計委15日接國家疾控中心來函
告知，3月下旬上海報送國家疾控中心的上海市第
五人民醫院的病例樣本中，檢測出4宗H7N9禽流感
病毒陽性病例。其中，2宗病例的樣本中分離出人
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另2例病例的恢復期血清抗
體滴度呈4倍以上增高。這4例病例中，有2名患者
已死亡，另2名患者已治愈出院。

同時，上海市衛計委接湖南省衛生部門來函通
報，3月16日有1名兒童隨父母從上海至湖南省長
沙市，3月17日出現流感症狀，採樣送國家疾控
中心檢測結果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陽性
。該患兒已於3月19日隨父母返回上海，現已痊愈
。上海市衛計委將該病例納入上海市回顧性確診病
例。

世衛專家組來華協助調查
中新社紐約報道引述世界衛生組織的發言人16

日稱，受中國衛生部門邀請，由8人組成的專家組
將前往中國，預計將在中國展開為期一周的調查，
進一步弄清楚該病毒的特徵等。並將重點調查中國
的禽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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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電白縣槍擊案告破

【本報訊】據中新社珠海十六日報道：珠海市海事局表
示，15日下午，珠海一艘由民企製造的潛艇在該市金灣泥門
海面試航時發生故障，潛艇裡的四人，一人獲救三人失蹤。
目前事故原因在調查中。

珠海市海事局副局長王仕雲介紹，15日下午3時40分許
，珠海市公安局110指揮中心接警稱，在三灶時代山湖海樓
盤對面海域距離岸邊約40米處，有一艘潛艇試航過程發生險
情，珠海市海事局、公安局、廣東珠海邊防支隊等相關部門
立即派出人員，前往事發現場進行搜救。

據了解，失事船隻是一艘白色的實驗用潛水艇，全長5
米，寬約1.2米，是由珠海箭魚船舶有限公司製造。事發時
該潛艇共乘坐四名青年男子，事發後只有一人從船艙裡爬出
來游回岸邊。失事海域海底屬淤泥地帶，漲潮時水深才5米
，退潮時水深僅2米，搜救方沒有發現失蹤人員的蹤影，目
前搜救工作仍在進行中。

據相關媒體報道，去年7月，與失事潛艇同型號的另一
艘潛艇在事發海域也進行了試航，後被運往海濱泳場試運營
。但因未在文體旅遊部門登記備案，被珠海有關政府職能部
門以安全原因叫停。

專家解讀

教師扼腕痛惜 學生倍感震驚

教授抨無天理人性
珠海民企潛艇故障三人失蹤

◀10日，廣
東電白縣政
協委員邵振
才遭蒙面人
槍擊，雙膝
各中了近兩
百顆霰彈

網絡圖片

▶▶近日近日，，復旦大學醫學院研究生黃洋復旦大學醫學院研究生黃洋
疑遭室友投毒疑遭室友投毒，，1616日下午經搶救無效日下午經搶救無效
死亡死亡 中新社中新社

◀有教授在黃洋生前上課的教學樓的公告欄上，貼出有關投毒案的報道和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短句 本報記者倪巍晨攝

▲儘管黃洋的遺體已被送入太平間，但其生前好友
卻久久不肯離去 本報記者倪巍晨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