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午
!

时许!小区
!

号楼一楼响起了鞭
炮声!红色炮花铺了一地!楼道里弥漫着
浓郁的消毒水味"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邻居说!凌晨
"

时
#$

分!曾听到了哐当一声!随后听到了
重物坠地的闷响!如果当时知道!把毛毛
送到医院!或许她也不会就这么走了"

# 毛毛爸妈可疼她呀" $一位邻居说!

毛毛初中没毕业就待在家里!平时看着好
好的!但总让人觉得不正常%

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刑侦大队的
民警表示!与跳楼女孩家人核实后!确认
她曾患精神疾病!还曾入院治疗!目前已
排除他杀可能!应该是自杀"

!"#$%&'(%&)*+,-./

推开女儿卧室门!床上没人!窗户大开

窗外!女儿飘然离世
窗内!父亲毫不知情
警方初步认定女孩为跳楼自杀

拎着胡辣汤!拿着咬了一口的菜饼!汤女士努力挤进人群!当真看
见倒在草丛里的粉红上衣女孩时!她放声痛哭&&&那是她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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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早上
%

时许!郑州市华山路与汝
河路交叉口华淮小区四号院!巡逻至此的
汝河路巡防队员宋长亮'丁焕岭接到附近
早起晨练的居民求助(

!

号楼! 有人跳楼
了!是个女孩%

两人随即赶往现场!发现特巡警已经
赶到!并通知了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刑
侦大队%

宋长亮描述了现场(在小区
!

号楼一

楼后院里! 一个短发女孩趴在草丛里!穿
着粉色上衣'牛仔短裤!地上尚有斑斑血
迹!女孩右臂手肘处!挂着一个男式长方
形的黑色公文包% 在场的民警打开包后!

发现里面装有一姓张男子的驾驶证'身份
证'存折'手机!以及

"&'$()

元现金%

) 这不是
*

楼张家的毛毛吗* $围观邻
居里有人认出! 坠楼女孩是

*

楼东户业主
张先生的独生女儿%

宋长亮和丁焕岭跑上
*

楼了解情况%

开门的是一位
+$

多岁的男士!正蹲在地上
喂狗%

) 你们家有几口人呀* $宋长亮问% 对
方说!自己姓张!家里只有他和闺女毛毛!

现在!毛毛还在屋里睡觉%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张先生推开女

儿的卧室门!床上没人!窗户大开+,

宋长亮小心翼翼地问!楼下有个女孩
穿粉色上衣'牛仔短裤!是不是你闺女*

张先生听后!跌坐在沙发上!脸色苍
白!没有流泪!不停叹气%

之后!他一直没有下楼!也没有推开
窗户确认%

早上
*

时许! 毛毛的母亲汤女士上完
夜班回到小区!手里拎着路边买来的胡辣
汤'刚咬了一口的菜饼%听说女儿出事了!

赶紧往家跑!但是现场刑侦人员已经戒严
了!她没能进入现场%

一个小时后!刑侦大队的民警通知殡
仪馆来把死者抬走% 汤女士挤了进去!随
即哭倒在地!) 毛毛不在了!我活着还有啥
意思,,$

随后!张先生也下楼了!眼眶泛红%宋

长亮说!听见汤女士对丈夫说!你昨晚在
哪* 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张先生说!一直在家!我真是不知道%

随即!两人失声痛哭%) 一个星期前!毛毛
才过了

)'

岁生日啊- $

邻居赵女士说!昨天还跑到张先生家
看小狗!毛毛亲热地搂着小狗说) 再养两
三个月!能卖四五千了$% 屋里屋外!更是
挂满了毛毛绣的十字绣!牡丹'美人鱼'田
园风光!一张比一张漂亮%

热线 河南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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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爷爷又抢我的糖吃- $

-

岁的小强号
啕大哭地叫道!而一旁的爷爷却毫不理会孙子的
哭闹!自顾自地吃糖% 小强的爷爷是一位离休老
干部% 作为一家之长和老干部!以前的他挺有威
严!但近年来!却时不时做一些离谱的举动!家
里人形容) 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 坏$/% 到
后来!老人的儿女才知道% 父亲是患了老年痴呆
症!他在家的反常行为!正是疾病的表现%

由世界
.$$

强企业成员白云山和黄中药联合
中国老年性痴呆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中
医药产学研联盟等在成都启动了) 中国老年痴呆
症防治健康工程$% 并发表联合宣言! 宣布将
积极普及) 心脑健康$早期诊断及其防治知识 %

而中国老年性痴呆协会还) 授予白云山复方丹
参防治老年痴呆症健康基地$称号!据悉白云山
复方丹参健康基地经过长达

.

年的系统研究!从
片剂中找出

)$

种有效成分的科学配比!使治疗老
年痴呆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0

打破了国际老
年痴呆症无药可治的僵局%

白云山复方丹参健康基地产品已获得防治
老年痴呆症的专利0 专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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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上享有两种星级服务(第一是产品过期后可
在当地授权的永不过期药店免费换新2第二是购
买同时可自动加入神农俱乐部!免费享受) 治未
病 $ 个人健康服务 ! 免费咨询服务热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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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爷爷又抢我的糖吃-

天之权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律师张
少春分析认为!这起事件中!目前双方各
执一词!最关键是要搞清楚!该网吧是否
长期容留安安在此上网*

张少春说! 如果张女士所说属实!确
实有证据证明该网吧长期容留未成年人
上网!那么!网吧应当接受公安部门'文化
稽查部门的行政处罚2此外!张女士也可
以要求该网吧支付寻找安安的相关费用!

但建议张女士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不应
该采取极端方式"

关于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青少年网
瘾问题!张少春律师认为!一方面是网吧
追逐利益所致2另一方面!文化稽查部门
应当切实加大监管力度!坚决重罚不能手
软!而家长的教育也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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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爬上楼顶向网吧索赔

寻网瘾儿子未果
抱着女儿要跳楼

昨天上午!一名约
-$

岁的女子怀抱
)

岁多的女儿!爬上了楼顶的露天
框架!声称要跳楼"提及原因!该女子说!其

)&

岁儿子沉迷网络!离家出走!

她此举是为向网吧讨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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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
!

时许! 郑州市东风路天旺
广场步行街西口处!一名女子抱着孩子爬
上楼顶的露天框架!欲轻生"

露天框架下面!该女子的丈夫张先生
不停地劝说着!旁边的派出所民警和消防
队员也准备上楼营救"

由于女子怀中还抱有一小孩!救援人
员担心女子情绪激动! 孩子发生意外!所
以站在下面劝说"

) 我大儿子是在网吧走失的! 网吧为
此一定要负责!他们得赔偿我" $女子说"

经过劝说!

-$

多分钟后!女子终于下来"

跳楼女子说!十几年前!她跟着丈夫
来郑州打工" 夫妇俩儿女双全!大儿子

)&

岁!小女儿
)

岁多" 丈夫从事装修工作!自
己则在家带孩子"

最近一年!大儿子安安0 化名1忽然迷
上了网络游戏" 他从学校退学后! 每日游
荡!家人管不住"今年

+

月
&+

日!安安离家出
走"从东开发区赵庄到帝湖花园!从南三环
万客来到北环!父母找遍了郑州的网吧"为
此!张先生丢了工作!家中日益困窘"

张先生说!

*

月
)$

日!他在天旺广场亿

龙网吧发现了安安"安安蓬头垢面!消瘦得
连家人都认不出了") 安安说!几个月来!他
一直在该网吧沙发'过道和地下室生活!有
一个伙伴从家中带吃的给他" $张先生说"

他们把安安领回了家" 哪知!没过三
天!安安又出走了"家人再次苦寻!因为没
有了经济来源!全家只剩下

.$

元钱"

张先生认为! 如果不是网吧把关不
严!放入未成年人!安安也不会沉迷网络!

更不会出走" 他们希望!亿龙网吧能够赔
偿经济损失"

昨天早上!安安母亲张女士到网吧讨
说法" 但一孙姓负责人称!此事不应由网
吧承担责任!而且还报了警"

亿龙网吧一位张姓负责人说!

*

月
)$

日!安安并不是在该网吧被找到的!而是
网吧工作人员在广场前发现的() 事前!家
长曾到网吧找过!留下了孩子照片"当天!

我们的人在广场发现了孩子!就立刻通知
了家长"之后!孩子再也没来过"网吧有三

个月的监控录像!可以查" $

该负责人讲!张女士还经常抱着小女
儿来网吧乘凉聊天") 几天前!张女士说自
己找孩子没钱了!要求网吧给钱"$网吧一
位孙姓负责人说! 自己可从工资里资助
&$$

元!而且愿意帮她找工作"

) 我们让她在天旺广场做保洁" 可是
她嫌工资低!还是让拿钱"$网吧负责人就
报了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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