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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人吃蘑菇中毒“聚”
在一家医院
盛京医院一个重症监护室躺着14名蘑菇中毒病人
本报讯（华商晨报 掌中沈阳客户端
记者 杜宝忠）
“记者来看看吧，现在蘑菇
中毒的人太多了。提醒大家千万要注意别
采山蘑菇吃了。”
昨晚21点，读者张先生给本报打来热
线反映，一名丹东男子吃蘑菇后中毒躺在
盛京医院正在抢救。
昨晚，记者赶到医院重症监护室发
现，监护室内多数患者因吃蘑菇中毒。医
护人员称，有14人，来自丹东、抚顺、本溪
等山区，因误食山蘑菇中毒。

丹东男子误吃毒蘑菇重度
昏迷
一名病人家属许先生介绍，哥哥23日
在旅顺采食了一种山蘑，当晚吃饭的9人
中有6人出现了呕吐，其中哥哥因吃得多
最严重。随后在当地就诊，查出是蘑菇中
毒。回丹东东港治疗，丹东医院称治不了，
于27日晚赶到沈阳。
许先生介绍，哥哥回忆称当时采了多

面包车转弯
晃倒电动车 双
方吵架后电动车
主感觉委屈——
—

种蘑菇，也不知道是吃了哪种蘑菇导致中
毒的。目前因哥哥重度昏迷，需用血透治
疗，但是最近医院称因食用蘑菇中毒的人
比较多，
血液告急。如果血液得不到供应，
许先生的哥哥将有生命危险。记者看到，
为了防止病人挣扎影响治疗，手脚都用布
带绑在了病床上。
病人的儿子介绍，今年刚考上营口理
9月1日报到，现在已经没有心情
工大学，
去上大学了。

辽阳1人。
当晚值班的医护人员透露，这里的14
名中毒者，多居住在山区。目前因治疗蘑
菇中毒需要大量血，一天一人需要20袋
14人大约每天需要140袋，确实有些
血，
紧张。

近期我省已有5人因食用
蘑菇死亡
本报提醒市民，不要采食野生蘑菇，
以免引起中毒甚至死亡。
据有关专家介绍，每年雨季都是食用
野生蘑菇中毒的高发期，采食蘑菇致死占
到食物中毒的半数以上达到首位。而据8
月27日我省疾控部门通报，近期我省截至
27日16时不完全统计，已致42人中毒，其
中5人死亡。

14人因吃蘑菇中毒住在同
一家医院
在隔壁病床，一名来自抚顺新宾56岁
的兰女士介绍，
自己在26日上山采了一种
叫“鸡蛋黄”和“鸡蛋清”的蘑菇，吃后不到
半小时就头痛、恶心呕吐。一家三口都中
毒送到了医院。
记者了解到，重症监护室内现有因
吃蘑菇中毒病人14人，其中来自丹东4
人，来自抚顺5人，来自本溪4人人，来自

丹东42岁的许某采食野生蘑菇中毒
后引发昏迷■华商晨报 掌中沈阳客户
端记者 杜宝忠 摄

躺车下5小时等道歉
等来道歉再要求陪躺

本报讯（华商晨报 掌中沈阳客户端
记者 仓一荣）前面的面包车右拐，晃倒
了后面骑电动车的年轻小伙。
双方互骂之后，骑电动车的小伙赌气
钻到面包车底下躺了近6个小时。
面包车车主向他道歉后，小伙仍要求
车主“陪躺”。

车

方车要跑，于是只好躺进车底，并坚决要
求夫妻俩向他道歉。
16时许，事情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
了，小伙变换着姿势，不时用双手托着脑
袋，
但是始终躺在路面上，
没有离开面包车
下方。围观的市民们越来越多，
因为面包车
迟迟不能挪走，
占了路面一排车道。
在围观市民们的劝说下，已经冷静下
来的面包车夫妻带着一瓶水，向小伙道了
歉，称自己骂人不对，并说愿意带小伙去
看病或者给予赔偿。
但躺在车下的小伙提出要求，他自
己在车下已经躺了几个小时，受了委屈，
要求夫妻俩也陪他躺在车下，也躺这么
长时间。

目击者：面包车晃倒电动
小伙钻进车下

据现场围观市民们说，这起小车祸发
生在昨天13时30分左右，
沈抚立交桥桥下
西侧。事发当时，面包车正在从西向南右
拐，此时电动车正好行驶到面包车附近，
要从西向东直行。不知怎么，右拐的面包
车晃倒了电动车，
骑电动车的20多岁小伙
摔倒在地。
面包车里是一对30岁出头的夫妻。事
后，小伙称自己并无大碍，只是脚部受了
点儿轻伤。
本来只是个小刮蹭，可事故发生后，
双方却吵了起来。随后，小伙躺倒在地上，
把腿伸进面包车右侧前后轮中间，拦住了
面包车的去路。围观市民称，交警赶到事
故现场后判定面包车全责，面包车车主对
此无异议，但是对于躺在自己车下的小伙
却无可奈何。
有附近市民帮忙拨打了120和110。
120急救车到场，但小伙却坚持不上车，对
于警方的调解也不采纳。

5个小时后小伙被警方带走

小伙称“不想讹钱”
躺在车下的小伙告诉围观市民，自己
既不去看病，也不是想讹钱。是因为发生
事故后，自己受了伤，而夫妻俩一直没道
歉，反而还态度蛮横地辱骂他，他担心对

多居住在山区

事故发生后，小伙躺在面包车车下

■晨报拍客 张先生

供图

小伙的这个举动让不少围观市民们
不理解。
“按说人家开车，
也未必是成心要
晃倒你的，虽然后来对骂，可人家也诚心
实意道了歉了。咋还能让人家陪你一起躺
好几个小时呢？”在小伙躺在车底的几个
小时里，不断有市民上前相劝，担心马路
上堵车，另外也怕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
发生二次事故的危险。
此后，又有交警来到现场，小伙拿出
此前交警开具的事故单。110民警也又来
了两次。直到昨日19时许，天色已黑，经
过多次调解都不成功，为了避免道路上发
生二次事故，民警将小伙从车底扶起并带
走。
“说到底，就是这小伙觉得被骂了
没面子。可他躺在人家车底下，还叫人
家陪他躺，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这
么找补面子的做法不理智啊。”事故发
生后近6个小时，围观市民们议论着渐
渐散去。

17岁女孩减肥营中猝死 获赔48万
法院认定俱乐部未尽到教育和管理职责，
应负主要赔偿责任
17岁的辽阳女孩小美（
化名）
在参加
由沈阳格林豪森英派斯健身俱乐部组
织的减肥夏令营过程中猝死。近日，法
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健身馆承
担 主 要 赔 偿 责 任 ，赔 偿 女 孩 家 长 共 计
48.
4万元。
2014年7月，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辽阳
女孩小美由于对自己的身材不是非常满

意，报名参加了沈阳格林豪森英派斯健身
俱乐部组织的减肥夏令营。22日下午，小
美在进行完游泳训练后忽然摔倒。随后，
小美被送往沈阳市红十字医院，却再也没
有醒过来。
法院审理认为，健身馆由于存在工
作人员无教练员证书、未进行科学训练
等违约行为，认定英派斯俱乐部未对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小美尽到教育和管
理职责，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小美的
家 长 作 为 法 定 监 护 人 ，未 尽 到 监 护 责
任，轻率地将 小 美 送 到 减 肥 营 ，对 造 成
的损害后果应承担次要责任。法院一审
判决被告沈阳格林豪森英派斯健身俱
4万 余
乐 部 有 限 公 司 给 付 原 告 共 计 48.
9万元，精
元，其中包括死亡赔偿金40.

神损害抚慰金4万元。
对于一审判决结果，小美母亲郭女
士表示：
“ 惟一的孩子都没了，要赔偿有
什么用……只想给孩子讨个说法。”至于
是否提起上诉，郭女士说：
“ 还在考虑，希
望通过我家孩子的事，给其他家长一个
提醒。”
据新华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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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链
接

蘑菇中毒咋抢救？
据医生介绍，一般的有毒蘑菇和蒜瓣一起煮食时，
蒜瓣会变黑，但这种办法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也不适
用于所有毒蘑菇。吃蘑菇中毒后，都有一个潜伏期，
然后
就是肠胃不适；如果病情较轻可以洗胃，严重的要进行
血液净化。
“毒蘑菇里面有毒肽，高温之下也不能破坏其
毒性，所以对于拿不准有毒没毒的蘑菇一定不要吃！
”
发生毒蘑菇中毒时，发病症状来势凶猛。从时间上
5~6小时、多则10~15小时即可发病。病人
看，少则食后0.
及其家属、同食者通过回忆进食情况，大多能够进行自
我诊断，如疑有毒蘑菇中毒，应立即采取以下方法：
（
1）
如意识清醒，可让病人饮浓茶或微温开水，然后
用筷子刺激咽喉部，促使呕吐。如此喝水、吐出反复多
次。如出现昏迷而丧失意识时，不可强饮水或强行致其
呕吐，以免出现窒息。
（
2）
吐、
泻严重者，
要多饮水或淡盐水。
（
3）在自行救治的同时以最快的速度送病人到医院
抢救。
在运送医院途中，如发生呼吸、心跳停止，要立即进
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及胸外心脏按摩术。
据39健康网

我省降雨分散不均
沈今继续掉雨点儿
本报讯 （华商晨报 掌中沈阳客户端记者 仓一
荣）受到高空冷涡影响，未来几天，辽宁的降水还将继续
3毫米的小雨。
分散不均。昨天下午，沈阳市区也下了2.
今天开始又是新的一周了。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本
周我国北方，包括辽宁在内，天气将继续以昨天这样分
散极不均匀的阵性降雨为主。
预计今天白天，沈阳阵雨。省内其他地区，今天白
天，鞍山、锦州、朝阳、盘锦地区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
到明天白天，鞍山、阜新、朝阳地区雷阵雨；明天夜间到
后天白天，鞍山、本溪、丹东、营口、阜新、铁岭、盘锦地区
阵雨或雷阵雨。

沈阳三日天气
今天

白天阵雨，最高气温!"!，东北风!#$级
夜间多云，最低气温%"!，北风&#'级

明天

白天多云，最高气温("!，北风&#'级
夜间多云，最低气温%)!，北风&#'级

后天

白天多云，最高气温*)!，北风&#'级
夜间多云，最低气温+)!，北风&#'级

每周六晚天气好时
到青年公园看水幕电影

青年公园免费水幕电影

■据沈阳发布微博

本报讯（华商晨报 掌中沈阳客户端主任记者 刘
桐）每周六晚间，天气晴朗并无大风时，可到青年公园内
免费观看曾热播大片的水幕电影。
上周六晚，在青年公园沈阳首个水幕影院又开始复
播，观看到的市民都惊呼“太震撼，太壮观了”！

腾起十层楼高水幕
昨日，很多沈阳市民的手机朋友圈都被青年公园的
水幕影院“刷屏”了，大家都在与水幕影院合影。
2012年沈河区对青年公园进行改造，在青
据了解，
年大街东侧的青年湖西北角新引进了省内规模最大的
水幕影院，并且在当年进行试播。在2013年全运会前，正
式开始播映并且形成了常态化的放映。
在青年湖中央有一块大型的长方形钢铁浮排，上面
都是喷头，大大小小的喷头加在一起有百余个，有喷射
水柱的，有喷射水帘的，还有喷射水雾式水幕的，喷射起
来的水幕能有百米，将近十余层楼的高度。湖中水幕喷
起后，投影仪射出的激光光束投射在上面，确保影片达
到高清的效果。同时安装了最新型的音效设备，保证您
在湖附近任何的角度都能听见立体声音效果。

放映曾热播的高清电影

充1200元话费白给一个平板？
宣称充值1200元可返还 实际想返还1200元话费需再拿1700元
本报讯（华商晨报 掌中沈阳客户端
记者 仓一荣）充1200元话费就免费送你
一个可以打电话的平板电脑，
你要不要？
市民王女士本来也以为自己捡到了
便宜，但回家仔细一算账，发现想返还这
1200元话费需要再充值1700元。

家回去帮着宣传这家运营商。同时，主持
人还简单交代了一些如何返话费的说明
事项。

想返1200元需再拿将近1700元

王女士提前交的1200元话费果真都
能返回来吗？
记者使用王女士新得到的手机号码
8月29日，沈阳市民王女士遇到了一
联系到了这家运营商的客服人员。客服
件闹心事。当天上午，
她路过太原街，
看到
人员查询后称，王女士的这个手机号码
有人在免费发放纸巾、牙膏等小礼品。她
里有近200元的可使用话费。手机卡里的
在抢到了几包纸巾、两个手镯之后被吸引
确还剩了千余元的“话费”，不过这部分
到一个小舞台。舞台上的主持人称免费送
话费暂时不能使用，而是以每月自动返
几台平板电脑，但领取的人需要充1200
还30元的形式，一直返还到2018年8月才
元话费，这些话费会全部返还。
能还完。
王女士听完主持人的话，再加上现
但是，在这3年里，王女士的这张手
场周围还有不少人“互动”，她觉得虽然
机卡每月有76元的“月租费”，相当于在
商家通过抛撒一些纸巾、
牙膏、
小饰品吸引消费者
要先交1200元话费，但可全部返还，所以
未来3年里，王女士每月要自己搭进去
■华商晨报 掌中沈阳客户端记者 马龙丹 摄
免费得到平板电脑的事情还是相当捡便
46元，算下来还要再拿出将近1700元，
宜的。王女士现场办了一张手机卡，充了 新的平板电脑，但对于退话费的事情，王 台下抛撒纸巾、牙膏等小礼品，几十位市 加上之前拿出的1200元，李女士实际要
1200元。
女士得到的答复是“不可能”
，话费都已经 民见状被吸引过去，挤在台下举着胳膊接 花近3000块。
当天晚上王女士把平板电脑拿回家， 存进了运营商开通的这个手机卡里。
抛下来的小礼物。随后，
主持人进入正题，
王女士觉得，自己当时被绕迷糊了，
插上新得到的手机卡。平板电脑里收到了
拿出一台某国产品牌的平板电脑，说可以 根本没算明白还要多花那么多钱，
“ 我当
运营商号码发来的短信，称她的号码里有 几十位市民被吸引
免费送几台给大家。
时满脑子就合计自己能白得一个平板电
千余元的话费。
“我这个平板电脑还可以打电话，所 脑呢！谁知道到头还是吃了亏。”经过这件
这台平板电脑王女士只用了一次就坏
昨日下午，记者陪同王女士再次来到 以也同时送给你们一张电话卡，你们往里 事情之后，王女士也明白了天上不会掉馅
了，
屏幕完全黑屏，昨日找到这家小舞台， 太原街的这个小舞台，舞台背后的展板 面充话费，以后这些话费会全部返还给大 饼，
“有时候看上去像馅饼，实际上是陷阱
希望把平板电脑退回，也要回自己的1200 上，以某通信运营商的名义写着“感恩回 家。”主持人称，平板电脑就是通讯运营 啊！希望其他人能够引以为戒，别像我这
元。工作人员很痛快地给王女士换了一台 馈顾客”字样。几名工作人员在舞台上，
向 商回馈免费送给大家的，目的只是希望大 样稀里糊涂被坑了！”

“免费”
平板电脑用一次就坏

之前水幕影院都是放映2013年全运会、沈阳市及沈
河区的三套宣传片。今后您再看到的都是在一两年前曾
经在影院热播过的大片电影，都会采取高清的形式搬上
水幕影院。
沈河区城管局绿化科副科长魏德巍介绍，过去，曾
因为南运河夏季汛期城市防汛的需求，水幕影院无法放
映。而今年水位线一直处于正常状态，能够满足播放的
需要，并且还增加了设施确保能够正常播放。
青年公园的水幕影院主要是在每周六晚19时开始
播放，播放的都是一两年前火爆上映的高清电影，会持
续播放到“十一”。
由于水幕影院对于气象条件要求比较严格，要是在
大风天、降雨天和大雾天就不能正常播放，会顺延至周
日晚间播放。但要是周日晚间气象条件也不佳，就会停
止播放一周。

四个小时家长课
彻底改变您的家庭
本报讯（华商晨报 掌中沈阳客户端主任记者 李敏）
为什么好话说尽，
孩子仍然不爱学习，
不喜欢做作业？
为什么一片苦心对孩子好，孩子却不肯领情？
为什么孩子不爱表达自己，与家人的关系也冷淡疏
离？
为什么我如此严格地要求孩子，孩子却总是让我失
望？
9月9日，
《不教的教育》沈城千人家长会，四个小时
家长课，彻底改变您的家庭，改变您的孩子。
如果您是0-12岁孩子的家长，如果您在孩子的教育
中遇到疑问，如果您希望提升自己与孩子沟通交流的水
平，不要错过2015年9月9日这场教育盛宴！
主讲人：
新中国式家长学堂创始人 张春光
报名咨询电话：188098408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