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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教室里遭暴打
脾脏破裂无奈被切除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彦朋 潘跃全

11 月 25 日，临清
市潘庄镇中学初三学生
小储的哥哥致电本报，
反映弟弟上课时被人暴
打，导致脾脏摘除。 25
日上午，记者来到潘庄
镇潘东村，见到了 24 日
刚出院的小储。一个月
前那次挨打，让他至今
觉得像场噩梦。 14 岁的
小储躺在床上，向记者
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小储说，事情发生
在 10 月 18 日上午 9 时
20 分左右，他正在自己
的班级(初三 6 班)上语
文课，同校初一学生 14
岁的小胜带着 19 岁的哥
哥王少健和亲属王会
印，三个人突然冲进教
室，还有四名男子把守
教室的门口。王少健先
是骂了几句，就把语文
老师推到一边。“小胜
扇了我两个耳光。那个
大高个子(王会印)用手
掐住我的脖子，一脚踹
在我的肚子上，踹得我
侧躺在地，他又走上讲
台说看谁敢动。”小储
说，接着，小胜和王少
健两人踢打他的腹部、
头部和眼眶。

“打我打了有两三
分钟，当时我的脑子就
昏昏沉沉，左耳朵听不

清，肚子钻心地疼。我
被打懵了，老师告诉
我，我的眼角和身上都
有瘀伤。”小储说被语
文老师李玉君和同学架
着去了隔壁的办公室。

随后，该校副校长
马庆春把打人和把门的
7 个人带到教务处，并
拨打 110 报警。“当时
身体没有流血，脖子被
掐出很多红印，老师说
先不让给家长说。”小
储说，学校怕家长冲动
再打起来。当天上午 10
时左右，小储和小胜被带
到潘庄镇派出所接受调
查。其他 7 人的摩托车扣
押在派出所。

25 日下午，小储的
老师李玉君说，小储挨打
时，她的语文课大约上了
一半，打人的整个过程不
到两分钟。“我拉着不让
打，被王少健推了几下，
我看见王少健和王小胜
用脚踹小储，另外一个大
个子站在讲台上，不让其
他人动。”

坐在小储邻桌的两
名女同学说：“大高个子
(王会印)先掐住小储的
脖子，一脚把他踹倒。
小胜和王少健两人轮着
踢小储。”

课堂上初三学生遭暴打

小储的父亲李桂增
说，18 日 11 时 40 分左
右，小储在派出所做完
笔录后，“当时孩子看着
虽然没有外伤，但他一
直说肚子疼。我放心不
下，出来派出所就打车
去了临清市人民医院，
下午 1 时 15 分赶到医
院。

临清市人民医院出
具的入院记录显示，“患
者 4 小时前与人发生争
执，不慎被人打伤头部
及腹部，有头晕，自感腹
部受伤疼痛剧烈。”主治
医师贾大夫在《入院记
录》的“初步诊断”栏写
明：腹部闭合性损伤、脾
破裂、腹腔积液、双肾挫
裂伤和头外伤。

李桂增说，当天下
午小储的脾就被切除
了。“主治医师说，本来
想进行脾脏缝合手术，
但开刀后发现脾脏烂口
太多，没法缝合，而且流
血太多，如果不把脾及
时摘除，孩子随时有生
命危险”。

小储手术记录上显
示，下午 2 时 45 分，主
治医生对小储全麻成功

后开始手术，但“见腹腔
内有较多不凝血及血凝
块，共约 1500 毫升，以
脾区为主。探查发现脾
上下有明显裂伤，各有
长约 5 厘米裂口，不能
修补，故决定进行脾切
除手术。”

经过 30 多天的治
疗，11 月 24 日小储出院
回家。母亲说，小储的身
体现在很弱，只能挪动
着走，一顿饭最多只能
吃一小碗米饭，吃多了
就肚子疼，不能吃硬的
东西和肉类。

李桂增说，小储住
院花掉 4 万多元的医药
费，小胜的父母先后送
去 2 . 65 万后，就没再出
现过。“法医鉴定结果出
来后，小胜和王少健没
了踪影，警方还没抓到
人。”

临清市公安局宣传
科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小储被打成重伤一案，
警方已经做完前期调
查。“打完人后，小胜没
去上学，和哥哥王少健
一起逃跑了。现在临清
警方已发出通缉令，全
力抓捕中。”

两人逃跑警方网上通缉

对于挨打原因，小储推测，
可能与自己之前的一次劝架有
关。“小胜带人打我那天是星期
一，之前的星期五，我看小胜和
邻居打架。我去劝架时，小胜很
恼火，让我滚远点。我还是坚持
劝架，他问我是哪个班的学生。”

25 日 17 点左右，记者来到
潘庄镇东路寨村的小胜家。小胜
的母亲常芳平说，出事后，在外
打工的丈夫回来把两个孩子打
了一顿，“把他俩打跑了，我也不
知道孩子在哪。”

常芳平说，孩子是在 8 里地
外的潘庄镇中学上学，今年秋天
才入学，也不住校，学校放学后，
学校老师和班主任就往外赶孩
子，尽快离开学校，怕在学校发
生打架事件。因为出了校门打，
就没学校什么事了。平时怕孩子
挨打，她经常和同村的其他家长
轮流去接孩子

“小储是镇上的人，以前常
欺负小胜。10 月 15 日星期五放
学时，小储带着同村的人，用凳
子砸得小胜头上都是疙瘩，身上

还有好几处瘀伤。”常芳平说，她
带着孩子去卫生室看了，但没
做法医鉴定，也没拍照。

常芳平说，星期一是小胜
带哥哥到学校找老师评理，不
料发生了打斗，把小储打成重
伤。

小储的母亲说，小储从小
到大就打过两回架，第一次是
对方家长主动上门赔罪，她才
知道孩子被打。第二次就是这
回，因为帮着劝架，被人报复打
成重伤。

事发前>> 家长不放心 轮流接孩子

25 日下午，记者跟着小储
的家长去了潘庄镇中学，在说
明是某某学生家长后，学校保
安就让记者等三人进了学校，
并且可以在各个楼层和教室门
口随意走动。

小储介绍说，以前学校管
得很松，大门口只有 1 名保
安，几乎没人管，外人也可以

随意出入， 10 月 18 日，小储
挨打一事发生后，学校又增派
了两名保安看守大门。

“学校里安着监控录像
呢，但孩子被打那天，正好停
电，监控也就‘失灵’了。”
小储及其家人说，因为监控
‘失灵’，除了目击老师和学
生，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王会

印是否也参与打人。
至于参与殴打小储的是否

还有第三人王会印，临清市公
安局宣传科相关负责人说，进
去的是三个人，但动手的不一
定是三个人，公安机关的定性
是根据案子调查过程当中，证
人反映出来的证据为准。

事发后>> 学校增派两名保安

聊城市第三人
民医院内科主任李
海庆介绍，脾是重
要的淋巴器官，具
有造血、滤血、清
除衰老血细胞及参
与免疫反应等功
能。因其含血量丰
富，还能紧急向其
他器官补充血液。
一般说来，脾切除
后，对日常生活及
寿命影响不大，但
从免疫学角度出
发，脾切除后会使
机体抵抗力降低，
新陈代谢减弱，人
体的抵抗力会下
降，容易患感冒等
常见疾病，生活中
应避免长跑等剧烈
运动，避免干重体
力活。

切除脾脏后

抵抗力会下降

格链接

11 月 24 日，临清市潘庄镇中学初一学生小储(化名)做完脾切除手术，回家休养。10 月
18 日上午，小储与该校的初三男生小胜(化名)发生争执后，小胜带着哥哥等 6 名亲朋冲进
课堂，其中 3 人对小储拳打脚踢两三分钟，导致小储外伤性脾破裂，当天下午做了脾切除
手术。临清市公安局刑警三中队已立案调查，网上通缉两名打人逃跑小胜和哥哥王少健。

▲ 25 日，离
被 打 一 个 多 月
了，小储肚子上
还清晰地留着手
术后的伤疤。

 事 发 教
室。 25 日，隔着
窗户能看见当时
在场的老师。

格延伸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