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汪维打骂孩子，可

能是因为小何骗了同学100多元钱。据汪维

的同事张女士（化名）介绍，14日下午，汪

维接到老师电话后，去了一趟学校，回来后

她很生气。汪维告诉张女士等同事，小何伙

同一名学生， 骗了另外一名学生100多元

钱，并花光了。

“当时她就说要回去好好收拾一下小

何。”张女士说，“我们就劝她，说回去好好

说一下孩子就行了。”

班主任牟冬梅称， 小何是转校到陵江

小学的， 不是一个爱惹事的娃娃， 性格内

向，不爱说话。据了解，汪维是单亲妈妈，家

住苍溪县伍龙镇。为了照顾孩子读书，汪维

去年在学校旁边租了一间房，房租每月500

元，她自己则在一家美容院打工，专门给女

士洗面，每月收入1500元。

“她为人较好。她非常爱娃儿，每天工

作再忙，她都会给孩子煮三顿饭。”同事张

女士介绍，虽然她个人生活非常节俭，但对

孩子从来没抠门过，周末还请假，带娃娃到

广元、阆中等地耍一趟。

为啥打娃娃？ 他骗了别人100多元钱

科学家发现，人悲伤过度可能患上“心

碎综合征”，真的会导致死于心碎。

“心碎”，这个人们常用来形容悲伤程

度的词汇，成了一种病症的学名。美国《新

英格兰医学杂志》刊载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亨特·钱皮恩等人的一篇文章，将由

悲痛或震惊所引发的胸痛、 憋气和呼吸短

促等一些类似于心脏病的症状称为“心碎

综合征”。

医生发现，失去亲人的第一个月内，患上

心力衰竭或中风的危险增加一倍。 失去亲人

一年内，死亡率比其他任何时候高6倍。这个

现象解释了许多人在失去伴侣后1年左右，为

何身体状况不断下降甚至突然去世。

心碎综合征有许多复杂原因， 但皮质

醇的产生被认为是最大的问题来源之一。

皮质醇是肾上腺释放出来的化学物质，在

对危险作出的“战或逃”反应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皮质醇的激增使血糖水平升高，致

使肌肉更快工作，能让大脑获取更多能量，

加快受损部位的愈合速度。 从进化角度来

看，它是有益的。但如果人长期陷入精神痛

苦中时， 这种激素就会在血液中达到有害

水平，影响许多身体部分。心碎综合征危害

有多种表现形式：心脏病、糖尿病、头痛、哮

喘、高血压等。

据北京日报

1.

女子去世 丈夫悲伤过度身亡

2012年， 英国女子玛丽·塔姆 (Mary�

Tamm)因患癌症不幸去世，她的丈夫马库斯·

林罗斯(Marcus� Ringrose)在葬礼后的次日死

亡，尸检发现他是因悲伤过度去世。据悉，林罗

斯当年59岁，他与妻子塔姆在一起34年。

2.

帮忙“哭丧”太悲痛，老太身亡

2007年6月9日，苏州陈老太到同事家

奔丧。当晚做法事，陈老太等女同志一起

以哭的方式祭奠死者。因陈老太平日和死

者家人感情较好，故在做法事过程中悲从

心生，她是当时哭得最厉害的一个。在哭

的过程中陈老太突感不适后倒地，因抢救

不及时医治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心跳呼

吸骤停。

综合中国新闻周刊、新法制报

美国科学家：

悲伤过度会导致心碎

确实有人悲伤过度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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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代表天地和豪装工厂店，面向成都
装修业主，做出书面承诺：

保证施工质量，不满意，就砸掉，一切
后果由天地和承担！

装修业主享有“一票否决权”。在装修白皮书上，
每一道装修工序的后面，您都可以打√或打× 。您打
√，就表示您“满意签收”了，我们就继续开工！前
一项不打√，我们绝不进行下一项施工。如果你打× ，
我们就砸掉重装，就是装好的厨房、卫生间，都可以
砸掉重装，天地和保证无一句怨言，您不用为砸掉重
装的费用掏一分钱！

总裁名片：
仲铁锤， 原名仲

志强， 家装界传奇人
物， 天地和豪装工厂
店创始人。 因为他敢
于在装修界承诺：不
满意， 立刻用铁锤砸
掉！ 所以， 业界人称
“仲铁锤”！

活动时间：4月20日（本周日）
活动地点：天地和豪装工厂店成都市青羊区江汉路29号
附10号（新华宾馆东楼）
活动事件：成都天地和豪装工厂店“零利润装修特卖会”

成都天地和豪装工厂店只要口碑！不要利润！现场抢到特卖会
签约名额，当场立返3万元，并免费赠送8大电器（美的空调2台，创
维42寸电视机1台，华帝油烟机1台，华帝灶具1台，美的三门冰箱1
台，美的10升燃气热水器1台，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1台，仅限50户）

凡参加成都天地
和“零利润装修特卖
会” 活动的业主，剪
下此角， 可再抵

1

万
元装修工程款

比比价：
工厂价装修，
比自己装修能省1辆车钱！
以100平米3房2厅为例，如果是自己

装修，全套家具 3.5 万元+人工、水电
3.5万元+主材、基材 4.5 万元+地板、瓷
砖 2 万元+卫浴、橱柜 2 万元+木门、
灯饰2 万元+8大电器 2 万元=19.5万
元，再加上交通费用、材料搬运费用，最
少需要21万元！
而在天地和豪装工厂店装修，100平

米3房2厅，工厂价只需 159800元，比自
己装修足足省下5万多元，省下的钱可以
再买一辆小汽车。

算算账：
一次装修就能省1辆车钱！
“在天地和装修，省下的钱能再装

一套房子了！太实惠了！”
———麓山国际业主李先生

“我家三室两厅，花十二万，装的跟
二十万的豪装一样！余钱十多万，够买一
台车！”

———保利
198

业主刘先生

“全装完，比我的预算省了三五
万，用这钱，我和老公一人买了件貂皮
大衣！”

———中德英伦联邦业主宋小姐

“看别人装修腿都跑断了！我在天
地和一共跑了3趟，特别合心，一点儿不
操心！”

———龙城国际业主陈女士

“花最少的钱，装质量最好的房子！啥
也别说了，省钱，省心，谁装了谁知道啊！”

———长城半岛业主周先生

铁锤砸向成都装修暴利
豪装工厂店创始人“零利润装修”
让利成都，周日当天，每人送3万

抢先报名专线：028-86633336

“砸”出来的诚信
仲总回忆：

2012

年的时候，武汉家装工厂店
开业不久，由于时间仓促，工程人员培训时间短，

有一位业主对装修质量不太满意， 找到了仲志
强。仲总听到了这个情况后，就亲自带人去业主
家核实。实地核查后，确实有一些细节做的不到
位，造成装修未能达到承诺的标准。仲志强亲自
道歉，并立即让公司人员购买

30

把铁锤，作为一
个完美主义者，仲志强不愿留下任何一个“遗憾
工程”。所以，他带头把业主所有不满意的地方全
部砸掉，并立刻重装，当时这位业主及家人都特
别感动和叹服。

当天晚上，仲志强召开公司全体大会，从此，

天地和向所有业主郑重承诺：不满意，立刻砸掉，

业主可以亲自动手！ 仲志强也因此得到一个响当
当的外号“仲铁锤”！

从“普通工人”
如何一跃成为集团总裁？

笔者了解到：仲总原来是建材厂的
普通工人，如何一跃成为集团总裁，开创
出全新的“工厂价装修模式”？在笔者的
追问下，仲志强道出了成功的秘密。

仲志强出身平凡，从21岁开始便进
入一家地板厂工作，从下料到喷漆每个
环节，他都非常熟练。后来他又先后去过
地砖厂、陶瓷厂、家具厂，仲志强回忆说，
他在12年的时间里，一共去过6家建材厂
和2家家具厂，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用12
年的时间，了解透了整个家装行业的方
方面面。

一次小启发
引发装修行业大革命

2010年，仲志强回老家帮弟弟装修
婚房，他到装饰材料市场后，惊讶的发
现：原来，装修材料如此之贵！比他了解
到的出厂价最少要贵2－ 5倍，这可是一
个可怕的数字！

仲志强靠着厂家熟人的关系，所有
装修材料和家具都是按照出厂价拿货，
按照市面价格对比计算，弟弟的一套110
平米的房子，居然少花了8万元。
这次偶然的装修经历，使他受到巨大的

启发：为什么不把所有装修产品全部按照出
厂价供货，取消一切中间加价环节，这样，老

百姓装修至少可以省30％至50％的钱。
觉得这条路子可行，仲志强立刻贷

款300万创建了天地和豪装工厂店。天地
和，就是要做厂家的直销中心，让业主拿
到一手货源，省掉一半的装修费。

2011年，仲志强在南昌成立全国第
一家豪装工厂店！

2012年，仲志强先后在武汉、长沙、
无锡成立第二、第三、第四个豪装工厂
店，整个业界大为震动！

2013年，仲志强对豪装工厂店全面
改进，模式更加成熟，又在沈阳、成都、南
京、西安、济南成功开店，天地和一跃成
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家装集团，仲志强也
成为当今装修界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尊敬的成都装修业主：我向您承诺
天地和，一

言九鼎。 以上承
诺， 我们欢迎全
成都的装修业主
共同监督。

1
在天地和豪装工厂

店装修，保证比你自己
装修还要省钱，如果您
在天地和豪装工厂店装
贵了，贵1万，补1万；贵
10万，补10万！

只要您不满意，我们立刻砸掉

贵一万补一万！
贵十万补十万！

2
这个剪下
再省1万

14日晚7时至10时， 这是苍溪县6年级学

生小何生命的最后三个小时。 在这3个小时

里，他遭到了母亲的打骂，随后因急性呼吸循

环衰竭， 抢救无效死亡。 据抢救他的医生介

绍，小何出现急性呼吸循环衰竭，可能与其大

声哭泣有关。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调查得知，小何出生

在单亲家庭。母亲打他，是因为他伙同同学骗

了另一名同学100多元。目前，警方已对小何

的母亲采取强制措施。

多位邻居说

听到打骂声，但敲不开门

小何今年12岁，就读苍溪县陵江小学6年

级，其母亲汪维在学校旁边租了一间房屋。汪

维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儿子读书。

14日晚8时许，与汪维同住一幢楼的李先

生，听到汪维家里传来打骂声和孩子的哭声。

李先生没有在意，但到了晚上9时许，打骂声

仍未停止，孩子的哭声也越来越强烈。

“当时，住同一层楼的5楼邻居，以及6楼

的住户，都在大声制止，说教育一下孩子就行

了，不能打得太厉害了。”李先生说，他还听到

有人在吼：“这么晚了还吵这么凶， 要不要人

休息。”

6楼一名住户直接来到5楼，敲汪维的门：

“从7点钟就开始打，一直打骂不停，孩子不停

地哭， 我实在不忍心了， 就到楼下去敲门制

止。”该住户称，汪维一直没有开门，只是说

“教育自己的娃儿，不需要别人管”。

家住汪维对面一幢楼的住户， 亲眼目睹

汪维打孩子的过程，“好像是用皮鞭抽打的，

打骂声很大，孩子的哭声也特别大。”该住户

说，从晚上7点开始，到晚上10点钟左右，母亲

的打骂才停止。

煮好的面没吃

娃娃深度昏迷送医院

当晚10点多钟，汪维停止了打骂，自己到

厨房煮面条，小何则趴在桌子上。当汪维煮好

面条后， 小何将面条挑了一下， 但没喂在口

中，又趴在桌子上。汪维吃了半碗面条，发现

小何不对劲，随后拨打了120。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苍溪县人民医院

的急诊记录上看到， 医院接到电话是当晚10

时31分。“到达她家时， 我们发现孩子已经呼

吸微弱，心跳只有每分钟60次，呼吸每分钟10

多次， 已经是呼吸衰竭， 出现深度昏迷的症

状，而且时间大约有30分钟。”昨日，出诊的杨

高医生介绍，经过简单急救后，他们迅速抱着

孩子到救护车上。

但是，在短短的不到两分钟后，小何到达

医院时，医生发现其停止了呼吸。但医生并没

有放弃，立即送到抢救室。此时，汪维已是泪

流满面，不停地哀求医生，一定要想办法抢救

孩子。

杨高介绍，在抢救过程中，他们发现小何

四肢以及臀部， 有大面积的淤伤。 但经过检

查，未发现内脏出血等现象，只是鼻子中有疑

似血块。

“我们抢救了50分钟，但孩子还是因急性

呼吸循环衰竭，抢救无效死亡。”杨高说。随后

警察赶到医院，带走了汪维。

疑因大声哭泣

导致呼吸衰竭死亡

据房东徐大姐介绍，15日上午，汪维戴着

手铐，在警方的带领下指认了现场。徐大姐跟

随一同进入房间， 发现桌子上未吃完的两碗

面，也发现了一条三角带。昨日下午，苍溪县

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汪维已被警方采取

强制措施， 死亡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我

们已经通知了孩子的父亲，但他在广东打工，

不知什么时候回苍溪， 须等孩子父亲签字同

意尸检后， 我们才能通过尸检得出真正的死

亡原因。”该负责人说。

据抢救的杨高医生介绍， 他们怀疑孩子

是因急性呼吸循环衰竭，导致大脑缺氧，引发

身体内器官衰竭而死亡。

杨高介绍， 出现急性呼吸循环衰竭，可

能与其大声哭泣，且哭得比较急、比较久有

关。 也可能是一块痰在喉咙上引发的。“小

何的真正死亡原因， 还是需要等待尸检结

果。”杨高说。

据抢救他的医生介绍，小何出现急性呼吸循环衰竭，可能与其大声哭泣有关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她的不易

她的狠心

警方带母亲（圈内）来指认现场 图据苍溪生活网

12岁男孩之死

多位邻居称“听到打骂声”

警方已对母亲采取强制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