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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大红门一幼儿园教师被指虐童
涉事教育机构将园长及教师停职 属地派出所展开调查
昨日，网曝大红门一幼儿园老师殴打学生，视频中两名老师都有拉扯孩子的行为，且对自
己是否有教师资格证未置可否，随后遭到家长踢踹。 对此，该教育机构表示，已对园长及涉事教
师停职，其中一名老师的资格证正在考取中，另一人为实习生，其他问题已移交警方调查处理。

一周被寄莫名快递 20 单

教师摔娃引家长不满

从网络流传的视频中可见，一
身穿橙黄色上衣的幼儿园老师拽
着一女童的胳膊将其从床上拉起
来后，又猛地将其摔在床上。另一
段视频则显示，一老师在上课时突
然用脚从后面踢踹坐在椅子上的
几个孩子，提醒其起立。第三段视
频中，有人质问是否具备教师资格

证时，身着制服的二人没有做声。
随后，一情绪激动的家长边踹打老
师边呵斥“让你打的时候痛快了”。
视频一经曝出后，引发不少网友议
论，“挺有名的幼儿园，没想到老师
素质就这样。”
一爆料人告诉北京晨报记者，
事发孩子在国际混龄班中，“ 起初

是一家长在微信群称，孩子反映老
师有打人的举动。于是有家长出于
担心便到学校询问，并要求看监控
录像。之后，就有了这段翻拍的视
频。视频刚发到家长群中就‘炸了
窝’……”同时，家长们还发现该班
三名老师中仅一人具备教师资格
证，另一人竟只有 17岁。

该机构品牌部崔女士向记者
介绍说，两天前一家长发现孩子嘴
唇有伤口，到园内了解情况看监控
时发现问题。“我们也很痛心，对于
受到影响的幼儿将尽最大努力去
弥补。同时，也会深刻反思我们的
管理，认真整改。”至于教师未持证
上岗一事，她回应称，根据教委规
定，班级正常配置为两位教师和一

名保育员。“其中一老师于去年毕
业，需要实践并统考才能拿到资格
证，目前她正在考取中。另一名网
传 17岁的教师是公司为合作学校
代培的实习老师，不在‘两教一保’
的教师配备范围内。”目前，家长及
涉事老师都在派出所配合调查。

园长涉事教师被停职

昨日，记者到达该幼儿园时正
值午休。据保安介绍，目前该园照常
上课，秩序正常。随后该教育机构总
部官方微博发出声明称，针对此次
事件已成立调查小组，对于涉事教
师要求停工，如涉及违法犯罪行为，
将坚决支持依法严惩。另外，已对该
园园长进行停职检查，并已安排优
秀老师和管理团队接手该园工作。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记者 郭丹 线索：辰先生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记者 张静姝）

朝阳区百子湾南二路
上的一家餐馆里长着棵大
树，树干长在屋里，树冠长
在屋顶。饭店老板称，10 多
年前租房时屋子便是这
样。 朝阳区城管监察局双
井队工作人员解释称，建
筑无相关规划审批手续，
但 因 房 屋 建 于 上 世 纪 70
年代，属历史遗留问题，拆
除难度极大。
北京晨报记者 康佳 / 文
首席摄影记者 吴宁 / 摄

回龙观龙
回苑和田园风光雅苑西区
中间围栏上有一个小门方
便两小区居民“串门”，但
最近这个小门被完全封
死，让人直呼不便。记者从
田园风光雅苑西区物业了
解到，有业主反映此门令
小区“不设防”，存在隐患，
他们才决定封门。
家住回龙观龙回苑的
王女士说，她几乎每天都
要穿过这个小门，经过田
园风光雅苑西区，去文华
东路的超市买菜，小门被

女子东直门坠桥砸轿车

过快递物流信息查询发
现，这些快递上写着我的
名字和电话号码，但收货
地址不是我的。”有的快递
员让他把快递改寄北京，
可宗先生想，
“我没网购，也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怎么
能让他寄过来。”
记者通过宗先生手机
中的物流信息看到，这些
快递的发货地点和送货地
点都不相同。快递公司的
负责人昨日表示，查询发
现宗先生的这些“莫名”快
递都是一些调查问卷和宣
传册。“我们怀疑他的个人
信息被第三方平台泄露
了，因为信息不够准确所
以出现这种错误快递。我
们已经在系统上标注，如
果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会主
动帮他拦截。”
宗先生称，他对这些
“莫名快递”十分困惑，目
前已报警求助。
线索：辰先生

封导致她每次往返多走半
小时的路，
“以前很方便，这
怎么说关就关了呢？”记者
昨天看到这个只供行人通
过的便民小门，如今被完
全封死，一些田园风光雅
苑西区的居民也走来看个
究竟。
田园风光雅苑西区物
业对此表示，当初的确是
考虑到方便业主才开设的
这个小门，“但最近出现偷
盗问题，有业主提出这个
小门有安全隐患，于是将
小门封死。”
线索 辰先生

水有异味 街道办送水

女司机受到惊吓

的前风挡玻璃破碎，周围立起警
昨日清晨，一女子突然从东直 示桩，旁边的几名交警在旁疏导
门桥坠落，砸到一辆在内环行驶的 交通。而在另一段网传视频中，
奔驰车上。司机及时刹车后，女子 可清晰地看到事发全过程，上午
跌落一旁，后被送医救治。北京晨 7点 40分左右，一辆黑色奔驰车
报记者从军区总医院处了解到，女 刚驶过东直门桥，一女子突然从
天而降，砸到黑色奔驰轿车上，司
子无生命危险。
昨日早高峰，多名网友微博 机及时刹车将车停稳后，开门下
爆料东直门桥附近有人坠桥，东 车查看情况，一脸惊慌。
记者赶到东直门桥时，现场已
二环北向南方向受事故影响，拥
堵严重。据现场图片，东直门桥 处理完毕。记者看到，东直门桥约
下北向南方向最外侧车道停着一 高 4米，内环最右侧车道有白色粉
辆黑色奔驰轿车，在轿车的左前 笔分别标出了轿车位置及女子摔
方，一女子头冲南面部朝天躺着， 落位置。据一目击者介绍，他骑电
周围不见血迹。图片中，急救人 动车经过时，突然看到女子从桥上
员正上前俯身查看其情况，轿车 跳下。“直接掉到下边那辆车上了，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记者 康
佳）

市民宗先
生日前向北京晨报反映，
从上周起他开始接到来自
全国各地的快递员电话，
称其有快递上门。但奇怪
的是，这些快递除了电话
和姓名是他的，收货地址
均不相同且不在北京。截
至昨天，已有近 20单。快
递公司怀疑宗先生信息被
第三方平台出售。目前，宗
先生报警求助。
宗先生回忆称，“ 第一
个快递员来电说‘下楼领
快递’，我下楼后却没见
人。打回电话一问，这个快
递竟在广西桂林的一个小
区。听说我在北京，根本不
知道这个地址，快递员也
很纳闷。”他以为这只是个
小乌龙事件没太在意，“ 谁
知自此之后，我几乎每天
都能收到快递员让我取件
的电话，而且这些快递竟
然分布在大江南北。我通

便民小门被封引争议

大树长进屋

神志清醒无生命危险

北京晨报热线新闻
（记者 张静雅）

把车的风挡玻璃砸裂，司机一踩刹
车，坠落女子就摔到路上了。”附近
一清洁工回忆称，坠桥女子看起来
30岁左右，落地后神志清醒，现场
也没有血迹，“只听见她疼得一直
叫唤。”而女司机则受到惊吓，坐在
一旁发愣。“后来救护车把那个女
的送走了，女司机被吓坏了，轿车
也被一个男人开走了。”
昨日下午，在军区总医院，记
者看到坠桥女子躺在病床上，额部
血肿，颈部打了石膏，神情正常，家
人正陪她聊天。记者从医护人员处
了解到，目前女子已脱离危险，从
急诊转至骨科病房住院接受治疗。
线索：辰先生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记 者 李 傲）

有家住顺
义中铁花溪渡小区的居
民反映，本周饮用水发出
刺鼻性气味。随后物业
公司发出停水通知，将水
样送检。双丰街道办事
处的工作人员则调来供
水车供居民使用，并为不
方便的居民送水上门，得
到好评。
北京晨报记者昨日看
到，小区南北门分别停放
了一辆供水车，不少住户
拿着水桶锅盆下楼打水。
双丰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
员身穿标有“双丰综合志

愿服务”字样的衣服，帮助
搬水困难的住户送水到
家。一六旬老人正在登记
家庭住址，
“我们年纪大了，
刚开始还发愁，现在街道
提供了方便，这水桶和小
推车也是他们提供的。”更
有居民提出洗菜要求，工
作人员特意为她接了一根
水管。据街道办主任介绍，
刚一停水，他们就调来几
个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帮
忙，“前天早上 6点就过来
了，有些人一直干到晚上 9
点，能出份力就行。何时恢
复供水，他们何时撤退。”
线索：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