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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关于河北工业大学学生赵伟在大庆火车站死亡情况，有关方面高
度重视。已派出调查组，对此赵伟死亡事进行深入调查并查明情况，据实依法处理，及时公
布赵伟死亡事件调查结果。
大学生赵伟春运回家途中
大学生赵伟春运回家途中“跳楼
跳楼”死
死
近日，一篇主题为《大学生乘坐1301次列车死于非命——铁路有杀手》的网帖引起网
友广泛关注。
网帖称，1月23日，年仅23岁的河北工业大学大四学生赵伟春运回家途中，意外“冤
死”于大庆火车站。死时，全身伤痕累累，甚至有“致命的内脏损伤”。
死者家属昨天向记者证实：该网帖为死者赵伟的姐姐和妹妹以其父母的名义发上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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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数百西方特种兵登陆利比亚 协助反对派行动
我大使就建筑质量向新表达关切 未获正面回应
中国船员讲述死里逃生：险被外国舰击沉
中国GDP超日成日本大幅削减对华援助借口(图)
辽宁大学一俄罗斯美女学生坠亡 有人称系被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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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伟死后，哈尔滨铁路方面至今未告知家属，死者中途下火车并“跳楼”自杀的详情，但铁路
公安却曾主动上门，试图与家属商谈赔偿事宜未果。
昨天下午，哈尔滨铁路公安局相关人士对早报记者表示，铁路公安机关已对该案作出明
确结论，并将于近期统一对外说明。

不能淡定：游艇展靓模

9岁智障男孩点燃妹妹

“妖男”窜红的时尚界

“红杏出墙”雷照共赏

赵伟死亡事件疑点重重
家属不接受赵伟自杀说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40天，谈起弟弟赵伟“不明不白”的死，赵国华依然难掩悲愤。她告诉
早报记者：赵伟“冤死”的网帖，是她和妹妹以父母的名义发上网的。
网帖称，河北工业大学大四学生赵伟，1月22日乘坐1301次火车从天津回内蒙古扎兰屯
老家，座位号为12车045号。赵伟的一位同学和同乡恰好在同一列火车的11号车厢。“据该
同学讲，上车后，因为换座问题，赵伟被乘务员奚落嘲弄，赵伟向列车长反映了此问题。到
晚上10时左右，赵伟拿着行李包来到11号车厢，对同学说，可能把列车长得罪了。并和同
学旁边的乘客换了座位。后半夜（即1月23日凌晨）约3时左右，乘警来把赵伟叫走。”赵国
华深感反常和不解的是，赵伟随即失去了联系。上午8时许，赵伟的家人接到大庆铁路公安
的电话，称赵伟在火车站跳楼。当晚7时许，赵国华等亲属赶到大庆时，被警方告知，赵伟
是从大庆火车站候车大厅二楼“跳楼”自杀身亡。
赵伟伤痕累累
赵伟尸检
赵伟尸检“有致命内伤
有致命内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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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什么，她请求调看火车站的监控录像，却被告知火车站没有录像。她要求警方出示赵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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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死亡现场的照片、录像，又被告知现场未保护好，无照片或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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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华表示，经来自哈尔滨铁路局和齐齐哈尔的两名法医鉴定，赵伟坠楼时间为早晨7
时20分，而当天1301次火车到达大庆火车站的时间为6时21分。为搞清楚这一小时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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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华回忆，家属第一次见到赵伟的遗体是在大庆殡仪馆的冷藏柜里。“我们看到赵伟

全场包邮 疯狂抢购

右眼青紫，两个鼻腔塞的棉花上都有血迹，右耳内外有三处伤痕，右下颌有两处伤痕，右髋
部有大块青紫、中有伤痕，右腹股沟处有五处伤痕，双手多处伤痕，左手腕处有疑似被手铐
的紫红印记。”在家属的坚持下，1月26日，警方同意对赵伟进行尸检。“结果发现，赵伟除
体表外伤、颅脑致命创伤外，还有致命的内脏损伤。”赵国华在网帖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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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火车站站前派出所到扎兰屯跟我们面谈赔偿。
但是大庆火车站的站长跟我们说，这事跟火车站没关系。
这头说没关系，那头又说要赔偿十七八万的，后来就不了
了之。”赵国华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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