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记者 !"

# 通讯员 $% &'

"""日早上#点
"$分许# 在海口市高登西街!%号楼
房# 一名!$多岁的女子从&楼摔下#

悬在铁皮房顶上# 随时有坠落的危
险$ 消防官兵接到报警后火速赶赴
现场救援$

"$多分钟后# 消防官兵冒险搭
架将该女子救下#将其抬上'"$急救
车送往医院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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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游客向本报反映#海口"%

路公车线路更换了(年多#不从国宾大
厦走了# 可泰龙城公交站点的站牌却
没更改#外地游客上了车才知坐错了$

今天上午# 记者来到泰龙城公交
站点看到# 该站点上的"%路车的路线
图果然有国宾大厦站点# 该线路司机
说"%路公交车的确不从国宾大厦站点
路过了$ 随后记者把此情况向海口市
交通局反映# 工作人员表示将把相关
情况告诉公交科#及时更换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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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电动修脚
上海和味堂老年三宝之一秀脚

牌电动修脚乐!+,-./0123

4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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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一代家用电动修脚工具，通过特
质刀头的旋转削磨，在家 1-2分
钟就能轻松去除脚垫、老茧、厚
皮、死皮及厚指甲，且不损伤正常
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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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博爱大药房、惠祥药行、府城医药公司二门市、秀英上好医药商

城，三亚!回生药店，文昌!蓬莱药店，澄迈!医药公司第一门市，东方!医药总公司
门市,儋州：医药商场，定安：中西成药部，万宁：百年华康药店,琼海:中心医药商场 市内免费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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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一届专场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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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胆结石手术刚完#母亲又得白血
病入院#当两岁的小二宝坐进开水锅
被烫成重伤无钱医治的时候#""日#

本报%"龄童&小鸡鸡'被滚水烫伤(一
文及时报道了&小二宝'向乘悦的不
幸遭遇#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好
心人纷纷伸出援手帮助小二宝$截止
""日下午)点# 本报爱心读者共向二
宝捐款!*!万元$

&我刚看到南国报报道的"岁男
孩被烫伤的报道# 感到小男孩很可

怜#想给他捐"$$元#怎么捐) '""日一
早#海口的孟女士就给本报打电话表
示#看了报道后#心里酸酸的#想捐钱
帮帮这个孩子$ 与孟女士一样#家住
海口府城大园路的王女士来电说#她
早上和老伴去喝老爸茶看报纸#看到
小二宝一家的不幸遭遇后#心里很不
好受#虽然收入不高#但想捐($$元帮
助他们$

海口一位好心的女士来电表示#

她也是两岁孩子的妈妈#从南国都市
报上看到"岁男孩烫伤的报道后#心
痛得都流下眼泪了#于是想捐钱帮帮
这个可怜的孩子$ 但是#该女士说什

么也不留名$ 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

她只说自己姓陈$

一位姓张的先生得知二宝的遭
遇后#到解放军(%#医院+$%病房看望
了二宝#并捐助了(万元$还有一位不
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士到医院捐助了
&$$$元给小二宝$ 此外#海口一学校
有关负责人也到医院看望二宝#并捐
献了(万元$ 截止""日下午)点#小二
宝已接到社会爱心捐款!*!万元$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 小二宝目前
已脱离生命危险# 但需要较长时间的
系统治疗$ 目前#小二宝精神好了点#

也许是知道有这么多叔叔阿姨帮助自

己#小二宝""日一整天都没有哭闹$

&非常感谢海南这么多好心人的
爱心#他们是孩子的再生父母#我们
一家都不会忘记的$ '爷爷向英长哽
咽地说#远在湖南的小二宝爸爸知道
海南有这么多好心人帮助自己不幸
的孩子#非常感激$ 他祝愿所有的好
心人都能健康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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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临高老妇人钟某拿着医院
的病历单来到报社#称自己被一辆拉
货的车撞到了#因为肇事者是认识的
人#双方协商私了$ 没想到等到她住
进医院治疗后#对方付了+)$$元后就
不愿再管她了$ 无奈之下#她向派出
所报警$ 但因事情过了近两个月#没
有现场#一时之间很难有结果$

&我很后悔#如果当时在现场报了
警#就不会遇到这种麻烦了$ '钟某一
脸懊悔$ 为了这件事# 她找过法律援
助#去过派出所#但都被告知因为没报
警*没现场很难处理#目前她所能做的
只是等待$钟某说#她希望借自己的遭
遇提醒其他人#发生交通意外时#不要
选择私了#而应当场报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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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省救助站向
本报反映#他们救助了一名迷路男孩#

希望男孩家人能与救助站联系$

"(日(+时许#秀英公安分局高新
区派出所接到报警+在高新区公交车
站有一名迷路男孩找不到回家的路$

之后该男孩被送到救助站$ 男孩约#

岁#身高约(*!米#体型瘦小$ 由于男
孩不说话#工作人员无法得知他的姓
名和家庭地址#请亲属或知情者与省
救助管理站联系# 联系电话+$%,%-

&%&&"+#%#&%&&'!&.$

,JK

)LMNO0

PQ3RJS�

!"ij+,

&&%'."""

#$

!

%

""

&'

!记者 !"#实习生;

<= >? fg"h

"!月"'日晚上
''点多钟#在海口市顺达路!琼山
大道大转盘附近"椰牛饮料厂路段
一丁字路口处发生一起惨烈车祸+

一辆小电动车在与一辆大卡车相
撞后#又被卷入大卡车底部#造成
电动车上+名小伙当场丧命$

""日凌晨'点许# 南国都市报
记者赶到现场时#一辆车牌号为粤
/0!)11*满载石料的'.轮大卡车
还停在丁字路口的拐弯处#该车底
下压着一辆几乎散架的电动车$附
近一路面坑洼处除了遗有一两双
鞋外#还有一大滩血水$ 遇难者的
遗体和大卡车司机均已不在现场$

据附近椰牛饮料厂一名员工介
绍#事发路段没有路灯#路况较差#

很少有行人路过# 他们听说出大事
了才跑出来看的$当时#压在大卡车
底下的除了一辆电动车外#还有+个
血肉模糊的小伙$后来警察赶来#把
他们的尸体运离现场$

""日上午#有关知情民警透露#

该大卡车司机姓谢#谢某事后交代#

事发当晚# 他驾车行驶至事发路口
准备拐弯时# 并没有看到有电动车
经过#只是感觉车底有异常情况#停
车下来查看时#才发现出了意外$

据了解# 该事故中遇难的三名
小伙分别为小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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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
均为顺达路附近海口某混凝土厂的

学徒或员工$ 事发后#大卡车司机谢
某被刑拘#此外#谢某一方已拿出 &

万元准备作为三名遇难者的安葬费$

据交警介绍#该事故中的大卡
车涉嫌超载#而事发电动车涉嫌超
标# 并且也是不允许乘坐三人的$

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事故的责任
认定存在一定难题$ 目前#该事故
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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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几个少年结伙在海口市抢劫#

今年'月份至!月份#他们共作案'&

起#抢劫的对象都是中小学生$ 他
们利用胁逼*恐吓等方式来抢劫学
生的电动车*手机和钱物$ 经过半
个月的缜密侦查#日前#海口美兰
公安分局重拳出击一举抓获了&名
少年团伙犯罪嫌疑人 !WXY

'&

@"WZY

'+

@&

#缴获赃物电动车
)辆$

""日#在审讯室#记者见到了&

名看起来很孩子气的犯罪嫌疑人#

'+岁的揭某对记者说+他在海口某
中学读初二#感觉功课跟不上#就经
常逃课出去上网$ 在网吧认识了黄
某和曾某#于是就和他们在一起玩$

揭某说#第一次去抢劫#是曾某提
议的#他当时很害怕#又不好意思

不去#于是就跟着去了$ 事后电动
车卖了#..元# 每人分了"..元#剩
下的吃饭上网用了$

当记者问揭某知道抢劫是不是
犯罪$ 揭某说+&知道,,如果我能出
去#我就好好读书#再也不去干违法的
事了$ 叔叔#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啊) '

pqrs#34t5uvIw

xyA!z5"{|!D}~EF�

���|"p��#

+'&))''.

��!`�ab$!cId�'£©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