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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海口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和消
防支队相关负责人对宜欣广场和国贸大润发等
商场珠宝店进行了安全防范大检查$

据了解# 先前海口生生百货和明珠广场相
继发生了特大盗窃案和火情# 两起事件引起了
省公安厅厅长贾东军和海口市公安局局长宋顺
勇的高度重视# 并对商场安全防范措施进行了

重要指示$ 为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海口市公
安局决定于!月"$日至%&日#在全市范围内对大
型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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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店等经营场所展开为期半
个月的大规模&拉网式'安全大检查行动$

执法人员介绍# 对于检查出的各种安全隐
患#治安大队会及时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
整改$ 对于拒绝整改的#会依照(企事业单位内
部治安保卫条例)依法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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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吴某华为首的敲诈勒索犯罪团伙长
期以来在海口市青年路一带向对店铺店主收
取保护费进行敲诈勒索#受害人敢怒不敢言$ !

月)$日#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多警种协同作
战#成功摧毁了以吴某华为首的敲诈勒索犯罪
团伙#抓获)*名犯罪嫌疑人$

据海口美兰公安分局介绍# 自*&))年+月
份以来#美兰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案#一伙不
法之徒多次对青年路一带店铺进行敲诈勒索#

严重影响了该地带店铺的经营秩序和治安稳

定$ 获悉案情后#美兰公安分局局长易向阳高
度重视#立即组织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

经过%个多月的侦查# 专案组终于掌握了
以吴某华为首的犯罪团伙多次在青年路一带
以威胁%恫吓为手段#实施敲诈勒索犯罪活动
的证据#查明了案情$ !月),日#专案组先后在
青年路海悦宾馆%椰林路满香鸭饭店和白龙北
路抓获吴某华等)*名犯罪嫌疑人$ 据了解#该
敲诈勒索犯罪团伙中大多数成员都是未成年
人#吴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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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团伙的老大#曾因贩毒两次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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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这四个小孩大变样了吧* ')#日上午#

南国都市报记者刚刚走进海口市龙泉镇雅咏村四
姐弟家门口#姐姐韦桂鲜活泼地跑了出来#紧跟在
后面的是老二老三#老四刚刚吃过饭#舒舒服服地
躺在床上睡觉$新联村委会委员韦应文说#经过)&

多天的调养#四姐弟目前的健康状况良好$老四之
前不能转动的脖子#现在已经可以扭动了$

&你们应该好好感谢一下王总# 是他救助了
你们$ '龙泉镇副镇长梁定炳对四姐弟说$好心人
王凤和看到孩子站在门口#伸出手就去抱$ 当天#

在龙泉镇副镇长梁定炳主持下#王凤和同新联村
委会% 四姐弟的干姐姐三方签订代养协议#从
*&))年!月*&日开始# 王凤和将一直代养四姐弟
至)-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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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上学费用%普通门诊费用%生活费用%保
姆费等均由王凤和负责$ 目前#四姐弟共计收到
捐款%#%&&元#这笔爱心款暂时由民政局保管#以
备四姐弟今后其他费用开支$

:;=

*&

%>»?@kA

目前# 王凤和已经在海口正义路为四姐弟租
好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 为了让四姐弟住得更

舒适#王凤和还专门请人将房屋粉刷一新#空调%

洗衣机%电视等家用电器均配置好了$ &就是按照
普通城市家居环境布置的#他们来了之后#一定会
住得很开心的$ '王凤和说#现在代养协议已经签
好了#*&日下午# 他将专程到村中去将+个小孩接
到海口$ 王凤和同时也表示#今后也欢迎爱心人士
到四姐弟的家中去看望他们# 让四姐弟感受到更
多的社会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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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令人着急的是# 四姐弟就要到海口了#

王凤和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保姆$ &我想找一

个有爱心的保姆#能够一直照顾四姐弟长大$ '王
凤和说#他可以给爱心保姆买社保#提供食宿#第
一个月工资为)-&&元# 以后还可以根据情况上
涨$ 同时希望保姆是年龄在%&至+&岁之间的女
性#真心地爱孩子#能够一直和孩子吃住在一起$

如果有人愿意照顾四姐弟#可以与王凤和的助手
小任联系#电话+)-.-#-.+)--$

本报讯 近日#由省文体厅和海口无界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主办的&感党恩#念党情,,,红色
电影乡村行'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在全省)-个市县
举行$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秉承&利民%

济世%科学%爱国%文明'的企业文化理念#组成

&红色电影乡村行'服务队伍#跟随各市县电影公
司把红色电影送到各个乡镇$

同时#为回馈社会#王老吉拿出此次活动期
间的销售所得#购置大批风扇#给海南部分敬老
院的老人们送去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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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网记者 µ¶·

本报记者 ¸¹º实习生 »¼½

"有一个女孩#

她是农村留守儿童#与奶奶哥哥相依为命-她的
成绩单上没有低于#&的分数#却患了白血病#生
命垂危-这样一个女孩#连日来#受到国内外网
友高度关注#她就是凌小晶$ 为救助小晶#在南
海网的大力宣传和呼吁下#)&天内#小晶已收到
)*万元的爱心捐款$ )#日下午#带着众多爱心
人的祝福#小晶飞赴广州进行治疗$

*&))年!月$日# 南海网接到一个救助电
话#海南省定安县))岁女孩凌小晶被确诊患上
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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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庭贫困#在医院接受短暂治
疗后#便返回家中无望等死$ 南海网总监伊秋
雨获知此消息后# 联系数名南海网热心网友#

于!月!日奔赴定安#看望重病的凌小晶$

据了解#小晶父母在广东一家电子厂打工#

夫妻俩月收入不足%&&&元#除去租房吃饭#仅够
补贴家用$ 小晶和哥哥平时与-+岁的奶奶生活#

是名副其实的留守儿童$ 但是贫穷不能阻挡这
个孩子好学的脚步#在小晶的家中#网友们看到
奖状贴满了一面墙壁#而在小晶的成绩单上#没
有低于#&分的分数$ 眼见如此优秀乖巧的小女
孩陷入困境#南海网网友们心痛不已#他们决定
发动最大力量拯救女孩$

在南海网及爱心网友的大力呼吁下# 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关注小晶# 各地网友通过短信% 电话%

//%微博等方式向小晶表达关爱之情$ 短短)&天
的时间#小晶收到的爱心款已达)*万元$ 目前#小
晶的家人联系了广州的南方医院$ )#日下午飞赴
广州后#小晶将能马上住进病房#接受治疗$

记者了解到# 尽管目前的捐款数额尚属乐
观#但小晶需要化疗并配合药物治疗#待病情稳
定后进行骨髓移植#所需费用+&,$&万元#对小
晶的家庭来说#这是个令人绝望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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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个老百姓呀#今个儿真高兴$ '!月)#日#文
昌市文城镇陶坡村委会江村喜乐震天# 喜鞭齐
鸣$ 在经历了*&&多个日日夜夜的苦苦期盼后#

去年)&月份遭遇洪涝灾害失去家园的江村老
少#一起大摆筵席宴请八方宾朋#共同庆祝搬进
江村别墅开始新的生活#共同见证江村巨变$

)#日上午))时# 下起蒙蒙细雨的江村#沉
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 家家户户都在新房门口
挂起了长长的炮竹- 前来道贺的宾客络绎不
绝-文化广场上支起一排排柴灶#挥汗如雨的
大厨们不停地翻动着锅里美味的菜肴#一派热
火朝天的欢腾景象$

南国都市报记者在走访中看到#几乎家家宾
朋满座# 而待客的菜肴除了肥美可口的猪腿肉#

还有鱼肚%螃蟹%大虾等美味佳肴#十分丰盛$

&全村一起摆酒席可是村里头一回$ '村民
韦秀珍笑言#今天是好日子#全江村的人都搬
进了政府给捐建的新房子#所有的亲戚朋友都
请了过来#大家一起庆祝又热闹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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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在江村#做客在农家#浓郁的现代化
气息#让人觉得惊喜又感动$ 江村每套住房的
建筑面积有))$平方米# 另外还配建.&平方米
的庭院#种上葱葱郁郁的花草树木$

&江村不仅是新农村的一个缩影# 也是一
个奇迹$ '海南现代科技集团董事长邢诒川介
绍#江村钢筋混泥土结构的房子能抗-级地震#

不仅如此#新社区的建设还配有太阳能%沼气
池%公共绿化%道路%卫生室%活动室%有线电视
等社区公共设施$ &做梦也没想到会住进别
墅$ '村民陈日利看着江村新颜不禁感慨#江村

房屋被夷为平地% 村庄变废墟的场景犹在昨
天#但转瞬间#村民们竟住进了政府和现代集
团援建的别墅#就像做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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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现代化别墅# 绿树成荫的庭院#江
村的一景一物都充满了生活气息#但江村人依
旧还要为生计奔波$ 村民李大姐说#水灾前#村
里的主要经济来源靠植水稻%胡椒%橡胶%荔枝
等作物#收益相当可观#但水灾后一切没有了$

&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干工# 只有老人和
小孩在家$ '江村的一位阿婆告诉记者#灾后#

由于田地被淤泥覆盖#无法再耕种#村里的年
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一些年纪较大的
村民只能在附近找些工地的工作维持生计$

&我们还是希望靠地吃饭$ 以前我们一家
人种上十亩胡椒#如果行情好#还能挣上好几
万块$ '村民蔡老伯说#年纪大了干不了重体力
活#要是村里的土地和水利改造能尽快完成就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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