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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心的吴女
士在三亚火车站进站时#将随身
装有贵重物品的挎包遗忘在安
检传输带上#幸好被铁路民警发
现#立即通过广播在候车室进行
失物招领$

不一会# 满头大汗的吴女士
来到了安检口# 在确定其就是失
主后#民警将提包原物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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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生 ()

"交了#$%%元培训费
学大货车驾驶# 还没来得及学车#&'

岁的陵水男子林道创就因车祸身亡#

死者家属拿收据多次找到驾校要求
退还培训费# 可迟迟没得到驾校答
复$ 对此#开收据的陵鹏驾校的教练
表示#退款的事已向驾校校长和老板
汇报#还需等待消息$

今天下午# 林道创的父亲林明
芳从陵水来海口向本报求助#林明芳
告诉记者#他家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新

村镇#今年&月('日#&'岁的儿子林道
创报了大货车)&驾照考试# 并交了
*$+%元的培训费#而驾校的教练也给
他儿子开了一张收据$没想到天有不
测风云#在"月$日凌晨#儿子搭乘同
伴的车去三亚买鱼苗的路上#在半路
因追尾车祸不幸死亡$

林明芳伤心地说# 儿子去世后#留
下了一对,岁多大的双胞胎女婴# 小孙
女因为生病目前在省人民医院住院治
疗已经花了,%%%%多元# 现在家里非常
困难$他在得知儿子生前曾交钱报考学
车#但是还没来得及学车#因为学车的
钱是向亲戚借的#所以他拿着儿子留下
的收据联系了开该收据的驾校教练要

求退钱#%我找了教练几次#教练说钱已
经交到车管所了很难退#我们也没有办
法$ &记者从林明芳所出示的收据上看
到#收据上面的确写了林明创交了*$%%

元考)&驾照# 落款只写了收款人的名
字#但字迹潦草看不清楚#没驾校名也没
收款单位盖章$%如果说我儿子去学开车
没学会#这钱收了也就算了#但我儿子都
还没去学开车人就死了#他们迟迟不退
款到底是什么意思' &林明芳说$

记者拨通了收据上教练所留的
电话#接电话的男子自称是陵鹏驾校
的教练#当记者提出要驾校老板的联
系电话时#该教练称不方便给$ 该教
练说# 林道创是驾校今年第一批学

员#但是他们通知他去考笔试#他一
直拖着没去$

%如果是报名后一周内不想学车
那还可以退款#但他交的钱我们已经
交给琼南车管所了# 而且已入了档
案#很难退的$ &该教练说$

随后记者从省交警总队了解到#

一般市民到驾校缴费报考)&驾照#车
管所只收取",%元左右的考试费#至于
剩余的培训费用由报考驾校支配#由
驾校来决定是否退还给学员$ 当记者
再联系该教练时#该教练又解释道#他
让林道创家人拿其死亡证明来对方也
没拿#&个多月前他已经把此事上报给
驾校校长和老板#但是还没得到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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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月,*日晚上-点多钟#一男子在海
南西线高速公路金牌路段被车碾
压头颅死亡#肇事司机逃逸至今$

临高县交警悬赏,%%%%元寻目击
者查找肇事司机$

据死者符某的妻子介绍(&月
,*日晚-点多钟#符某骑摩托车经
西线高速公路回家# 路过金牌路
段时发生交通事故# 符某的头颅
遭汽车辗压#当场死亡#肇事汽车
司机逃离了现场$

临高县交警大队民警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警方根据现
场情况推断#肇事车极有可能是
大货车#大货车轮胎辗压符某的

头部致其死亡$ 事故过去"个多
月#交警至今没有找到肇事车辆
及司机$ 为此# 警方借助媒体
向社会公开悬赏,%%%%元寻找目
击者#以帮助警方查找肇事司机
及车辆$

这位民警称( 如果实在无法
找到肇事司机的话# 家属可以和
警方协商#申请政府法律援助#这
可以得到一些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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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南口腔医院举办#针对残缺
牙齿人群的%揭秘种植牙)**公益专
题讲座&.月&*日开讲+ 据悉#本期主
讲是种植牙专家张静超博士#市民拨
打咨询电话($$""*.+$咨询预约$

据介绍#现在#国际上牙齿最流行
的缺牙修复方式就是种植牙$ 因为种
植牙突破了传统镶牙方式的缺点#虽
然价格相对较高# 但对邻牙没有破坏
性#且稳固,美观,舒适,咀嚼功能恢复
好# 被口腔医学界公认为缺牙的首选
修复方式+ 种植牙其实是一种高度仿
真的牙齿修复技术+ 种植牙有一颗类
似钉状的金属种植体# 在缺失牙齿的
位置上把这根%钉子&埋植到牙槽骨内
充当牙根的作用# 再以此为基础镶上
假牙+ 种植牙和天然牙的生物力学原
理相同# 所以种植牙能承受强大的力
量# 咀嚼效率比传统假牙有大幅度提
高#有%人类的第三副牙齿&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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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凌晨# 市民
彭小姐在海口市城西路永旺商厦附近
路段遭遇飞车抢夺# 所挎的白色镶黄
边挎包被抢+若有市民捡到彭小姐被抢
的挎包或证件#请拨打$$-,++*&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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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路公车时将
装有毕业证等证件的蓝色透明文件
袋遗落在车座上# 在苦寻未果的情
况下#失主徐淑萍今天向本报求助+

徐淑萍告诉记者#.月,-日晚上

.时许#她从新海航大厦乘坐'+路公
交车回家#后来在海口西站下车#下
车时由于当时手里拿着一把大雨伞
和矿泉水等物品太多# 到站后她匆
匆忙忙地下车# 结果不小心把蓝色
透明文件袋丢在车上了+ 遗失的文
件袋里装有她的大学毕业证和学位
证#四,六级英语证书#还有国家普
通话考级证及其他证件# 对于她非

常重要+ 后来她多次拨打公交公司
的电话求助# 也到了'+路公交车调
度室询问#但是当天都没有找到+

%这些证件非常难补办#今后我
找工作如果没有这些证件那就很困
难了# 希望拾到证件的好心人能及
时与我联系+ &徐淑萍无奈地说+如
果你拾到徐淑萍的证件# 可拨打本
报电话($$-,+-$&与她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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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琼看病#却
不慎把内装有&+++元现金和重要
证件的旅行包遗失在出租车内+今
天上午#来自广东的李霞珍女士着
急地求助本报寻找失物+

李霞珍女士告诉记者# 她是
广东人#因为颈椎不舒服#听说海

南有看颈椎不错的医生# 她近日
特意从广东来海口看病+ .月,,日
上午# 她从秀英港乘坐出租车到
新埠桥北桥头#下车时太匆忙#结
果把一个黑色的中号旅行包遗落
在出租车内# 丢失的旅行包内有
&+++元现金,身份证,孩子出生证
和银行卡等重要证件+

%我当时也没向出租车司机
拿发票# 也没有记住出租车的车
牌号# 现在没钱没证我也看不成
病了+ &李霞珍伤心地说#她现在
心急如焚# 希望有人捡到她的包
能够归还#她会感谢对方的+

如果你拾到了李霞珍的旅行
包#可拨打本报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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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今日致电本报反映(他
&++/年底花巨资在海甸五西路延升
商住楼购买了近两千平方米的铺
面#买后发现房子漏水#一年多来该
事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由于漏水#

没人愿意租#每月损失数万元+

记者采访了延升商住楼开发
商和物管#负责开发的延升实业以
及该商住房的物管方海口市中建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其中海口市中
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邹先
生告诉记者#该楼漏水主要原因是
楼体沉降不均衡造成的#郭先生反
应的情况基本属实#物业和开发商
在.月,'日派人维修# 由于应当事
人郭先生要求#要规划个维修方案
才能维修+ 出台一个维修方案需要
一点时间#开发商希望郭先生再宽
限些时间# 他们将尽快拿出方案#

把郭先生漏水问题妥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