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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实习生$%# ()"*

"林崇伟#

在今年高考中取得理科!"#分# 已顺
利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录取#父母
及上大学的哥哥都为他感到高兴$ 可
懂事的林崇伟却忍不住为大学费用
犯愁$ %虽然我父母一直表示供我上
大学没问题# 可我知道家里真实情
况#要同时负担我和哥哥读大学太困
难了&&'这个高高瘦瘦的大男生在

求助时声音哽咽地说#除了申请助学
金#自己还要像个男子汉一样利用暑
假打工筹学费$

林崇伟跟父母及哥哥一家四口#

长期租住在海口滨濂村一间仅有$%平
米的简陋民房里# 哥哥已经在太原中
北大学读大三$ 父亲林小平患有严重
的颈椎病#现在四肢麻木僵硬#海南省
人民医院建议做手术治疗# 可至少要
花费%万元$ 原来父亲还能打些零工挣

钱#现在却只能呆在家中养病#光靠母
亲白碧容靠送报每月挣得$&&&多元维
持全家生计$ 而哥哥上大学的费用也
基本是靠亲戚资助才得以解决$

林崇伟从小就以哥哥为榜样#兄
弟俩为了改变家里的贫困状况#从小
就刻苦读书(立志考上大学$ 因为知
道家里贫困#林崇伟显得比同龄的男
孩子早熟# 在学校不仅省吃俭用#而
且还经常利用假期做家教补贴家用$

林崇伟学习虽然勤奋#但却很注重效
率#就算读高三也从不开夜车(加时
学习$ 在海南省农垦中学读书期间#

林崇伟还获得了#&$&年全国中学生
生物竞赛三等奖$

林崇伟希望通过申请助学金能减
轻家里的经济压力# 而且他相信最困
难就是自己第一年的学费# 进入大学
以后# 通过自己勤工俭学或争取奖学
金#就能帮助父母分担上大学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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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45

实习生 67 ()"*"母亲患有严重
的腰椎间盘突出# 奶奶身患脑血栓生
活无法自理# 再加上一个年事已高的
爷爷# 父亲靠着务农和打临时工维持
着祖孙三代的家庭开销$ 生活在这样
艰难的家庭# 今年以!$!的高考分#已

被吉林师范大学录取的高考生吴淑
南#除了兴奋#还有无奈#%我爸肯定供
不起我上大学了'$面对着越来越逼近
的大学开学时间# 学费成了吴淑南最
大的心事$

今年$'岁的吴淑南# 家住定安县
龙河镇水竹村# 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
农民$为了供吴淑南读书#五年前母亲
积劳成疾# 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
出#已无法下地种田了#治疗花了三(

四万#每天还要吃大量的药#这使本是
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 奶奶在吴淑南
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父亲常年在外面
打临时工#帮别人搬荔枝#帮别人开中
巴车载客# 只有水稻需要收割的季节
才会在家$ %我的学费和生活费经常都
是向亲戚朋友借的# 家里的开销都非
常节俭#一个月偶尔吃上两(三次肉#

等我爸打工赚了钱就还# 下次有困难
的时候大家也都愿意借给我们$ '

吴淑南在定安中学读高中# 每学
期"&&多的学费#都是靠她努力学习得

到的一等奖学金(&&元#和申请贫困生
得到的(&&元才交完的$ 在学校生活
中#吴淑南非常节约#每天吃学校里供
应最便宜的饭菜()"元# 周末从来不像
别的学生一样出去逛街# 除了买一些
文具#每个月大概花#%&元$吴淑南说#

高中三年过得非常辛苦# 但总算熬过
来了#考上了本科一本#并被吉林师范
大学录取$她表示上大学后#要更加努
力读书#要拿到大学里的奖学金#才能
减轻家里负担$

吴淑南现在在家一边帮家里种水
稻#一边等待录取通知书$ %我好希望
能快点收到录取通知书# 可是这样学
费的问题也迫在眉睫了# 我真的不知
道怎么办才好$ '吴淑南报的是金融专
业#为的就是将来能找个好的工作#以
后可以照顾父母和爷爷奶奶# 又能让
他们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他们的前
半辈子都太辛苦了# 希望未来能让他
们享清福$ '吴淑南抱着这样美好的希
望#在太阳下种水稻#在夜深人静的晚
上看书#她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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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实习生 BC ()"*

"$'岁的符
秋月是个活泼且懂事的孩子#今年高
考# 她以理科"$#分被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录取#可至今每年*%&&元的学费
还是未知数$

符秋月一家的主要收入来自家
几亩稻田和每个月政府所发的低保
补助$ 在去年十月#父亲符步升被查
出脑梗塞和颈椎病#并为此花了不少
钱$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使得原本贫
困的家庭更是一贫如洗$

%女儿从小到大都很懂事# 完全
不用我们操心$ '符秋月的爸爸符步
升告诉记者$为了向父母证明自己的
能力#她拼命读书$

在海口实验中学读高中时# 第一
年符秋月每天平均的生活费仅为%元#

高二是"元#因为高三学习辛苦#秋月
才将自己的伙食费提高为$$元$ %上高
一时我每天早上吃一个!毛钱的馒头#

中午和晚上的标准是#元的饭菜$ '尽
管生活艰苦#可秋月并没有怨天尤人#

她读书比任何人都拼命# 每天都要在
教室里看书直到教室关灯$ 同学们的
聚会#她几乎都没有参加$高考完后#同
学组织去三亚玩#要交%&&元#%这笔钱对
于我来说真是奢侈了$ '秋月感慨地说$

高考结束后#符秋月本想通过打
工来赚取大学的学费# 但是屡屡碰
壁$ 如果您愿意帮助符秋月#可拨打
本报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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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OPQ实习生 4R

"

%修一堵墙#我至少要$万块#这钱我干
什么不行啊) '"月##日上午#由于担心
自家爱车被人一老刮伤# 家住秀英区
双拥路海景花园的柳先生在自己购买
的车位旁边#修建起一堵墙#将自己的
车位和别家的车位隔离开来$

对此情况#记者随后找到了该车库
的所有人柳先生#说起此事其十分气愤#

%我也不愿意围啊#这项工程坐下来至少
要$万元$'柳先生十分无奈地说道#这个
车位是购买下来的#而且颁有产权证#完
全属于个人# 但小区很多业主却不认可
这点#还总把摩托车或电单车听到里面#

导致他的车无法停进车库$

就在上周的一天# 他回来后发现
里面有一辆摩托车# 找了好久也找不
到车主# 为此他向物业公司投诉了此
事#可没想到在"月$%号#他发现自己
的车被人划了两道深深的痕迹# 对此
他十分气愤#%我这是新买的别克越野
车#花了六七十万#这一划至少七八千
元才能修好$ '柳先生指着车身上的刮
痕说#这分明是恶意的$

为此# 柳先生找到物业反映此
事#并要求物业给予解决$ 针对此情
况#该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姜先生表
示#这件事他们也十分无奈#目前#小
区里很多业主的车辆都出现了被划
的情况# 业主纷纷找到他们讨要说
法#但物业公司也很难找到究竟何人
将车划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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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末# 带上孩子一家人去看场电影
是件快乐的事情# 但是在电影院
内被人打伤# 却让人始料未及$ "

月 #(日中午# 市民陆女士带着孩
子在海口奥斯卡电影城观看 *变
形金刚 (+ 的时候# 后面小孩不停
踢自己的座位# 在多次制止未果
的情况下# 和其父亲发生争执#

双方在相互推搡的过程中# 陆女
士脸部被打伤# 上下颚无法正常
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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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中午 # 时许# 记者在金
盘派出所见到了陆女士和男孩子
父亲$ 陆女士脸上到处都是血#

脖子还有一处清淤的抓痕$ 男孩
父亲看到记者拍照# 居然大声叫
骂起来# 试图制止记者拍照$

据陆女士介绍# 当天上午 $$

时许# 她和丈夫趁着周末# 带孩
子到海口奥斯卡电影城看 *变形
金刚 (+$ 在观看的过程中# 坐在
其后排的一名七八岁的男孩不停
踢她的座椅靠背# 影响了她以及
同排观众观看电影$

中午 $ 时许# 在电影快放映

完的时候# 陆女士忍无可忍# 就
回头示意男孩不要再踢座椅靠背#

可是男孩根本不听# 而坐在一旁
男孩的父亲不仅没有制止自己的
孩子# 还出手一拳打在了陆女士
的下颚上$ 陆女士丈夫见状赶紧
上前制止# 不料男孩的父亲又是
一拳# 这次打在了陆女士丈夫的
鼻梁上$

在影院内观看电影的观众纷
纷上来劝架# 但在这过程中# 陆
女士脸上又挨了几拳$ 随后# 陆
女士走出放映厅报了警# 而打人
男子却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
样# 坐在影厅内继续看完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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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中午 # 时许# 记者在金
盘派出所见到了男孩父亲$

该男子称自己姓王# 当天带
着自己的孩子和妹妹到奥斯卡影
城看电影$ 该男子称# 他的小孩
确实踢了前排的靠背# 但双方只
是发生了推搡行为# 自己并没有
将人打伤# 陆女士伤不是他打的#

并称自己也不知道陆女士脸上的
血是怎么来的$ 该男子还承认#

事发后他确实继续带着小孩在影
厅看电影# 直到警察来叫他才带

着孩子出来$

%小孩踢了座椅没有什么大不
了# 有必要说小孩吗)' 男子称#

自己小孩是调皮了点# 但是大人
不应该计较$ 该男子还称如果确
实是他打伤了陆女士# 他愿意承
担责任$ 当天下午# 记者从一八
七医院了解到# 陆女士空腔膜挫
伤# 左下唇角撕裂# 颞下颚关节
挫伤导致上下颚无法正常张合$

%小孩踢电影院内的前排座

椅# 本来就是不文明行为# 大人
应该制止$' 当天正在奥斯卡电影
院看电影的观众刘文丽说# 她之
前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但是一
般家长会及时赔礼道歉# 并且制
止小孩的行为$ %像这位家长这
样的行为# 其实就是在教育孩子
不讲理$' 刘文丽说# 而且# 男人
打女人的行为也非常令人不齿$

目前# 金盘派出所已经开始
对此事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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