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01

!"

#"$$

$

$%

2

$&

3 45.

67

'

89: ;7

'

<2=

>?

!!"#$%%#& & & & & & & & &!!"#$%%%

@ABCDEF'GHIJKLMN#OPQRSTUV

$(

$

WXYZ[\]^_VP

/`a

bc'd>?

!"#$%&

!"!"#$%%"""

'(#)%&

!""&$$'((""

*+#)%&

!""&$##(##(

,-#),.

)**+,--.../012.34/567-

/#012

89

3

!%

45

!记者!

" 通讯员#$%

" 五指山警方历时
三个月#辗转广西$广东两省#日前成
功抓获%漂白&身份潜逃!"年的省公
安厅督捕故意杀人在逃疑犯彭某'

DEF'GHIKLMN

!##$年"月%日晚# 网上在逃人员
彭某!&"'(

!"

)"*+,-./0

123456789#

#涉嫌参与了原
通什市%椰风歌舞厅&的一起故意杀人
案件( 彭某的朋友朱某芬是一名吸
毒人员#一天#朱某芬在向%三毛&买毒
品时#因价格问题发生争执#%三毛&便
把朱紫某买毒品的钱抢了(事后#朱某
芬将钱被抢的事情告诉了当时无业只
有!$岁的彭某(彭某很生气#想给朋友
出气#好好教训下%三毛&(

案发当晚#时许# 彭某伙同朱某
芬$王某其等&'多人拿刀具$斧头等
凶器和%山猪炮&到椰风歌舞厅寻找

%三毛&#发现%三毛&和几个朋友高
某$吴某等人在歌舞厅里( 彭某一伙
便上前追砍%三毛&等人#并朝他们扔
%山猪炮&#%山猪炮&炸响起#歌舞厅
里一片混乱#%三毛& 在乱中逃脱#而
与彭某一伙没有矛盾的高某被砍伤#

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死者高某&(岁#

万宁人#是做卖猪肉生意的(

案发后# 涉案人员陆续落网#而
彭某一直在逃(此案在当时引起了海
南省公安厅的重视#彭某也被列为省
公安厅督捕的对象(

.,efghiI

抓捕组前期对彭某的家庭情况
进行深入摸排#并在走访中发现一条
重要线索) 侦查员在其家中座谈时#

无意发现一封署名为彭安荣由广西
寄给其父母的信件(

彭安荣到底是谁*刑侦大队立即
组织专人#调取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所

有叫彭安荣的户籍资料#从中发现一
广西北流市平政镇六合村旺竹组的
彭安荣#其近期照片与在逃人员彭某
极为相似#年龄上也相符(

为了核清两个户籍是否为同一
人#(月&"日五指山市公安局派出外调
小组远赴广西北流市# 在当地公安机
关的配合下# 很快就查清彭安荣详细
的家庭情况)其已结婚生子#妻子为本
地人# 两人早在&''$年就外出到广东
省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处打工( 随
即外调组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深圳市#

在当地派出所的配合下# 查清了彭安
荣于&''#年(月因吸食毒品被深圳市
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两年# 并在&'!!

年&月提前解除戒毒( 通过大量调查#

最终结论彭安荣就是在逃的彭某(

jV

$(

$iIklmn

#月"'日# 抓捕组一行冒着台风
天气驱车赶往广东省茂名市#并在当

地警方配合下#通过三天不间断的摸
排#最终查清彭安荣已投靠高州市石
板镇的某亲属(抓捕组随即又赶往该
地点( 经过三天的摸排#发现该镇坑
尾头村一香蕉园里有从广西北流的
外来务工人员(为了确认逃犯彭安荣
是否躲藏在香蕉园内#追捕组民警轮
流在村口附近蹲点侦查#但两天里收
效甚微( 抓捕组立即改变抓捕方案#

采取化装为收购香蕉的老板进入香
蕉园侦查的方法抓捕彭安荣(

!'月$日下午!时许# 抓捕组与当
地派出所民警分别骑上两辆摩托车乔
装进入# 并小心观察香蕉园一处两层
楼房内的人员情况(半小时后#一名男
青年骑着摩托车从村口方向驶进楼房
大院# 民警一眼就认出对方就是彭安
荣(埋伏民警立即追赶上去#当场将其
按倒制服(经审查#该男青年正是潜逃
!"年省督命案逃犯彭某(目前#在逃人
员彭某已押回五指山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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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驶在海南中西部的公路上#

两旁郁郁葱葱的橡胶林成为海南独
特的景观树#它们的存在打破了上个
世纪西方权威人士 %北纬!(!以北不
能种橡胶&的预言( 这个神话的缔造
者#正是海南农垦(

橡胶树属于热带雨林植物# 它对
地理环境+土壤$气候$湿度等自然条
件要求极严( 国际权威人士通常认为)

%橡胶树只能在界线分明的热带地
区,,,大约是赤道南或北!'度以内#

超越这一地区#则是禁区( &我国除西

沙$南沙群岛外#都位于北纬!(!以北#

雨量$气温$纬度等植胶条件均远远差
于上述国家# 许多国际专家历来把中
国划为%植胶禁区&(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民用工
业$国防工业急需大量天然橡胶( 但西
方国家对我国公然实行全面经济封锁
和禁运#天然橡胶作为重要战略物资#

是他们禁运的重点(

!#)'年!'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我国天然橡胶供应关系更趋紧张( 前
方飞机$大炮$汽车以及军用胶鞋急需
天然橡胶#后方物资运输$医疗卫生及
工农业生产也急需天然橡胶# 天然橡
胶像金子一样贵重(

海南农垦的诞生具有鲜明的时代
印记( 它的成立#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下
我国为了突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

!#)!年#中央果断作出%一定要建
立我国自己的橡胶生产基地& 的战略
决策( 毛泽东委托陈云负责此项工作#

开展调查研究( 陈云组织调查研究后
向毛泽东提交书面报告# 介绍海南岛

种植橡胶的有关情况#说明海南岛$雷
州半岛可以种植橡胶# 同时提出华南
几个省扩大种植橡胶的设想(

!#)!年$月"!日# 周恩来在中南海
主持政务院第!''次会议#通过-中央人
民政府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

这份记录中国橡胶事业重大转折
的历史性文件# 今天在海南省农垦博
物馆仍可以看到它的仿真件)%橡胶作
为重要战略物资# 美英帝国主义已对
我进行封锁# 为保证国防及工业建设
的需要#必须争取橡胶自给( &

当天的会议还决定由副总理兼财
经委员会主任陈云主持发展天然橡胶
事业# 同时确定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
一书记叶剑英挂帅# 直接指挥大面积
种植橡胶(

!#)!年!!月# 中央决定在广州成
立华南垦殖局#叶剑英兼任局长(

这位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元帅#把
这里当成了他的第二战场( 他像指挥
作战一样#领着勘察队#拿着地图#从
北纬&&度起# 由北向南# 逐段勘察地

形#调查森林资源+气温+湿度+土壤结
构( 他们穿林爬坡#翻山越岭#细致地
搜寻橡胶林的历史踪迹(

在北纬&&度的广东高州县城附
近#调查队发现了三株橡胶树( 这位上
了年纪的将军兴奋得如小孩般雀跃起
来#%这三株橡胶树说明# 从这里往南
都可以种植橡胶树&(

一路向南# 在雷州半岛徐闻县甚
至发现&'''多株橡胶林( 犹如发现新
大陆# 胶林里传出调查队员们震天的
欢呼之声(

叶剑英在结束海南+湛江等地考察
后即向中央报告#完全可以在华南地区
种植橡胶( 中央很快同意叶剑英的报
告#并提出%先大陆后海南#先草原后森
林#先平原后丘陵&的植胶方针(

!#)&年!月#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成

立#冯白驹任局长( 我国在海南岛开始了
第一个天然橡胶生产基地的建设(

%这是一个共和国领袖关注的地
方/ 一个人民解放军复转官兵建功
立业的地方/ 一个爱国华侨报效祖
国的地方/ 一个知识青年洒下青春
热血的地方/一个广大民工+科技工
作者艰苦奋斗+创造奇迹的地方/一
个祖国人民重托+ 生产国家战略物
资的地方/一个英雄辈出+充满活力
生机的地方/ 一个百万海垦人描绘
共同前景+ 实现伟大抱负的地方&#

海南农垦博物馆门口的巨大石刻#

农垦人这么描述他们的 %母亲&,,,

海南农垦(

经过近%'年的经营#海南农垦在海
南种植橡胶"''多万亩# 创造了世界橡
胶种植史上大面积北移成功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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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天前#!#岁的许
小叠从工作的琼海嘉积的宾馆离开#

之后就不见人影(其家人称#期间#曾
称病急#几次让汇款过去#她的手机
一会通一会不通# 担心她被人骗了#

希望通过本报寻找许小叠的下落(

希望有知道许小叠下落的好心
人#尽快与其父亲许国旋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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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或晚上的吃饭时
间#这里的餐馆便占道经营#前来
吃饭的车辆停放在路边# 我们行
路艰难#有时甚至无路可走( &多
年来# 住在白坡里二横路居民的
出行问题被这里占道经营的饭店
所困扰# 而城管部门及社区居委
会均表示无计可施(

白坡里二横路这条街道上的
餐馆十分密集#!%日中午!!点左
右#前来吃饭的人们络绎不绝( 在
白坡里二横路的尽头处# 多家相
邻的鱼煲饭店# 在其饭店对过的
部分道路和人行道上整齐的摆满
两张或四张一排的饭桌# 一摆就
是三排( 而道路的另一侧便是临
时的停车场#供给骑车或者开车前
来就餐的的人停放( 然而#当记者
走进饭店内却看到#店里仅大厅就
有近%'个座位#但均空无一人(

据环卫工人介绍# 这里生意

火爆的时候需要她们及时清理产
生的垃圾# 而往往这个时间段是
该路段经过车辆相对较多的时
间( %我们推着几十斤的垃圾车很
沉不好把控# 而这里的路被占剩
下的太窄# 就会常发生跟别的车
刮蹭#或者碰到过路的人( &

周边的居民告诉记者 #这
条街道的小区居民也十分密
集# 每当中午和晚上吃饭时间

开车进出小区的时候# 都是他
们最无奈的时候( %!)日晚上七
点多# 准备开车去附近超市添
置点生活用品# 可是小区门口
被吃饭的人停满了车个# 根本
无路可走# 而且车辆常被刮蹭
损坏( &一居民向记者诉苦#他
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出面 #彻
底地管一下这里的饭馆占道经
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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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微创手术出血少+不需
开刀且术后只留'+),!,-小的印
痕+恢复快#因此备受患者认可( 你
对妇科微创了解有多少呢* 它能治
疗哪些妇科疑难病症* 与传统手术
相比有多大优点* !$日下午",*

时#海南现代妇婴医院妇科微创专
家+副主任医师姚红娟将做客本报
%南国名医会客厅&#在线解答读者
关心的妇科微创问题#欢迎届时致
电%%$!'!$%咨询(

另外#!!月!!日,!"日#%海南
第四届妇科微创学术研讨会&将在
海南现代妇婴医院召开#届时中国
顶尖妇科微创专家将汇聚一堂#用
精湛的医术帮助妇科疑难病患者
恢复健康( 患有不孕症+子宫肌瘤+

宫外孕+卵巢囊肿+多囊卵巢+宫腔
粘连+早期宫颈癌+畸胎瘤+子宫内
膜异位症+输卵管粘连和阻塞等妇
科疑难疾病的患者 # 可以致电
%%(%))))咨询及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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