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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万宁市礼纪
镇万礼街的道路进行改造#在原本的
道路上往下挖近"米# 街道两边居住
的群众只能架着木板进出房屋#给群
众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月"$日就
有两名老人因此摔倒$维修该路段的
施工方表示# 目前工人已回家过年#

道路维修只能新年后再进行$

""日上午#礼纪镇的群众李女士焦
急地向记者反映# 该镇的街道目前正
进行大维修#可最近一个星期了也不见
有工人来施工#已经%凹&下去近一米的
路面给群众带来诸多不便#多名老人和
小孩都因此摔跤#有的还摔断了腿$

当记者赶到礼纪镇#发现该镇的
万礼街正在进行改造# 大部分路面都
在原本的道路上往下挖了近"米#路面
已经进行了硬化# 而原本人行道部分
还全部裸露着黄土$ 在该镇的农村信
用社附近#临街的房屋与路面落差近"

米#群众只能架着木板出入房屋#一些
小孩在木板上玩耍时有摔伤事件$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没有看到

有工人在施工#据该镇的居民介绍#"

个星期前#改造路面的工人就集体不
见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
道街道的路面何时修好$群众黄女士
激动地称#"$日晚上# 已经有两名老
人出入房屋的时候摔伤#其中一名更
是摔断了腿$

随后#记者看望了因摔裂膝盖骨

而躺着家中的老人张承武#只见他的
左脚膝盖发肿严重#躺在床上痛得直
冒汗$张承武回忆地称#"$日晚上%时
许#自己正散步回家#走上木板的时
候不小心摔了下来$ %如今这段路改
造到一半#就停工不做了#已经严重
影响到群众出行# 自己也因此而摔
伤#难道就没有部门来管管吗' &

在万礼街的尽头#记者找到该道
路改造的施工方办公室#据施工方工
作人员介绍#目前施工的工人都已经
回家过年了# 只剩下&名工人看护机
器设备#万礼街的改造工程只能新年
后才能施工#届时将会在目前的路基
上铺约'$厘米高的碎石# 然后再硬
化#群众可享受一条崭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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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时
许#有(名男子在府城东门市场附
近的街头兜售祖传秘方药# 先以
免费为饵吸引过路市民# 然后往
病人手上试药# 病人看到手上冒
烟# 听说不相信药效手还会腐烂
之说就立即吃下男子每粒卖)**

元的药# 记者亲眼目睹有几位中
老年人上当受骗# 并当场揭穿骗
子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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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时许# 记者路过
府城琼州大道东门市场时# 看到
市场外的人行道上围满了人#上
前仔细一看#)名年轻男子拿着大
喇叭在宣传所卖治百病的秘方
药# 另一名戴着牛皮帽的男子站
在一旁%望风&$ 男子在地上摆放
着鹿茸(灵芝等药材#面前的盒子
里还泡着灵芝草$ 有几名中老年
人坐在凳子上# 手里拿着一小袋
男子所发的中药水# 认真听着男
子讲所谓的治病方法$

男子自称这些药材货真价
实#功能奇特#尤其是炮制的药
水能包治风湿( 关节炎等百病$

几位旁观的老人和中年妇女禁
不住这些骗子的花言巧语#试着
用了药水#只见男子将药水涂在
市民的手臂上# 还用牙签插了一
粒黄豆粒大小的药放入看病的市
民口里$

谁知#市民用过药之后#这名
男子却说现在每人收)**元#如果
不付钱这药效果就不好了$ 男子
还讲起曾经有一位老人在擦药吃
药后不相信药效不给钱# 结果手
臂浮肿还烂掉最后只好去医院看
病$听男子这么一说#一位中年阿
姨立即掏出(+$元给男子#男子在
钱上沾了一点药水# 放到阿姨的
嘴边%作法&#嘴里念念叨叨可以
去除百病# 然后撕下一根灵芝草

给阿姨# 说回家泡水喝病就会好
了$ 一位七旬阿公也架不住男子
的%咄咄逼人&#颤颤悠悠地掏出
口袋里仅有的,$元给了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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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看到# 一位妇女一连吃
了两粒药#卖药男子向她索要&$$

元#妇女有些窘迫地说#自己还没
发工资#现在没有钱#男子让女子
回去取钱$

记者上前拦住去取钱的女子#

提醒女子不要上当#卖药男子所为
是骗人的$ 女子有些为难地说#因
为她的腰椎不好# 开始对方说免
费试药她就好奇坐下听了一会$男
子自称-岁开始学医# 医术极高$

男子给她试药#在她手臂上涂的药
有些发痒还会冒烟#随后给她吃的
(粒药有些甘甜#她觉得很神奇$

%在吃了药不给钱#我担心手
臂会烂$ &女子有些担忧地说$ 不
顾记者阻拦# 随即女子又返回卖
药处告诉男子她还没有发工资#

谁知男子让她拿东西抵押$ %幸亏
你提醒我他是骗子# 我立即说没
东西抵押# 他没办法之下让我过

两天再给钱$ &女子说$

由于此时已是中午)(时许#

在记者拨打)(,).和辖区琼山城
管的电话举报时# 谁知工商人员
还没到#(名男子已经收摊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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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事# 记者采访了东门工
商所所长李华#据李所长介绍#其
辖区内也曾查处过类似的情况#

这些骗子在街头摆摊卖治百病的
祖传秘方#故意夸大其词#并且存
在欺骗性的行为误导消费者#那
就是不合法的行为# 工商部门一
看到一定会当场查处的$

李所长也提醒市民# 药贩多
利用人们贪小便宜的心理和从众
心理来骗人# 一些游医药贩在一
些市场和街头巷尾摆摊售卖虎
爪(灵芝之类的药#并不断鼓吹其
药材如何珍贵#能治多种疾病#但
是这些药材可能是以其他动物骨
头代替或其他东西冒充的$ 其药
物的成分和来源很难确定# 稍有
不慎可能损害健康甚至威胁生
命$为了自己的健康#如果要购买
药品#一定要到正规的药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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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 前来三亚旅游
的%名游客在凤凰路市交警支队附
近一家饭店用完餐返回酒店休息
后#其中&名游客突感身体不适#随
后上吐下泻$))日#游客前往该饭店
反映问题#饭店一负责人表示#愿意
为此承担责任#确保&名游客在三亚
的身体状况无碍# 并为游客作出一
定金额的精神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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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时#

东方边防支队四更边防派出所民警在
辖区巡逻过程时# 在四更镇土地村村
道上成功救助一名醉酒驾车摔车者$

当晚()时许#当四更边防派出所
巡逻车巡逻到四更镇土地村村道附
近时#发现一名男青年躺在土地村村
道的路上#浑身酒气(神志不清$该所
民警及时将伤者送至四更镇卫生院
进行救治# 并安排民警做好现场保
护#等待交警部门前来勘查处理$

由于当时东方市%)(+&急救车辆
已派完#该所得知情况后#民警立即
驱车将伤者送至东方市人民医院$岂
料#东方市人民医院因设备/0出现故
障# 不能及时地对伤者进行检查就
诊#民警又马不停蹄地协助伤者家属
将伤者送到东方市中医院进行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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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多月前#在工地进行吊顶钻孔
时不慎从近)+米高空坠落在地面上#

造成右肾脾右肺等破裂()&处骨折)

处脱位(骨盆等部位多处受伤$ 听医
生说从)+米高空坠落治愈率仅)1

后#江西农民工何成云原以为今年春
节要躺在床上过了$经过三亚市中医
院))次手术后# 没想到治疗效果奇
佳#不仅没有瘫痪反而站起来像正常
人一样走路$ ))日上午#办完出院手
续准备家回家的何成云临回家前#希
望借南国都市感谢所有好心人$

2+))年3月).日上午)+点2.分左
右#何成云在三亚某工地进行吊顶钻
孔工作时不慎从)+米高空坠落#造成
)+多处内伤#右肾(脾(右肺三脏器破
裂#失血性休克()&片骨折)处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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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口市海秀中路侨中
里)%号的门前#有一根水管不停地
往路面排水# 水流经&户家庭门前
后流入排水管道$ 由于水管2&小时
不停地排水#致使路面湿滑#附近
居民抱怨不已$

*日上午# 记者在侨中里)%号
旁的路口看到两根水管不停地往
道路排水#顺着水管发现其源头在
侨中里)%号$ )%号房屋主人兰女士
在院子里不停地用扫把打扫积水$

据兰女士称#小院子从2++,年
开始出现积水# 积水来自各个方
向$ 在小院西侧的地缝里不断有较
清澈的水流入#位于小院北侧的石
头缝里也有水流溢出#在小院东侧
是比较浑浊的污水流入$ 兰女士告
诉记者#小院里装了两台小型抽水
机#2&小时不停地排水# 为此每月
就多支付2&+多元电费$

邻居黄女士抱怨#%)%号小院
被水淹#我们很同情她#但是也不
能把积水排到我家门前吧$ 一天到
晚没停地放水#我们出入家门都很
不方便#也深怕客人来了摔跤$ 众
多邻居质疑#既然排水为何不直接
排入就近的排污管道呢' &

兰女士认为# 她家小院里的积
水一部分是来自邻居家的污水排
放# 邻居如果再将水排到较近的排
水管道#那污水不是又流回小院$ 她
认为既然积水来自大家#排水到路面
也不是她一人的责任$面对兰女士如
此的答复#邻居们也是倍感无奈$

大同街道侨中社区居委会的工
作人员欧女士告诉记者# 由于兰女
士的房子地基低于周围近)4.米#极
易被水淹#兰女士与其爱人都是橡胶厂
退休工人#每月领取退休金#因此他
们不符合廉租房的申请条件# 居委
会也无法安排他们搬到其他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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