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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口市灵山镇一
专门抢劫中学生的抢劫犯罪团伙被
海口美兰公安分局抓获#然而#由于
作案时间久数量多#作案时间地点随
意#该团伙成员居然连自己作案的具
体情况也无法交代完全$ 特此#警方
呼吁曾在灵山中学%海师附中高中部
等地遭遇过抢劫的受害者主动前往
海口美兰公安分局报案$

据警方介绍# 去年"$月%&日#%'

岁男孩报案称在灵山中学后门遭遇
抢劫#一辆电动车被抢#在进行报案

登记时# 该男孩提供重要线索称#此
次抢劫他的人曾抢劫过他$次$ 针对
这一线索#海口美兰公安分局办案民
警对灵山中学等地进行走访排查#找
到(名犯罪嫌疑人#并锁定了)名犯罪
嫌疑人#于*月*日在灵山镇陆续将其
抓获$

经审讯得知#该抢劫犯罪团伙成
员年龄均在+)至%,岁#均为辍学男青
年#作案地点集中在灵山镇等&长达半
年之久&抢劫对象主要为中学生&抢劫
物品主要为学生随身携带的现金&�

���'

%手机%电动车等#作案工具有

开山刀%板砖%棍子%菜刀或徒手$

警方介绍#由于该犯罪团伙作案
时间和地点十分随性#将抢劫的钱花
完后#见到中学生便不分时间地点地
实施抢劫行为#并予以威胁#导致受
害者均未能及时报案$警方特此通过
南国都市报向曾在灵山镇%海师附中
高中部% 琼山大道附近的世纪网吧%

--网吧%零零网吧等地#遭遇过外号
'内裤('傻包(等男子抢劫的受害人#

看到报道后及时前往海口美兰公安
分局报案或拨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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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男子想找善良的爱人*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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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右臂残缺# 自觉低人
一等的他一直不敢想结婚生子的
事# 他觉得# 那对他是一种奢望$

之后# 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家人的扶
助# 00岁的残疾男子徐日理已经在
海口买了房子# 有了较稳定的工
作$ 在亲友的劝说下# 他终于鼓起
勇气求助本报给自己找人生伴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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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见
报后# 不少市民打来电话# 有佩服
徐日理的坚强和勇气# 有祝福他早
日找到合适对象# 也有想将自己或
亲友介绍给他的$ 当天# 徐日理已
与几个女子取得联系# 择期见面$

打来电话的陈女士今年 01岁#

是个正常健康的女子$ 说起缺了右
臂的徐日理# 她说# 自己并不在
乎$ '经历了那么多# 我觉得他也
挺不容易的$( 陈女士说# 她是定
安人# 离婚后来海口打工# 现在帮
人带 2个孩子$ 她说# 很想认识徐
日理# 不一定要有什么结果# 就算
是做个朋友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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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怀疑妻子
出轨#丈夫唠叨了几句#夫妻俩爆
发争吵#随后妻子一气之下抱着
2周岁的儿子趁丈夫外出期间离
家出走$ *0日#来自陵水的吴先
生向记者反映他的苦恼#他希望
能通过本报寻找离家出走的妻儿
线索$

据了解# 吴先生是一名外来
务工人员#今年已有01出头$因为

文化水平不高# 也没什么独特的
技术#吴先生一直靠打零工为生$

他和妻子谢平菊育有一个儿子#

儿子今年2周岁$ 吴先生说#与妻
子结婚有好几年了# 虽然有时小
吵小闹#但也还是有些感情$

上周# 吴先生在外面听到了
一些风言风语# 说是妻子有外遇
了#一时情急之下#吴先生和妻子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但没想到隔
天妻子便抱着儿子离开了家$ 吴
先生说# 他希望妻子能看在夫妻
多年的份上回来#把儿子带回来#

两人好好地沟通# 商量往后的日

子如何好好相处$ 如果有好心人
知道吴先生妻子的消息# 请与吴
先生联系#电话+)+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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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在*月+(日1)版报道了澄
迈男孩王诒亮腋下长了巨瘤#但因
家庭贫困# 不得不中断治疗回家$

王诒亮的事情见报后#并且通过本
报的连续报道#从+(日至今#很多
爱心人士纷纷致电本报#询问其病

情#表示要捐助王诒亮#帮助他继
续接受治疗#早日重获康复$

王诒亮的父亲王远友告诉记
者#'虽然不知道给我们汇钱的人
是谁#但是我非常感激他们$ (

'做化疗太遭罪了#我们决定
过几天去广州找专家看看# 能否
尽快做手术$ (王远友说#社会上
的爱心捐款能够帮助儿子继续做
基本的治疗# 但是如去广州手术

的话#费用仍有较大的缺口$

王远友希望通过本报感谢社
会上关心王诒亮的好心人# 希望
好人一生平安$ 他盼望社会上的
好心人士能够继续帮助王诒亮#使
儿子能够早日手术$ 爱心捐款可汇
至中国工商银行海口秀华路支行#

账号 +.***1***1+1*+*.(+)(#户
主+王远友$ 也可拨打本报爱心热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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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许女士今天早上在南大桥
下华海街心公园捡到一张身份证$

其姓名为彭贤容# 于+&&0年出生#

家庭住址为湖北省天门市杨林办
事处张湖三组,号$ 失主可拨打南
国都市报热线电话..(+1***取回
你的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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