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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天无情! 南天有爱" #南天
情$ 爱心公益慈善活动! 自 "##$ 年
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 成功资助
了全国 %个省 "&个市县 '(!名孤儿%

!$)名孤寡老人" 今年 %月! 第四届
&南天情$ 爱心慈善公益活动将再次
唱响' 而那些有幸获得捐助的孤儿!

他们的生活现在如何( 日前! 记者就
对三位受资助的孤儿进行了回访)

STUV>WXY

ZZ[\]^^_`

"% 日上午! 记者来到海口市石
山镇建新村委会美玉村" &我有四个
儿子! 海萍是我三儿子的女儿" 她 *

个月大的时候! 她爸爸在山上被蛇咬

了! 当时没救过来* 后来! 她妈妈也
跑了)$ 说起那段往事! 王海萍的爷
爷王礼球一时有些语塞)

王海萍现在是永兴中学初二年级
的学生) 由于离家较远! 平时她都住
在学校附近的出租屋内! 自己买菜+

自己做饭% 自己照顾自己"

王礼球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王海
萍现在一个月的住宿费% 生活费加起
来差不多要 %##元) 这笔费用! 对于
仅靠养了 )% $ 头羊为生的王礼球来
说! 是个不小的负担) &幸好有南天
情这个活动! 每月资助我们 "'# 块!

我的压力才小了点)$ 王礼球说! 有
时钱实在不够了! 他也只好向几个儿
子要一点)

对于王海萍! 爷爷最担心的还是

她的学习) &我始终就是教育她! 要
好好学习! 只有这样才能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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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蝶和她的叔叔洪吉永都是定安
县南海农场二区龙流水队人) &其
实! 小蝶是我弟弟领养回来的! 但后
来! 他得病死了! 之后她就跟着我一
起生活了)$ 洪吉永说! 洪蝶已经是
黄竹中心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了! 学习
比较紧张! 所以现在基本都住校! 加
上周末还要补课! 也很少回家)

洪蝶在学校里成绩很不错! 上学
期就拿了七张奖状! 除了学校的各科
成绩排名第一的奖状外! 还拿了好几

个三好学生的称号) 在学校里! 洪蝶
还参加了校舞蹈队) 说起自己的目
标! 洪蝶说! 她想考去琼海的中学!

自己以后还想考大学)

洪吉永也告诉记者!要感谢&南天
情$活动的资助!一直鼓励着洪蝶用功
读书!&只要她能读书我就供着她!希
望她能有个好成绩!考上所好大学!以
后找份好工作!日子就好了$)

mnopqr

stuvwfx

郑俊彪家住定安县龙河镇南勋村
委会! 跟爷爷郑宏祥一起生活) 郑
宏祥共有三个儿子! 但二儿子 !!

"#$%& " 和大儿媳相继得病去

世! 几乎耗光了家里的钱财) 郑俊
彪的母亲后来也改了嫁! 当时郑俊
彪年仅 & 岁! 而哥哥也才 !# 岁! 郑
俊彪兄弟俩的重担几乎都落在了老
两口身上了)

那些年! 郑宏祥除了种田! 还四
处打工! 扛沙% 养鸭! 什么脏活累活
都干过了) &现在! 孙子们大了! 种
的橡胶% 槟榔有了点收成! 生活也渐
渐好起来了)$ 郑宏祥说)

说到郑俊彪两兄弟! 老两口充满
了感激) 哥哥成绩不错! 就是郑俊彪
成绩不是很好! 貌似还没开窍) 现在
郑俊彪两兄弟! 每个月每人能得到了
政府和南天情 "##多块钱的资助! 吃
饱穿暖和上学都没问题了)

+本报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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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 "& 日! 海口
市民李先生致电本报热线反映! 金
山广场停车实行计时收费! 停车 !

小时内收费 & 元) 超过了 ! 小时!

每增加 ( 小时多收取 ! 元停车费!

这样的停车费! 有没有经过物价部
门审批( 连日来! 不少市民反映)

据李先生介绍! 前几天! 他驾
驶车辆来到金山广场附近一家饭店
就餐! 吃完饭驾车离去! 广场保安
向他收了 &元停车费! &停车费这
么高! 这样下去! 估计车主都不愿
再去停! 地面上的压力会重新增
大)$ 李先生说! &这里本来就是
公共空地! 停车一小时内收 & 元!

也太离谱了) 不是在乎这点钱! 关
键不知对方凭什么收费)$

"&日中午 !时许! 记者来到世
贸路金山广场! 进出车辆很多! 两
名保安正站在广场门口收取停车

费) 记者看到! 每出一辆车! 保安
都向司机收取 '元停车费) &停一
次车收费 ' 元! 合理吗($ 记者向

一名保安咨询! 一名保安表示! 他
们只是负责收费! 至于合理不合理
是由物业公司规定的) &如果嫌我
们这里贵! 也没人逼你来停车! 你
可以选择去别的停车场)$ 一名保
安这样告诉记者)

记者在此逗留了(#分钟! 发现
多数司机在交费时都表示很惊讶!

&怎么这么贵($)其中!一名男司机向
保安交了费用后询问!&这个价格经
过物价部门审核了吗( $见保安不予
理睬!这名司机无奈摇了摇头离去)

随后! 记者来到海南金禧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了解情况! 据该物业
经理杨先生反映! 今年 "月份! 停
车收费涨了价格! 从原来的 (元涨
到了 &元) 而对于该物业公司收取
停车费是否向主管部门进行了报
批! 杨经理表示! &金山广场是商
业广场! 停车收费是不需要申报
的! 根本没这个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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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琼海南
俸农场的职工向本报反映! 称
他们辛辛苦苦种下的橡胶树一
天之间! 全被人毁了) 而砍橡
胶树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某公
司的几十名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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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承包人吴鹏祥介绍! 橡胶
树是三年前种植的! 目前正处于
生长期) "!日上午有将近四十人
间拿着割胶刀出现在自己承包的
橡胶林) 这些人见到橡胶树就是
一统乱砍)而这些人的身份!是海
胶东太分公司的保安)

据介绍! 农场不少职工!包
括吴鹏祥!都以割胶工人的名义
与海胶东太分公司签订了一份
三十年的林段承包合同)也就是
说!在合同的期限内!吴鹏祥有
承包林段的经营权)吴鹏祥向记
者介绍说!被砍坏的橡胶是三个
户主所有!共!!##株)

吴鹏祥认为!签订了合同!他
们在承包的林段中种植橡胶树是
合法的! 如果海胶东太分公司方
面认为种橡胶树的行为是错的!

那么可以事先通知他们! 总不至
于拿刀把这些橡胶树全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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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时许! 农场职
工来到场部楼下!等待有关领导
出面予以解答他们的疑问!但是
始终不见有人出面)

记者在场部办公楼下采访
农场职工时!一个矿泉水瓶从天
而降!划出一道抛物线后砸到电
视台一名记者的腿部!受访的职
工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因记者所
站位置距离办公楼还有%米左右
的距离!如无外力抛出!一个矿
泉水瓶在二楼自然掉落!是不可
能&飘$到这么远的距离)

对此!办公楼上的一位负责
人解释称!当时瓶子放在二楼的
护栏上!一名保安俯身探视的时
候不小心将其碰落!并没有故意
砸向记者)但这种说法遭到被砸
记者以及全体农场职工的质疑!

南俸派出所民警表示!将对此作
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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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 海胶东太分公司及南
俸作业区相关负责人! 召集职工
代表召开协调会) 南俸作业区主
任王剑锋表示!由于历史原因!在
已经确权的公司土地! 存在大面
积的被场内外各类人员非法占
用) 为此!东太分公司于"##$年
!!月'日就下发文件!要求根据占
用年限!分批清理!多数占地者如
不自行清理! 在分公司今后橡胶
更新开荒时!一律视为无主清理!

所有作物将被强制清除并不给予
任何补偿))

那么! 强行将千余株橡胶树
砍断!此举是否合法(农场为何不
将其回购!保障各方利益呢(前来
处理此事的东太分公司负责人表
示!将对此做进一步调查!如果作
物主人愿意与公司协商! 双方约
定价格由公司出钱回购被占土地
上的橡胶树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他将及时向分公司领导汇报!近
期再给作物主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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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居住的小区今年断水十
分频繁! 而且一停水就会持续好几
天!就算有水!水流也是时大时小!

三亚天气这么热! 不能正常用水日
子简直就没法过啊) $近日!家住三
亚市水产码头路口的水产冷冻厂安
置楼的多位居民来电诉苦! 表示希
望记者前去了解情况并帮助解决供
水难题)

"&日下午! 记者来到水产冷冻
厂安置楼里的住户李先生家! 看到
其卫生间+ 厨房里摆满了大大小小
的水桶和脸盆!占据了不小的空间!

其中还几个水桶中还装满了水)

安置楼物业负责人表示对于供
水问题!住户已反映多次!为解决该
问题!物业也购置了抽水机等工具!

但情况也没有太大改善! 他表示要
解决供水问题还是要找供水公司)

记者随即又联系到三亚市中法
供水公司!据其工作人员介绍!水产
码头路口附近的片区由于供水管网
老化导致水压过低! 要解决该问题
需要一段时间!但他表示公司会尽快
派维修人员去现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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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外地来琼旅游的四
川籍旅客易礼强向本报反映! 当日
凌晨!点%#分左右!他在海甸岛三路
一带遗失了自己的钱包! 里面包括
身份证+银行卡和一些重要文件!他
希望如有人拾到的话!请与他联系!

并将许以数千元的感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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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晚上! 三亚市公安局特警支
队捣毁了位于三亚市港务局附近的
赌博窝点!抓获涉赌人员&名!缴获赌
资!###多元!捣毁赌博窝点一个)

根据群众举报!该赌场在(月!$

日晚上曾被三亚公安局特警支队+

治安支队联合清查过一次! 但该赌
场组织严密! 在赌场周边设有多个
&暗哨$把守!当天晚上并未能彻底
清除!现已重新&营业$)

在此次行动前!三亚特警支队
先期组织了"名特警队员便衣深入
进行侦察) "(时(#分!特警队员从
车辆上箭步冲下!将该赌场成功捣
毁! 依法对&名涉嫌参赌的人员进
行治安拘留十五日! 并处三千元罚
款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