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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琼海市检察院组织开展了
一系列学雷锋服务活动# 包括
利用周末清理海滩垃圾$ 看望
孤寡老人等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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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点半每人一瓶水到中午的
免费快餐#服务细致周到#使我
们看到了'司法作风转变年(活
动带来的良好的精神风貌) *近
日#乐东法院收到了这封沉甸甸
的感谢信#这信是海南惠海律师
事务所主任邓振海写的%

据了解# 乐东县法院依法
对涉嫌破坏沿海防护林地的周
某$ 郑某等三起案件十三名被
告人进行公开审理时# 充分利
用典型案件开展法制宣传#扩
大案件审理的社会效果# 彰显
省委$ 省政府维护海南生态建
省的决心#庭审现场#乐东县近
"##群众旁听了庭审% 当时作为
第一被告人周某的辩护人出席
庭审的邓律师# 同时还是三亚
市人大代表# 他对当天的庭审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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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女儿
伤成这样# 没钱去大医院治疗#也
一直讨不到说法% *"&日中午#临高
县多文镇博朗村村民符仕代拿着
女儿符丹凤的诊断书绝望地说%

符仕代介绍#女儿符丹凤今年
'月"(日在隔壁的美文村突然被路
旁的一伙人用砖头袭击#头部被击
中#当场昏迷%医院诊断结果为+颅
底骨折$左顶部头皮血肿% 目前符
丹凤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但左耳已
聋#左眼因伤斜视#且经常头痛%符
仕代说# 案发后第一时间报案#但
案件一直没有进展%

东江派出所所长潘开文就此
事对记者说#民警通过调查#证实
行凶者为美文村的王某% 案发后王
某一直在逃#同时整个案件还缺乏
更多证据% 目前正在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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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温先生再
次来到海南省中医院# 就&)岁高龄母
亲进行骨疗手术后在此死亡一事#温
先生向海南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申请调解# 并提出了*+万余元的索

赔请求% 但他与海南省中医院医患纠
纷该委已于今年'月''日受理并依法
进行调解% 在纠纷调解过程中因海南
省中医院提出终止调解%

今天下午#海南省中医院医疗安全
服务部的唐主任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温

先生的母亲不幸去世#谁都不希望发生
这样的事情% 既然调解不成#最终可以
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 可以由法院委托进行鉴定#如
果法律认定医院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医院就会承担#不会推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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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本报'"版报道了大学
生回家过年莫名被砍重伤一案#伤者昏
迷一个月生命垂危%此案省领导及省公
安厅高度重视# 乐东警方成立专案组#

经两个月的缜密侦查# 民警远赴广东$

福建等地# 日前终于将%名涉案疑犯全
部抓获%得知%名凶手全部到案#受害人
的父亲悲喜交加#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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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月'&日# 应父亲的要求#在
兰州西北民族大学大四读书的吴水平
!

9!

!!岁!:;<=>?@ABCD

"

从甘肃回到乐东黄流老家过年#当天#

为同村好友陈某京筹备婚礼# 当陈某
京的伴郎% '月"#日零时许#吴水平与
部分唱歌的朋友吃完夜宵后# 吴水平
骑着三轮车#带着*个朋友回家#当车
开到黄流镇怀卷村路段时# 有一辆摩
托车从后面追上来# 车上坐着三个蒙
面的人% 待摩托车驶近#后座的两个人
突然挥起手中的刀砍向吴水平等人#

致吴水平$ 吴元浪当场受伤#%名蒙名
男子驾车逃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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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发生后# 省政府副省长符跃
兰对该案作了重要批示+&请速转省公
安厅% 乐东县委书记$县长阅处#请乐

东县尽快派人查处并前往医院看望#

尽力抢救伤者# 有必要时可进行医疗
救助% *省人大副主任$省长助理$公安
厅长贾东军批示+&刑警总队亲自督
办#限期破案#依法严惩凶手并及时反
馈% 乐东覃超局长亲抓落实% *

"月)日# 由陈人菠副局长组织带
领专案组奔赴海口$福建两地侦查#通
过调查摸排后#确定陈太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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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专案组立即对陈太挺$ 陈云开展网上
追逃%

%月'&日*时许# 犯罪嫌疑人陈太
挺在广东徐闻县南山镇粤海铁路北港
码头准备乘船时# 被海口铁路公安处
海安南车站派出所民警抓获%

%月'!日'(时许#前往福建的追捕
小组在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泉安中路
一烧烤店将犯罪嫌疑人陈云抓获% %月
"'日'*许# 专案组在三亚警方的配合
下# 在三亚鹿岭路丽湾海景酒店职工
宿舍将犯罪嫌疑人陈恒抓获%

据警方调查# 今年'月'&日凌晨"

时许#黄流镇黄中村!队的陈泰庆在黄
流中学旁的小巷被多名男子持刀砍
伤#后被送到黄流医院治疗% 因此事#

陈泰庆好友陈云$陈恒$陈太挺等人对

铺村青年怀恨在心#'月"#晚# 决定对
吴水平等铺村青年实施报复%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太挺$陈云因
涉嫌故意伤害罪已被乐东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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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联系上受害人吴水平的
父亲吴先生% 吴先生说#他非常感谢乐

东公安局民警两个月的艰辛努力#他
要代表全家人为乐东公安送锦旗%

据海口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医生
介绍#"月""日医院给伤者做了头皮手
术% 伤者还要做第二次手术#目前伤者
头部仍有积水# 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但
死亡的可能性不大% 根据伤者的病情
看#即使保住命#很可能成&植物人*#将
来病情还要看病情的治疗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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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至&月%#日# 三亚针对以
接待住宿为目的# 以个体经营管理
服务为主要形式的住宿接待设施的
家庭旅馆开展为期,个月的专项整
治行动% 目前#三亚市公安局新风派

出所取缔三亚市金色港湾小区内,

家无证经营家庭旅馆# 并对其负责
人分别给予行政拘留 '#日至 ',日
处理%

记者从三亚市公安局新风派出
所了解到# 三亚市金色港湾小区内

无证家庭旅馆近"#家% 三亚市公安
局新风派出所对金色港湾内无证经
营的家庭旅馆进行全面整治% 在要
求无证经营家庭旅馆自动停业无效
后# 新风派出所坚决取缔无证经营
家庭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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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点*#分#

海口市民林先生搭乘海安至海
口的&双泰')号*轮#该客轮'点
时已经到达海口港附近海域#

但将近两个小时过去了# 船仍
然没有进港# 始终在港口外停
留#林先生对此表示不解%

记者与海口港调度室联系
后#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泊
位不够# 有多艘客货轮无法进
港#只能等待海事局的安排%该
人员表示# 此前类似现象较少
出现# 但由于船只无论吨位和
数量都比过去要大# 泊位不足
的情况也许还会出现# 所以马
上要投入建设的新海口港将解
决这个矛盾%

记者随后了解到# 临近下
午%点#林先生所搭乘的船只终
于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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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海
口滨濂村住户发现的毛绒 &小怪兽*#经
过野生动物保护专家鉴定#确认为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懒猴#别名叫蜂猴% 目前
这只懒猴状况还不错#已经开始排便吃东
西#但通过皮毛判断#懒猴身体处于亚健
康状态#待它熟悉环境后#考虑做驱虫及
洗澡等进一步的处理%

海口市野生动物保护站韩副站长
在看过记者所拍摄的照片后#断定小兽
确实是懒猴#有可能是大懒猴% 韩副站
长表示#海南本土生长的猴子中并没有

懒猴这个种群#而且懒猴在国内的分布
也仅在云南一带#数量很少#是一种非
常珍贵的物种# 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

同时# 李波也将小兽的照片传给同
为动保人士$北京的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
一位博士生#她也认为是懒猴#根据鼻子
的颜色#应该是&蜂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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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记者来到海南师范大学
教师李波的家里#一进门#李波就很高兴
地说+&告诉你个喜讯#懒猴开始排便了)*

李波说#动物能够正常排便#说明身体机
能比较正常#成活的几率也比较高%

近距离观察#懒猴背部的皮毛有些
脱毛现象#毛发也不太有光泽#李波说#

这可能是因为长期在外#城市里可找到
的食物有限#造成懒猴营养不良#身体
目前处于亚健康状态% 这段时间#李波
还将研究懒猴的生活习性$ 作息时间$

食谱及活动规律# 更好地给懒猴做好
&保姆*工作%

&它晚上比较精神#上下攀爬#十分
可爱% *李波说#昨天抱回来以后#懒猴
一直处在很困的状态# 等到晚上了#马
上变得精神起来#在笼子里四处攀爬张
望#熟悉一下环境% 由于李波是第一次

喂养懒猴# 刚开始并不了解懒猴的习
性#喜欢吃的食物#所以就摆了木瓜$西
瓜$生猪肉$萝卜等食物在笼子里#看懒
猴会吃啥% 后来发现#懒猴把西瓜和生
猪肉吃掉了%为了更多地了解懒猴的饮
食习惯# 一大早李波还去市场买了芒
果$苹果$香蕉$鸡肉等食物%

等到懒猴健康起来# 会放归自然
吗-李波说#如果海南有懒猴这个种群#

把懒猴放归到种群经常出没的地方#成
活几率会比较大% 但没有懒猴种群#则
就是比较冒险的行为#懒猴适应不了环
境#最终也会死亡%

# ¶·�¸!¹º"»¼½¾¿ÀÁÂÃÄÅ ÆÇÈ\ÉÊ-iËÌ& $ qr

Ím�Î�Ï¸ÐÇËÌ

ÑÒËÌÓÔÕÖ�×QØ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