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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迈 $"岁女子
小李和来自湖北襄樊的男子孩小石谈
恋爱% 谁知在小李怀孕 %个多月时男
友突然 &失踪'% 在没钱生下这对双
胞胎的情况下% 无助的小李求助本
报( $&日% 本报刊登了小李的事后%

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多名热
心读者纷纷来电表示愿意帮助小李%

海南现代妇婴医院也表示愿意帮助小
李渡过难关(

$&日上午%海南现代妇婴医院的
办公室负责人与本报联系%该负责人
表示%海南现代妇婴医院一直以来以
关爱妇女和儿童为己任%医院领导在
从本报上获悉小李的情况后%对于小
李的遭遇深表同情%医院院长今天也
专门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怎么帮助
小李渡过这个难关% 确保母婴健康(

首先% 医院愿意免费为小李做详细)

全面的产前检查%再做进一步决定(

随后%记者也将海南现代妇婴医

院的意思转达给小李% 小李非常高
兴%在和家人商量后%小李最终决定
在$'日下午(时许来海口做检查(

海口的陈先生是初为人父%陈先
生说%他看到小李的遭遇后%非常同
情小李( *女人怀孕本来就很辛苦%孩
子父亲又没有陪伴在身边%这个男的
太不负责任了( '陈先生说%!#多天前
他的妻子刚生下一个男孩%他一直全
程陪伴妻子生产% 这次他帮助小李%

也是为了刚出生的孩子献一点爱心%

想为小李尽一点微薄之力(

市民刘育峰今天下午也特意来

到报社% 托记者将(##元爱心捐款转
交给小李( *请告诉小李一定要坚强%

将宝宝平安生下来% 我们会祝福她
的( '刘育峰说(

*毕竟这是我的亲骨肉%我也舍
不得将孩子送给任何人( '小李说%她
原本是打算将孩子生下来后%如果男
友父母愿意%她想将孩子交给孩子的
爷爷奶奶%但是男友父母表示不愿意
要这两个孩子(她现在只能考虑如何
将双胞胎顺利生下来%然后再做其他
的考虑%她非常感谢有这么多大哥大
姐关心和帮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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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

海口榕景苑小区几位业主向本报反

映%有人为建升降电梯%将一门面内
的楼板敲打掉%且现场施工方根本就
无法提供施工的相关手续+他们担心
工人擅自将楼板桥打掉%破坏小区楼
板的整体构造% 而埋下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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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府城凤翔西路的榕景
苑小区% 该小区物业管理处在一楼%

紧挨管理处旁的一房屋前%门前聚集
了不少业主( 据业主杨女士介绍%紧
挨着小区物业管理处的这间房屋的!

至(楼% 据说已被租给他人经营饭店
了%而这几天%就有几名自称是老板
雇他们来%将该房间!楼和$楼楼板敲
掉一部分%用来建升降电梯的(

之后%记者走进该房屋发现%!楼
和$楼的确都被敲掉一块% 只剩下裸
露的钢筋%地面上有一小堆被敲碎的
楼板( *!楼楼板大概被敲掉有$#多平
方米%$楼楼板也被敲掉差不多七八
米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主说(

至于为何要阻拦这次施工,陈先
生向记者道出了他和其他业主心中
的顾虑( 据他称%他们当时发现工人
在敲打楼板%就询问是否有相关的施
工手续%可对方一直无法提供( *我们
怀疑他们根本就取得没有施工许
可+ -陈先生说%他和小区业主担心%

工人这是在擅自将楼板敲打掉%而留
下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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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名工人向记者透露%该门面
内的楼梯太小%将来经营饭店肯定会
很不方便%所以老板才雇他们%将该
门面!楼和$楼的楼板桥打掉%来建升
降电梯的(对于小区业主质疑没有施
工手续%该名工人笑道%*我们都有施
工手续的%现在放在老板那里呢+ -

当业主要求其找老板拿出相关
施工手续时% 该工作人员随即称%老
板出差了%现在拿不到( *你想想%要
是没有经过该小区开发商的允许%老

板也不敢叫我们将他人的房子擅自
改造啊( -该工作人员最后还强调%他
们将楼板敲打掉%根本就不存在安全
隐患%是不会对小区业主的安全造成
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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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该小区物业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小区业主向物业
反映过此事后% 他们也上前制止过(

*好像是没有相关施工手续的( -该负
责人说%岂料%制止后的第二天%他们
还是继续敲打楼板(

龙华城管大队几名执法人员赶赴
现场调查情况% 并立即叫停正准备将
地上的碎楼板往货车上装的工人( 据
一名姓张的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
向工人索要该房屋业主的电话% 但工
人声称没有% 且现场也提供不出相关
报建手续% 他们只好先责令工人停工(

*等找到业主看是否有相关报建手续%

再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该工作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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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海口市碧湖家园一位住
户向本报反映%当日凌晨%小偷将防
盗网剪破钻进厨房窗户% 盗走身上
"##元现金( 事后%失主打听到%当晚
不仅他一家被盗%该小区三户人家遭
遇小偷光顾( 为此%业主质疑安防不
到位的同时%抱怨小区安装的隐形防
盗网根本不防盗(

当日上午% 记者来到碧湖家园
了解情况%见陌生人进来%一名保安
将记者拦住( 随后%记者表示想去一
户被盗人家问问% 结果保安一路跟
随%拉着记者不让进电梯(

无奈之下%记者来到海口朗特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了解情况(据物业经
理称%该小区当晚的确发生过小偷入
室盗窃% 总共有三户人家被小偷光
顾( 这名负责人说%该小区的保安半
小时巡逻一次%而且安装了$#多个摄
像头%小偷可能是错开了保安的巡逻
时间段才会得手%*发生被盗未免不
是一件好事%这样物业可以知道哪里
不足%需要改善( -

而针对业主担忧的外墙安装隐形
防盗网一事%该物业经理解释%如果业
主实在不放心% 也可以安装防盗网%

不过必须在室内安装(这样既不影响
小区的美观%又能满足业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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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中午!时许%在海口市国兴大道国
瑞城施工工地% 一名年仅"(岁的
重庆籍男子谭某成% 在施工过程
中%不慎被机械磕伤死亡(

$&日下午(时许%记者在出事
的工地看到% 死者的尸体下垫着
一张草席% 上面盖着一件毛毯(

当有人将盖在谭某成身上毛毯
掀开时%记者注意到靠近头部地
面有一滩血迹(死者谭某成的妻
子彭女士头% 发蓬乱的坐在地上
一言不发(

现场一名男子告诉记者%当
日中午!时许% 谭某成站在布料机
上%试图从塔吊钩上取下布料机的
绳索( 始料未及的是%未等谭某成
将绳索取下%塔吊带着布料机一起
向上移动%谭某成后脑勺磕在布料
机上(随即!$#救护车赶到现场%谭
某成还是因救治无效死亡(

*当时塔吊上面的司机向他
#

/01

$喊快点%他#

/01

$说
还没去下来% 也不知道怎么回
事%突然塔吊就带着还没取下来
的布料机一起向上移动%他#

/

01 !身体向后仰%从布料机上
掉下来%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

一位目击事发经过的工人向记
者透露%有时工地地面会有工作

人员%与塔吊司机沟通%及时反
馈地面信息( 但谭某成今天在施
工时%地面当时并无工作人员与
塔吊司机沟通(

死者妻子彭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家中还有$个儿子% 大儿子
在重庆读大学%她和丈夫在这个
工地已做了两三年( 对此%赶到
现场与死者家属协商处理赔偿
的劳务公司一名陈姓工作人员
称%工程是海南省第二建筑工程

公司% 承包给他们劳务公司的%

他们会积极处理好死者家属的
善后工作( 至于具体如何赔偿%

该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和死者家
属还在协商中(

目前% 塔吊司机被警方带走
调查(而对于此事的责任认定%美
兰区安监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称%要等到警方排除
刑事案件后% 他们才能介入调查
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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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民协力%帮助街
头迷路老人及流浪小孩回家%让他
们回归家庭%得到家人的照顾( (月
$"日至$&日%海口热心市民遇到迷
路老人和小孩%及时报警将他们送
往省救助站% 让其得到临时救助%

希望家人到省救助站领回(

$&日凌晨%海口市公安局草坡
派出所接到!!#指挥中心指令%金
垦路口有一位女性老人需要帮助%

民警立即出警赶到现场( 据该老人
讲述.其名字叫唐天碧%今年,(岁%

四川万源县人( 老伴叫郑文贵%还
有两个儿子%分别叫郑辉和郑建.他
们都在海口工作( 她是上个月刚从
四川老家来到海口%由于家人出去工
作%没有时间陪她%于是她就自己出
来走走%而后迷路了%不知道返家的
地址%民警将其护送到了省救助站(

(月$,日上午%时许%海口市公
安局美兰区公安分局和平南派出
所%接到热心群众报警%海府一横
路口处有一名!(岁男孩需要帮助%

到现场后发现男孩是聋哑儿童%精
神状况正常%正无法正常沟通和交
流%随后%民警将其护送往海南省
救助管理站%

(月$"日% 热心的群众送一位
约"#岁左右中年妇女到省救助站%

当时上身穿浅蓝色衬衫%下穿棕黄
色裤子%背一个棕黄色背包( 但精
神有点反常%有时说海南话%大概
内容是*想去市场买菜)去好百年
工作等'( 与其交流时%他又不情愿
说话%无法获取该人的信息(

目前%以上(人都在省救助站%

望亲属或知情人士与海南省救助
站联系% 将家人领回% 联系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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