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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天生残疾#出生在这
样的家庭是不幸的$#月&'日#厄运再
次降临#!"岁的小莉!$%"突然头疼
难耐#腿脚无法行走#甚至出现意识
模糊# 到医院检查竟然是患上了脑
炎#一度出现生命危险$ 原本一个懂
事乖巧的女孩现在躺在病床上不能
动弹#令人心碎$

为了小莉年轻的生命#叔叔王儒
就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并四处借钱#

村民们也自发捐钱$!$多天来#王儒就

花完了所有的&万多元钱#医疗费陷入
困境$ 小莉仍要继续在医院重症监护
室治疗#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王儒就只
好向南国都市报求助# 希望能有好心
人给予帮助#让侄女小莉重返校园$

ghijklmn

(月)日上午# 海南省人民医院
秀英留医部住院大楼!'楼#记者见到
了王儒就#面容憔悴的他手里拿着一
个袋子#不停地在重症监护室门前徘
徊# 而自侄女小莉突患脑炎入院至
今##&岁的王儒就便一晚上安稳觉都
没睡过$当记者问其是否需要休息片
刻再采访#王儒就说#%只要小莉能好
起来#我没关系的& '

考虑到小莉安心治疗不受外界
干扰#记者选择与王儒就在病房外进
行交谈$ 据王儒就介绍#他和侄女小
莉是琼中吊罗山乡长田村委会人#!"

岁的小莉在琼中太平初级中学读*年
级$ #月&'日那天#在县城办事的他突
然接到学校老师的电话#称小莉出现
发热头痛症状#情况不是很好$ 因自
己无法及时赶回#便让老师带小莉到
乡里的卫生院治疗$

王儒就告诉记者#当日晚上赶回
老家后# 次日便带小莉到卫生院打点
滴# 却发现小莉身上出现红色斑点$

%我当时以为是麻疹#就没敢再让医院
给小莉打针$ '王儒就说#让他没想到

的是#&)日下午# 小莉突然无法说话#

只是一个劲得哭#不仅出现意识模糊#

就连腿脚也无法行走$ 随后赶紧将小
莉送到县人民医院治疗# 但因医院设
备有限#&)日晚+时许# 小莉再次被转
到海南省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治疗$

王儒就说# 经过这几天的治疗#

他和小莉说话# 小莉可以点头了#但
腿脚还是不能动# 也无法开口说话#

每天只能喝点牛奶充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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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何一直不见到小莉父母
的身影#王儒就向记者讲述了令人心
酸的一幕$ 据他介绍#现年("岁的哥
哥和")岁的嫂子# 不仅天生残疾#两
人精神上还都有点问题$家中除了小
莉#还有一个!$岁大儿子#今年读小
学三年级$

因哥哥和嫂子天生残疾# 王儒
就平日里就将小莉和侄子视如己出#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好两个孩子#

以及'$多岁的老母#现年#&岁的王瑞
就至今未结婚$ 王儒就告诉记者#小
莉特别乖巧懂事# 虽然只有!"岁#周
一至周五小莉都住在学校#但每次周
末回到家里#除了帮父母洗衣#还经
常要求下地做活$

%哥哥和嫂子家里有&亩地#主要
用来种花生#我帮着耕地#而&亩地的
花生都是小莉种的$ '王儒就说#平日

里除了要照顾父母的生活#小莉还要
辅导弟弟的学习# 如今小莉突然倒
下#对于哥哥他们家来说#家中的顶
梁柱就算塌了$

tuvwxyz

为了小莉年轻的生命#叔叔王儒
就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万)千元#还
向亲朋借了(千元#同时#村民也自发
捐助了两三千元$ 可自小莉发病至
今#!$多天的时间里#&万多元的治疗
费用已经花完#医疗费用陷入困境$

)日下午# 记者电话联系了小莉
的班主任符老师$ 符老师告诉记者#

小莉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可能是因
为家庭的原因#相比同龄孩子#小莉
更加刻苦和努力#在老师眼中比较乖
巧$ #月&(日晚#小莉身体就出现不适
了# 直到#月&'日上午他从学生口中
得知小莉身体不舒服#随即便将其送
到医院治疗$ %我们班里的学生每天
都盼着# 小莉身体可以快点好起来#

回到学校和他们团聚& '符老师说$

之后#琼中太平初级中学骆校长
表示#(月*日下午# 他们学校为此召
开教职工会议#发动全校教职工和学
生捐款#校方也正在考虑近期到海口
去看望小莉$ 同时#希望有更多的好
心人来帮助小莉度过这次难关$

若有好心人捐款#可拨打本报新
闻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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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三亚市民周先生致电本
报三亚站热线反映#数月前#他在三
亚荔枝沟一家大型家私广场购物时#

花费&)$$$元买了一套原价#($$$元
的沙发#当时因为售货员告诉他不开
发票可以给予较大优惠#所以周先生
并未向对方索取发票#事后#周先生
感到没发票无售后保障#他几次来到
该店向商家索要发票# 但均遭拒绝#

无奈之下#只好寻求媒体帮助$

针对此事#三亚市工商部门有关
工作人员提醒#作为消费者#在进行
消费时都可以向商家索要发票#且对
方应该无条件地开具发票$一些市民
图方便不索要发票#万一遇到商品和
服务质量问题#就很难说清楚#如果
上升到打官司# 就会缺乏有力的证
据#很可能在维权上吃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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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家住海甸岛
海景路*&号珍珠裕苑一期的邵先
生向本报反映称#%小区电梯经
常出故障关人#并发现电梯的安
全检验合格证已经过期#至今还
没有重新安检# 小区住户的安全
谁来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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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先生说#%珍珠裕苑一期的
#部电梯安检都已经过期了#其中
被,栋的客梯关了两次#随后都不
敢乘坐那部电梯$ ' (月*日中午#

邵先生带记者看了经常出故障的
电梯#他指着电梯门上的划痕说#

%前天我从旁边的货梯下来去上
班#看到旁边的客梯围着一些人#

有人被关在里面#正进行救援$ '

记者在该小区一期的四部电
梯里发现# 其安全检验合格证都
已过期#上面显示%下次检验日期
为*&$!!年"月&)日'#而邵先生说
该小区二期的!'部电梯安检期已
过了$随后#记者到珍珠裕苑二期
"-单元的电梯看到# 其安全检验
合格证已过期#上面显示%下次检
验日期为*&$!$年!$月&*日'$ 电
梯里还有小区物业贴的警示*%电
梯是一种安全运行设备# 当电梯
发生故障时#请您不要恐慌$按黄
色报警按钮或拨打求救电话*

')(!"$(!$ '

就在记者准备离开时# 珍珠
裕苑一期的,栋停在!楼的货梯突
然发出警报声# 住户打开电梯进
去后#发现声响更大#不知道怎么
回事#脸色苍白地赶紧退了出来$

紧接着有四五个居民都遭遇同样
的恐慌$随后#记者赶紧拨打物业
办公室电话#对方表示%将立即派

电工过来'$ !$分钟后#物业办公
室冯助理赶来后#打开电梯后#按
了一下报警器然后就好了$ %这个
是报警器响了# 有可能是住户操
作不当造成的$ '但是#该电梯当
时停在一楼#里面没有人$ %有没
有可能是电梯出故障# 其自行报
警呢+ '对于记者的询问#冯助理
表示要咨询一下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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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超期服役'的电梯为何
没有及时安检# 其安全检验合格
证上显示的%下次检验日期均'等
问题# 记者首先咨询了珍珠裕苑
物业办公室桂主任#他表示#该小
区一, 二期的&$部电梯都是去年
安检的# 今年的已经申报到海口
市质检局#钱也交了#目前还没有
来检验$对于一期电梯中%下次检
验为*&$!!年"月&)日'的日期#该
电梯维保单位相关人员表示#按
照!年检验!次的话# 就应该是
&$!$年检验的# 那么&$!!年该电

梯就已经没有检验了# 而二期"-

单元的电梯则为&$$+年检验的$

%照此计算# 电梯都&年多没检验
了#这是不可能的$ '

桂主任也表示# 电梯去年都
安检了# 可能是安全检验合格证
未及时更换# 或者被人撕掉而造
成$电梯维修单位董经理表示#将
立即派维修人员去检查# 确保住
户乘坐安全$

按照小区物业的说法# 电梯
刚超期&个多月#那么海口市质监
部门接到小区的申报# 为何没有
及时进行检验呢+ 记者联系上海
口市质监局负责特种设备检验的
邓处长#记者刚问了一句%想咨询
一下#电梯一般多久检验一次+ '#

邓处长回答说*%这都还要问啊#

大记者#肯定!年检验!次$ '随后
记者又问#%珍珠裕苑住户向我们
反映#其小区的电梯安检已过期#

经常出故障关人# 你们有没有进
行及时的监管呢+ '邓处长愤然挂
断电话# 要求先联系其单位办公
室#然后再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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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住在海口市高登
东街的梁先生迎来人生大事# 但在
装修新房的时候#竟然发现新房的房
梁地板严重倾斜#花#$万买了间严重
缺陷的%歪歪屋'#让他十分郁闷$

*日下午#梁先生带着记者来到
他已经装修基本完毕的新房里$ 他
告诉记者#&$$+年年他贷款购买了
高登东街高登花苑小区三期的一间
毛坯房#去年年底着手装修新房$今
年"月&$日#他带着装修工人到新房
装修时#却被告知#这房子是自东向
西倾斜的%歪歪屋'$

梁先生当即拿起一根木棍开始
向记者展示%歪歪屋'的倾斜程度#

在大厅一角该木棍需倾斜放置#尚
不能垂直#但在大厅的其他角落#这
根木棍底端竟然能放置&盒烟$ %这
还是装修师傅已经在地面上铺了大
量的泥浆调整了一番的# 但仍没有
达到正常房屋的水平程度# 房梁和
天顶都是如此$ '梁先生说#得知#$

万竟买了间严重缺陷的 %歪歪屋'

时#他愤然找到开发商#并提交了一
份书面的房屋缺陷情况# 但却至今
杳无音信#让他倍感无奈$

随后#记者来到该小区物业服务
部时见到了负责协调此事的工作人
员陈先生#他告诉记者#针对梁先生
反映的问题#该物业工作人员及开发
商代表均已经了解过情况#梁先生的
房内确有缺陷#如房梁倾斜不平$

%我们已经跟开发商沟通过来
了# 开发商将聘请专业的工作人员
到梁先生的住房内重新确定房屋的
具体缺陷# 并且估算出修补房屋缺
陷的价钱#赔偿给梁先生$ '陈先生
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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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市民李先生向本报反映#

海口市美兰区美祥路一补胎店门前
原本有一颗树# 但不知何时被人砍
去#他怀疑可能是店主嫌其挡住了门
口后所为$ %个人能随便砍树吗+ '李
先生提出了质疑$对此#该补胎店店主
梁先生解释说#被砍去的树木是个人
财产#之所以为之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记者拨打了海口市园林派出所
的电话#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个人可
以种树# 但种好了却不能随便砍#必
须向园林部门报批才行#私自砍伐树
木属于违法行为$目前监管职能已转
交给城管部门$随后记者拨打了美兰
区城管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会派执
法人员到现场调查并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