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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绍星的主治医生陈庆雄介绍!

曾绍星的左手掌伤到了手筋和神经!

以后左手的力度会比以前小! 也可能
会有一些麻木!但不会影响正常使用"

#昨天的手术费加上今天治疗
费! 已花了近万元! 但我们只交了
#$%!元!后面的治疗费还没有着落" $

曾绍良说! 他老家在儋州三都镇!后
来为了孩子能受到较好的教育!他们

全家搬到那大来居住!全家人都没有
正式工作!靠他和二哥给人家开车送
货赚钱养家% 但最近他身体不舒服!

全家就靠二哥赚钱养家"

据了解!大地小区的居民被曾绍
星的见义勇为所感动! 纷纷捐款!当
天捐了&'%%元!派代表送到医院慰问
曾绍星"

儋州警方对该案很重视!辖区的

东风派出所已经立案调查" 该所副所
长王海军说! 在接到群众报案后!该
所立即介入调查!经初步调查!已经
掌握了一些线索"

王海军说! 面对违法犯罪分子!

曾绍星敢于站出来!值得表扬!该所
将进一步调查!将曾绍星见义勇行的
行为上报给有关部门!为其申报见义
勇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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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记者在儋州市人民医院
外科$号病房看到! 曾绍星躺在病床
上!左手掌包着厚厚的纱布" 他昨晚打
了麻醉药动了手术!现在药力消失!疼
痛让他一直在昏睡" 记者不忍打扰!跟
其弟弟曾绍良聊起曾绍星抓小偷受伤
经过"

()日下午四点钟左右! 曾绍星从
那大军屯菜市场买菜回家! 在回到大
地小区第三街与北街的交叉路口时!

突然听到有人喊! &有人偷车了! 快
抓小偷%$ 曾绍星抬头一看! 两名男
子正骑着摩托车! 慌慌张张地向他这
个方向冲过来% 曾绍星立即放下手中
的菜! 迎着摩托车跑上去! 一手抓住
摩托车的车头! 想拦住小偷% 没想到
坐在摩托车后面的另一名小偷突然拔
出匕首! 狠狠地刺向曾绍星的左手!

顿时鲜血直流! 他本能地松开手%

这时! 曾绍星的弟弟曾绍良正好
从家里出来! 看到后急忙跑过来要帮
忙抓小偷!不料小偷启动摩托车跑了%

&看到二哥受伤! 我没有继续再
追! 急忙送二哥到儋州市人民医院治
疗% $曾绍良说%

经诊断! 曾绍星的左手掌被匕首
刺穿!$条筋'&条神经分支和*条动脉
被刺断!血流不止"医生立即给予曾绍
星做手术"

曾绍星的妻子陈莲女是事发过后
才知道丈夫抓小偷受伤一事" 丈夫的
伤势一度让她很担心! 后来医生表示
手术很成功!她才放下了心"

记者问她! 对她丈夫此次抓小偷
受伤是否有怨言! 陈莲女说(&他就是
这样的性格!爱管闲事%这件事我不怪
他!只要人没什么大事!早些康复我就
放心了% $

据了解! 被盗车主王亚雄是帮大
地小区北街居民建房子的建筑工! 当
时正在三楼施工! 车放在一楼门前!

大白天的! 谁也没想到小偷胆子这么
大! 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偷车%

&+日下午! 记者来到昨天的案发
现场采访时! 被小偷撬坏的摩托车已
经被车主修好%

王亚雄告诉记者! 当时他们在三
楼做工! 看到两个男子在摩托车旁边
转来转去! 以为对方是附近居民就没
注意% 后来小偷撬坏锁头! 剪断车头
电线准备发动车子时! 他们看到后急

忙大喊 &抓小偷$! 并拿砖头砸向小
偷! 小偷见状只好放下车! 骑着他们
自己的摩托车逃跑%

他们冲到一楼时发现曾绍星坐在
地上! 左手直流血! 刚好曾绍星的弟
弟也赶过来! 将曾绍星送去医院% 之
后! 他们才知道曾绍星是因为抓小偷
才被刺伤的%

&曾绍星和我根本就不认识! 还
勇敢地跑来帮我抓贼! 他这种精神让
我们很感动%$ 王亚雄感激地说% 当
晚! 王亚雄和工友们一起到医院看望
受伤的曾绍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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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时! 有很多妇女和老
人正坐在大地小区第三街的一棵树
下乘凉! 目睹了事发经过%

&小偷偷车被发现后就骑车逃
跑! 就在第三街与北街的交叉口刚
好碰到买菜回来的曾绍星! 曾绍星
放下菜! 伸手抓住小偷的摩托车车

头! 一名小偷用尖刀刺伤曾绍星
后! 骑车逃跑了%$ 陈二伯对记者
说%

提起曾绍星! 陈二伯竖起了大
拇指% 他说! 曾绍星平时人很老实
很善良! 喜欢帮别人% 他是开货车
的! 邻居建房子需要拉石头拉水泥

的! 只要说一声! 他都会帮%

曾绍星的邻居万多成一个劲地
夸曾绍星是个好人! 是个好邻居!

经常帮大家做事不求回报%

曾绍良说! 二哥很恨小偷! 平时
在街上碰到人家喊抓小偷! 他都跑过
去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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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王先生反映!'月,)日中午!

为了接待从内地来的朋友! 他预定了
金龙路毛家湾饭店的包厢% 结账时!服
务员说该包厢的最低消费额是$-%元!

他还差几十元没达到最低限额% &当时
消费了$"%元左右!对方一定要让我们
消费到$-%元% $王先生说!服务员称反
正都要交这么多钱!不如再点两个菜!

实在吃不完可打包%

&我们实在吃不了那么多的菜!餐
馆这么做!不是逼着消费者浪费嘛% $

王先生认为! 餐馆设置最低消费实属
霸王条款!&我来你这里吃饭! 吃多少
是我自己的事情! 花多少钱为什么由
餐馆来规定) $为此!他和服务员理论
起来!后经饭店经理出面协调!王先生
最终按消费实价支付%

&%日上午! 记者走访了海口市多
家餐饮企业! 发现大多数饭店都规定
了包厢最低消费%

&大包厢最低消费,%%%元!中包厢
$-%元! 小包厢 &-%元%$ 在金龙路上
的山东包子酒楼! 服务员听说记者要
订包厢! 先问有多少客人! 然后才介
绍价格% 在南沙路的湖南大碗菜饭
店! 一听记者只有三个人吃饭! 一名
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最小包厢可以坐
. 个人! 三个人吃饭最低消费要超
*++元! 否则不给订% &如果吃不了
那么多怎么办)$ 该工作人员表示!

吃不了可以打包! 要么买酒或者烟!

反正必须要达到最低消费的标准! 否
则就只能到大厅消费%

记者调查发现!在中高档酒店和饭

店!设置最低消费现象较为普遍% 大部
分饭店并没有对包厢最低消费标准进
行明示!如果消费者不询问!基本上服
务员不会主动介绍%

除了酒店和饭店外!咖啡厅也存在
最低消费% 金龙路的福山咖啡馆规定!

无论是在包厢还是大厅!每个消费者最
低消费*+元% 记者看了看单子发现!这
里出售的产品几乎没有低于*+元的%

消费者董先生说!'月*)日晚!他
和朋友共*+人来到该咖啡馆! 期间点
了一壶茶和几个点心!大概/+多元% 但
结账时!服务员告知!*+个人最低消费
要*++元!为了不影响氛围!大家又点
了几盘点心%

滨海大道某三星级宾馆餐饮部
经理李女士告诉记者!她所在宾馆的

包厢也设有最低消费!如*+人包厢最
低消费$--元! &+人包厢最低消费
*+--元% 李女士说!许多餐饮企业以
及宾馆' 酒店设置包厢最低消费!是
为了防止消费者点上两三个菜就占
个包厢%

海秀路某餐饮店的郝经理表示!

包厢的环境' 服务等都要比一般的散
台好得多!&我们为顾客提供高质量的
就餐环境和服务! 肯定需要一定的营
业额来保证成本和利润% $

对此! 海南阳光岛律师事务所的
陈剑律师认为!饭店包厢设最低消费!

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从另一个
角度来讲! 餐饮企业限定消费的行为
是不符合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
德的% $

海口工商局公平交易与消费者权
益保护管理分局负责人表示!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有自主
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 因此!

餐饮企业必须明示最低消费!消费者
在知情的前提下!可以选择接受或者
不接受这项服务% 如果餐饮企业事前
没有告知!则是一种侵权行为% 遭遇
此类事件时!消费者可以向工商*&$*'

投诉举报%

近期! 海南将整治利用合同格式
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
一步遏制消费领域#霸王条款$现象%

本报即日起开通举报热线..-*+&&*!

欢迎广大市民积极举报您在消费时遭
遇的#霸王条款$!本报记者将及时反
映给工商执法部门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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