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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一生太不容易了$ 太艰
难了%&远在广州工作的儋州女孩陈
丽提及!"岁母亲过往的辛酸往事$

忍不住泪如雨下%父亲在自己#岁那
年去世后$妈妈滕素莲靠着微薄的
臂膀不分昼夜赚钱养家$送自己和
哥哥上学$尽管家徒四壁$尽管家里
常常无米下炊$可正直的妈妈总是
告诫孩子们$不许偷拿别人的一针
一线$#穷$咱也要穷得有志气% &

#难以想象妈妈当年是怎么熬
过来的% &陈丽说$尽管已走过艰
辛$但妈妈曾经所经历的无数苦难
至今历历在目%在陈丽#岁那年$退
伍军人的父亲就因肝癌晚期突然
离世$遭受巨大打击的妈妈痛不欲
生$ 但面对父亲留下的繁重债务$

面对一贫如洗的家$坚强的妈妈毅

然拒绝亲友的劝诫#改嫁&$决心独
自抚养自己和哥哥成人%

#工作不仅辛苦$还很危险% &

陈丽介绍$妈妈过去在儋州市砖厂
工作$主要负责粉碎煤灰$高强度
的工作让瘦弱的妈妈不堪重负$常
常有石块从机器里弹出让妈妈遍
体是伤$ 可为了送陈丽兄妹上学$

妈妈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每天下
班回家妈妈都累得两腿打颤$脏得
只看到两只眼睛在转%

可砖厂微薄的工资只是杯水
车薪$为了攒够兄妹俩上学的报名
费$妈妈还在菜地里种上红薯苗挑
到市场上卖$但去集市的路要走几
个小时$ 妈妈每天凌晨#点就得起
床去菜地割菜$并且想多赚些钱的
妈妈总是超负荷挑菜$每次都会压
得直不起腰才算数%

尽管如此$妈妈还是坚持让他
们兄妹俩读书% #妈妈风里来雨里
去$骑着自行车送我们上学$直到
我们毕业% &陈丽说$上小学和初中
的时候$ 由于到学校路途遥远$妈
妈每天一早就要骑着自行车走一
个多小时$ 把自己和哥哥送到学
校$ 期间中午还要给兄妹俩送饭$

晚上还要来学校接$ 来来回回$趟
得$个多小时$ 关键每天载着两个
孩子的母亲不仅要满头大汗的爬
坡过坎$还要淌过半轮深的泥水%

#谢谢妈妈$ 没有妈妈就没有
我的今天% &陈丽说$此生最大的遗
憾是$因为家里穷$一起上学的哥
哥抽签时没能抽中$丧失了考大学
的机会$此生最大的幸运是有这样
的母亲$ 未来会好好孝顺母亲$给
母亲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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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午$海口府城中山南上牌
点一民警在清理占位凳子'石头时$

被一中年男子当众持凳子将左额头
砸伤缝了#针% 目前$砸人的中年男
子因涉嫌阻碍执行职务$ 将被治安
拘留&%天%

据海口府城中山南上牌点站长
许飞介绍$ 事情发生在&'日中午&(

时#%分许$该站点接到市民投诉称$

有人拿石头和凳子占位置% 接到此
投诉后$ 许飞当即带着!名学员及(

名协警员前往排队领号区域查看并
进行清理%

许飞说$ 当时在队伍靠前的位
置停放着一辆电动车$ 占了很大位
置$ 由于警方不允许骑着电动车排
队领号$许飞便带队准备移开车辆$

但这时旁边冲出一名中年男子出手
阻拦还称#我拿车排队的&$面对工
作人员的劝阻该男子无动于衷$引
起周边群众的不满$ 许飞当即强制
将这辆占位电动车移开$ 随后继续
清理占位物品% 没想到在清理一张
占位的塑料凳时$ 这名男子又来抢
夺凳子$未果后竟操起砖头砸他$被
他用左手躲过后$ 该男子竟又抓起
凳子袭来$ 导致他的额头被砸中受
伤% 随后该男子被报警控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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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上午&%点半$ 记者在椰
海大道上牌服务站大厅内$见到了一
脸激动的周先生$原来他在暂停办牌
前拿到了号码为#()))))&的靓号%

(%日早上'点半$ 周先生骑着白
色电动车来到上牌点$验车'拍照'录
入$半小时后$民警将一副#()))))&

的牌照交到他的手上$这样的好运气
让他激动了许久$他首先想到的不是
安装牌照$而是打电话告知家人朋友
自己的好运气%

#听说中午&(点前就要停止办牌
了$ 没想到赶个晚集竟然能拿到这么
幸运的号牌$我一会儿就去打彩票( &

周先生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 在上牌
处$周先生扶着自己的爱车$亲眼见证
了靓号安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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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周先生的幸运$不少市民
因各种原因没能于&'日领取到最后

一批预约受理号$(%日上午抱着侥幸
心理来到上牌点却只能无功而返%据
白沙门上牌点站长吴中美介绍说$由
于最后一天发放的预约受理号的数
量有限$为了不耽误市民办牌$该站
点特意在站内安排了一组预约登记
窗口接受预约登记%

随机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原来$

前来预约登记的部分是未能及时领
取预约受理号而错过最后一天办牌
的市民$而幸运的是$在民警的指引
下$ 他们都及时的选择了先预约登
记$再等上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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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走访多个上牌点过程中$记
者注意到$(%日当天$ 前来办牌的市
民数量远远不及安装牌照的市民多%

在白沙门上牌点上牌处前来安装牌
照的市民排起了长龙$上牌点不得不
出动多位民警和工作人员维持现场
秩序%

不少心急的市民在咨询了民警
后$选择拿着牌照和螺丝$准备请电

动车维修点或者电动车销售点工作
人员帮忙安装牌照$适当减轻上牌点
装牌的压力%

但是$由于积压下来未及时安装
牌照的市民数量相对较多$ 导致!月
(%日当天不少市民的牌照仍未能如
愿安装好%对于此类已经拿到车牌但
未安装的市民$海口市交警支队相关
负责人表示$海口&%个临时上牌点已
于!月(%日下午!点半全部关闭$这一
部分市民可通过两种途径安装牌照)

一是按照规定的角度自行安装*二是
待预约登记车辆上牌时再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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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口电动车集中免费办理

注册登记第一阶段的结束$为期&%天
的预约登记工作也结束了%警方再次
重申$凡在!月(%日来不及上牌$但已
经前往指定服务点预约登记的(%&(

年&月&日前购买的电动车$待近期相
关工作准备就绪后将全部免费上牌$

届时警方将通过媒体公布具体号段
的上牌地点和时间等信息$继续为大
家办牌%

另外$目前海口市第一车管所电
动车上牌窗口已设立完成$(%&(年&

月&日以后购买的电动车应前往指定
窗口收费办理上牌$具体收费标准待
物价部门审批后$将通过媒体向社会
公布% 同时$由于今年以后购买的电
动车上牌工作还未展开$具体办牌时
间暂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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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首届海南东盟国
家旅游商品中国巡回展&在海口市花
卉大世界+琼州文化风情街揭开神秘
面纱$泰国根雕'越南红木'缅甸食品
深深吸引了参观者% 该展览将持续
至($日$凭本报当天报纸一人可领一
份泰国礼品$每天送出*%%份$每人限
领一份%

一套摆在长廊的重达一吨的缅
甸金丝水楠木茶几成为当天的 #焦
点&% 记者看到$该茶几标价')万元%

泰国清莱中小企业协会中国首
席执行官陈奕良告诉南国都市报记者$

此次入驻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海南人
包括外省人$到了海南之后可以多了解
一下东盟产品的特点% )月&日$泰国'印
尼'缅甸'老挝'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产品
将正式入驻% &%月&日$泰式桑拿店和东
南亚风味餐厅也将正式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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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即将来到$您学校的
孩子们是否期盼有一个图书室$可
以让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 获得想
要的知识, 为了给乡村小学的贫困
孩子们送去儿童节的礼物$ 本报爱
心企业和读者已经为孩子们捐赠了
一批书本% 这个六一儿童节前夕$我
们将再次出发$ 让第#$个南国阳光
书库顺利落户$ 给孩子们送去节日
的礼物%

如果有哪所乡村小学需要图书
或有爱心市民想继续捐书$ 请拨打南
国阳光书库电话$$)&%(*(联系% 捐书
地点)海口市金盘路#%号海南日报社$

楼南国都市报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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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经省农业厅'民政厅批准$海南
省犬业协会正式挂牌成立% 该协会的
成立$ 将协助政府规范市民科学养
犬'文明养犬$负责犬类的疾病防治
工作以及开展培训研讨活动+ 进一步
完善犬业市场$为政府与普通市民架
起沟通的桥梁%

海南目前有)%家宠物店$已上证
的养犬家庭超过!%%%多户$全省包括
家庭养犬'犬舍'警犬基地等在内有
近"万只犬只$监管存在不小难度%

目前$省犬业协会已在澄迈县大
丰镇设立了一个面积&%%亩的犬业基
地$作为收留流浪狗的基地$以方便
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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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通讯员 123 45

"!月(%日下
午$在#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
集体表彰大会&上受到隆重表彰的海
南公安边防总队文昌边防支队锦山
边防派出所代理所长钱世恒载誉归
来%据了解$在!月&)日举办的全国公
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
上$ 钱世恒当选 #全国优秀人民警
察&$同时被授称#全国公安机关爱
民模范&$成为我省公安边防部队唯
一获此殊荣的个人$ 受到党中央领
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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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国都市报主办$海南不孕
不育医院协办的省内品牌活
动---第五届 #南国十大慈母&公
益评选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凡拨
打慈母推荐热线电话$!#)####'

$$)&%)$(向我们讲述您与母亲的
感人故事的读者$将获得一张由海
南不孕不育医院提供的价值#))元

的免费体检卡%

南国十大慈母评选活动期间$

本报将每天刊登候选人的感人故
事$并进行编号$读者可关注您身
边的候选人$并为她们投票% 进入
人物评选阶段$ 本报将及时加设
#网络投票&活动$敬请关注%

参与评选活动的推荐人请于!

月((日前往海南不孕不育医院领

取赠送体检卡$地址海口市蓝天路
()号$联系电话$!#)####%

通过评选最终获得 #南国十
大慈母& 荣誉称号的慈母$ 不仅
能捧回千元奖金$ 还能获得由海
南不孕不育医院赠送的价值!))

元的体检卡一张$ 并为当选人全
家拍摄全家福$ 制作成精美的相
框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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