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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不少市民认为部分公交
车在车厢环境"车容车貌方面存在问
题!希望改善车厢内的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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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海口仍有一些$黑尾巴%公

交车还在运行# 市民许先生表示!这
些$黑尾巴%公交车影响了海口的城
市形象!同时这些车辆的内部零件也
出现老化!希望这些车能早日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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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在坡博市场站调查时
发现!"#辆公交车中!有$辆没有靠近

站点停车! 其中有%辆车是司机过站
后!被车上乘客$叫停%的# 不少市民
反映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因为司机到
站后不停车! 导致他们要么错过乘
车!要么只能到下一站才能下车# 市
民蒋先生希望! 有关部门在公交车
进站停车方面应进行相应整改!从
而为市民提供更便利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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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一篇题为)海南大学副教授
科研经费申请为零 发帖请辞硕导&的
报道引起媒体广泛关注* 海南大学人
文传播学院的副教授张江南! 由于申
请的研究经费为零等原因! 被学校停
止!#"!年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资格+随
后! 张江南发出取消自己硕导职位的
申请* 一时之间!张江南副教授被推到
了风口浪尖! 课题与任教的话题也再
次被掀起*

(月!"日!一篇题为)海南大学副教

授科研经费申请为零发帖请辞硕导&的
报道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关注!截止")时
许!多达$*家网站转载了该报道*

该报道称!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
院的副教授张江南! 今年不但科研经
费申请为零!目前也未主持任何课题*

在论著发表方面!他从!##'年至今*年
间!主要发表论文有%篇!写过!本书*

今年!月!海南大学研究生处发出
确认!#"!年度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的
通知! 确认的主要依据是老师的科研
情况* 为了不交白卷!张江南在第二条

中填报了两篇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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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张江南被学院停止了!#"!

年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资格*

%月!!日! 张江南在自己的网页
$大樗树下%! 发出了一封自辞硕导职
位的申请信*

(月!"日下午!南国都市报记者试
图网上搜索张江南的网页 $大樗树
下%!要么链接打不开!要么网页无内
容* 也有网友在网上发帖询问$张江南
的大樗树下哪里去了%*

一个名为$天山姚新勇%的博客转

载了张江南 )关于取消硕士研究生导
师资格的申请&和部分评论*

千余字的申请信中! 张江南只字
未提科研成果!但是介绍了教学情况,

!##'年他博士后出站进入海南大学!

!##$年正式获得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
导师招生资格! 迄今为止共招收研究
生$届""人!其中已经毕业-人!在读%

人!已毕业的学生中有'位学生获得学
校优秀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奖! 一位
学生获得海南省优秀硕士研究生毕业
论文奖*

对于自己的教学! 张江南称!$所
有这些课程都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

认为我教学严谨!专业过硬!在我的课
上能够学到知识! 思维也受到了训
练* %

张江南在申请信中毫不掩饰其愤
懑之情! 痛陈高校科研以课题经费为
条件等弊端!认为对学术-对教育毫无
益处* $我既然已不能招生了!短期内
这个制度也不会改变! 那么我何必再
担个空头的导师资格呢. %在申请信中
张江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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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海口开始公交改革!将
%)#余辆旧中巴公交车提前退出市场!

并置换新型公交车营运*从横冲直撞-

破破烂烂的$野马中巴%!到清凉舒适
的冷巴!再到节能-环保-舒适的新能
源公交车!海口公交统一车型后.成为
城市的流动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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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口城市的发展! 原有公
交线路已经无法满足市民日常出行
的需要* 对此!海口交通部门曾先后
多次增加及优化公交线路* 截止目
前海口公交线路已经达到$(条和$

条旅游公交线路! 覆盖海口地区各
大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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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做公交车很稳* %采访中!

细心的市民发现!现在公交司机都有
了统一的着装! 在开车时还佩戴工
牌! 乘客能清楚了解到司机的信息*

不仅如此!司机开车打电话-吃槟榔
等不文明行为逐渐消失!安全意识也
提高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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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记者赶到海口市人
民医院采访* 老卢告诉记者!他的
堂弟阿龙今年%!岁!是乐东大安镇
人!由于家境贫困!一直没有成家
立业!之前在海口市大致坡当锯木
工*

老卢说!(月""日凌晨#时许!

阿龙乘坐摩托车在灵文线大致坡
镇大华中学路段被一辆小轿车撞
伤!$我们是后来才知道阿龙因伤
势过重后被送往海口市人民医院
的* %老卢说!阿龙遭遇车祸后!刚
开始家里一直无人知晓* 车祸两天
后!家属才得知情况!但因颅脑损
伤!阿龙已昏迷不醒*

老卢说! 阿龙被送往医院后!

是肇事司机支付了治疗费!经抢救
阿龙的病情有所好转还曾睁开了
眼睛!不过前两天阿龙的病情加重
急需手术!家人催促肇事司机筹手
术费!但肇事司机一直没消息* 记
者随后从海口市人民医院了解到!

!#日晚""点多!阿龙因伤势过重最
终抢救无效去世*

$在我堂弟死的第二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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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方司机才打电话说. 已经将筹
到的手术费打到医院的账户了!本
来我们是想给堂弟动手术的! 谁知
还是晚了一步! 要是对方早点送钱
来!也许我堂弟还有救呢* %老卢伤
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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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事发后!辖区海口美兰
交警大队民警立即赶到事故现场勘
查*!"日上午!记者与美兰交警取得
联系!据警方介绍!出事后!警方一
直积极处理此案! 该案已经移交到
海口市交警支队重案组! 目前正在
按照相关的法律程序进一步调查处
理当*

!"日下午$时许!记者从老卢处
获悉!经交警部门的协调!肇事司机
已经付了'万元安葬费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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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卢告诉记者! 阿龙的双亲早
已去世! 家里有一个视力残疾的大
哥今年%-岁! 因为残疾并且身体不
好没有工作*多年来!为了撑起这个
贫困的家!阿龙一直在外打工!兄弟
俩至今都没有成家*

$弟弟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么多
年要不是有弟弟照顾! 我早就死
了* %阿龙的哥哥阿权说!他因视力
残疾!出远门都需要人带路!得知弟
弟的死讯后! 他无法到海口来给弟
弟办理后事! 只能委托其他亲属帮
忙打理* $没了弟弟!我真的不知以
后该怎么办* %阿权无助地说*

如果有市民愿意帮助这位丧失
亲人的残疾哥哥! 请拨打本报爱心
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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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海南师范大学获悉!!#"!年底!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对该校新增博士
学位授予单位项目建设情况进行验
收!若验收合格!海师将成为海南省第
二个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据了解! 海师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建设工作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年%月!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海师提交的)海
南师范大学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项
目建设规划&+!#"#年!月! 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正式批准海师为博士学位立项
建设单位* 一年后!学校博士点建设工
作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办中期检查专家
的好评!并顺利通过了中期检查*

!#""年-月至今!该校四个博士授
权建设学科根据中期检查专家意见!

并结合自身的情况! 在认真论证的基
础上!对学科方向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还召开了全校学科建设工作大会* 学
校与%个博士点建设学科带头人及所
在学院院长签署了建设责任书! 明确
了三方的责权利*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项目给海师带
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自立项建设以来!

学校教师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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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学校加大人才引进和队伍
建设力度* 自立项建设以来!博士点建
设学科引进博士-教授'!人* 该校目前
有专任教师)("人!其中教授"%*人!博
士!#(人! 博士所占比例为!%5"6* 其
中!%个博士点建设学科有教授(#人!

博士)$人*

学校现有各类教学和科研实验室
"#%个!其中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个* 各类实

验室及实习场所用房面积*#"%* *

学校现有馆藏图书总量!$!5'(万
册 "EFGH

")$*%%

IJ! KLGH

""!*$!

IJ$

!中外文纸质期刊'#-"种!

中外文数据库以及自建数据库!*个*

该校负责人称! 依托海南特有的
自然- 人文环境和资源优势构建学科
建设体系! 该校已为博士研究生的培
养奠定了广泛的学科基础+ 科研平台
建设-仪器设备-图书文献资料和校园
信息网络建设等可满足博士生培养和
科学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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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年
)公共服务蓝皮书& 结果显示! 海口
在受调查的')个主要城 公共交通
满意度名列全国第三位*

对于$公共交通满意度名列全国
第三位%的结果!海口交通局有关人士
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表示$我们距离
这个结果肯定还有差距* %该人士说!

$我们也不太清楚社科院都调查哪些
内容!这个结果也是从网上看到的* %

从媒体上看到这一结果后!首先是高
兴!说明这些年的努力得到了市民的
认可+更多的是在反思*反思海口公交
行业发展还有那些地方需要完善!还
有哪些服务需要进一步提升!如何更
好地为市民服务等* 海口公交集团负

责人也表示!这一调查结果对海口公
交行业是一种鞭策和鼓励!接下来还
要在服务方面做得更好*

经过近几年的改进和努力!海口

公交变化何在.又有哪些方面仍然需
要改进. 记者!"日进行了相关采访!

并走上街头!体验海口目前公交车的
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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