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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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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5"建筑工程施工、建筑装饰、挖掘机运用与维修、

建筑设备安装、市政工程施工、工程造价、给排水工程施工与运行、楼宇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行

"

!6789$%"汽车运用与维修、机电技术应用、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

#

!:;$%"船舶驾驶、数控技术运用、机械加工技术、模具制造技术、船舶制造与维修、机械制造技术、石

油与天然气贮运、焊接技术应用

$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制冷和空调设备运行与维修、电气技术应用、电子技术应用、市

场营销、机电产品检测技术应用、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计算机与数码产品维修

%

!>?@!>+A@!>BC@$%"汽车商务、会计电算化、酒店服务与管理、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

农村电气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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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户口全免学费"只交住宿费 %&&元!课本费 '&&元"共 (&&元#

'!按国家规定前两年每生每年享受 )(&&元助学金

%!学校设有校本奖$助%学金&香港强华基金奖$助%学金&香港华夏基金奖$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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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 *月 )*日报名登记$周六&周日照常上班%

'&*月 )+&',日开学

儋州籍学生薛尚超
定安籍学生莫豪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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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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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妻子治病花了多少钱"陈华从
来没有计算过# 他只记得"他借了哪
个亲戚多少钱"哪个朋友多少钱# 但
是-月$+日发生的事" 让他记住了那
笔用来救命的数字'本金$./万元# 那
是他在去年+月到$&月期间" 拿去给
妻子和儿媳妇救命的钱#

'&$'年-月$+日"正在上班的陈华
被单位领导叫到办公室#当时"还有两

名穿着便服的男子在场#之后"他被这
两名男子用警车带到了海口" 说要和
银行对账#当天晚上"他因涉嫌信用卡
诈骗罪"被送进了海口市第一看守所"

度过了$'天与世隔绝的日子#

$'天过去"他回到派出所"在民
警递过来的材料上签字# 因为老花"

陈华看不清上面写了什么#后来民警
告诉他两个消息"一是他的女婿等人

已经帮他将本金连同利息还给了银
行#二是他被取保候审"可以回去了#

回到单位"陈华没有跟领导汇报
取保候审的事# 这段时间"他忙着复
印妻子和儿媳妇的病历材料" 开证
明# *月$/日"他将一大堆材料送到海
口检察机关# 看着检察院庄严的国
徽"陈华心里沉甸甸的# 他甚至不敢
问"如果被公诉"自己会怎么样(

陈华是海口秀英区一个镇政府
的工作人员"事业编制&正规单位"这
意味着"很多银行愿意给他们办信用
卡#)如果我存心诈骗"我就不会只办
这一张信用卡*+陈华说"他现在所使
用的中国银行信用卡是他生平第一
张信用卡"'&$$年-月的时候"他和很
多同事一起办的"额度是'.(万元+ 当
时"他只想着"有了这张卡"需要时可

以拿出来应急+

后来" 在妻子和儿媳妇双双住
院的时候"这张信用卡确实发挥了
作用+

'&$$年+月开始" 癌症晚期的妻
子!早产的儿媳妇"都住进了海南医
学院附属医院"每天都要用钱+

)我从镇里取了%&&&多元现金去
医院交押金"大部分的钱都是在医院

刷卡交费+ *陈华说"自己记不住用信
用卡的数额!日期"只知道"他要救妻
子!儿媳妇和早产的孙女+那段时间"

这张信用卡的存在"确实让他们一家
不用东奔西跑四处借钱+

'&$$年$$月" 妻子还是没能留
下"离开了他和孩子们+ 在送走妻子
之后"如何还这$./万元救命钱"让陈
华焦头烂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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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说"自己是个命苦的人+ 这
$&年里"海口大大小小的医院"他几
乎走了个遍+先是父母"后是妻子"他
总是在家!医院和单位之间往返+ 去
年$$月"他送走了病了/年的妻子+ /

年的时间"他看着妻子从第一次病发
的$'&多斤"到去世时的-&多斤+而他
的裤腰"也从%$寸缩小到'-寸+

'&&(年" 妻子发现患了宫颈癌+

为了给妻子治病"陈华卖了家里所有
值钱的东西"橡胶树!土地等等"也
借遍了所有沾亲带故的人+ )我老婆

不想拖累我"几次试图自杀+ *陈华
还记得" 一次在省人民医院0楼看病
时"妻子险些从楼上跳下"幸好被他
抱住+

)我跟她说"我们的儿子还没有
结婚!生孩子"她不能死+ *现在说起
妻子"陈华还是会说)她可是把我折
磨苦了*+ 可是"当那个)折磨*自己
的人走了之后"他的心里空落落的+

陈华与妻子阿梅是一个村子
的"两个人互相喜欢+ 陈华$*岁!阿
梅$-岁的时候"两个人就结了婚+ 因

为年纪小" 他们的结合一开始并没
有得到家庭的认可+ 但是"后来他们
倒成了乡亲! 亲友圈里有名的模范
夫妻+

妻子重病时")一会肿一会瘦*!

)丑得不成人样*的时候"陈华还是
推着妻子!背着妻子"在医院各个角
落留下足迹+ )我是个男人"我应该
负责+ *陈华是个不愿将心里话说出
来的人"照顾妻子的辛苦!四处借钱
的困难!信用卡欠款还不起的事情"

他瞒着同事"甚至连儿女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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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说"不是有意要欠"原本是想
着)慢慢还*的+

今年春节过后" 陈华第一次接到
银行的电话"催他还款+ 之后"他又陆
续接到电话!收到短信+ 当时他想)慢
慢还*"却不知道怎么操作+ 信用卡的
分期付款!最低还款额"陈华不懂这些
)技术活*+ 看着短信里的利息数字一
次次变化" 他原计划用自己的工资到
农村信用社贷款"一次性将欠款还清+

但是" 他没贷到这笔钱+ 无奈之
下"陈华鼓起勇气"两次找到单位的出
纳和会计"想借笔钱去还款"但遭到了
拒绝+

)我不敢想以后的事"我只想将材料
证明尽可能交过去+然后"这件事就这么
过去"我回去工作"将工资省下来还债+*

陈华欠了近$&万元债"欠中国银行的$./

万元卡债只是其中一笔" 他根本没想过
这笔债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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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知道我用信用卡救命"但
不知道我没有还钱+*陈华说"0个儿女
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他们没有文化"都
在农村+ 相比之下"他还是经济最)宽
松*的人+ 因此"他想把债务一个人扛
下来+

在单位领导等人眼里" 陈华从来
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妻子生病时"他没
有找过领导+直到陈华妻子过世"单位
里的人才知道" 他的妻子患宫颈癌多
年+ 直到民警出现在单位"将他带走"

人们才知道他拖欠信用卡欠款未还"

还因此涉嫌信用卡诈骗+

陈华的单位领导告诉记者" 如果
陈华将事情告诉他"单位会尽力帮他+

虽然"陈华的儿女在事发后"想尽
办法筹钱还了银行的欠款+ 只是"事情
已经脱离了原本的轨迹" 陈华因为涉
嫌信用卡诈骗"很可能被提起公诉+ 一
旦提起公诉" 法院判定其犯信用卡诈
骗罪"即使被判缓刑"也会丢了工作+

)要是没了工作"我已经快(&岁"在
农村没有半块土地"又欠下那么多钱"要
怎么办啊( *这些"陈华都不敢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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