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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 实习生$%& xy9z

"$年前#

正上小学五年级的陵水女孩庄亚二
突患病毒性脑炎# 导致全身瘫痪#智
力几乎全部丧失#和女孩同班的%&名
小学生联名致信本报求助$$年后#亚
二病情有所好转# 在三亚一名爱心
%老师&沈文的帮助下#亚二来海口求
医#但是却得知其不符合免费治疗的
条件只能失望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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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凌晨$时许#天还没亮#沈文
一早起床驱车从三亚去陵水# 接上了
庄亚二一家三口#准备到海口求医'因
为沈文在报纸的一个小角落里看到一
则消息#%让脑瘫患儿早日回归社会&

爱心援助脑瘫患儿公益活动将免费给
')名贫困家庭的脑瘫患儿治疗'

但是#到了海口才知#庄亚二的条
件不符合规定# 庄亚二一家失望之下
准备回家#沈文于"(日下午求助本报'

"(日下午#记者在海南省边防总
队医院见到了庄亚二一家'

%孩子的病情今年刚有起色#我
们说话她也跟着说#我们扶着她也能
站一会#我们实在不愿意放弃孩子'&

庄亚二的爸爸庄庆海说#对于孩子的
治疗#他现在更有信心了'

在将庄亚二一家安全送回家后#

"*日凌晨&时许#沈文才回到家中#疲
惫的他心里想的还是怎么帮助亚二
筹集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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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庆海的老家在陵水椰林镇桃
园村#如今在村里打一些建筑零工过
生活# 妻子则在家照顾生病的庄亚
二' 庄亚二是全家人最为疼爱的孩
子#懂事的她在没生病前还时常帮着
家里做家务和下地干活'

谁知#+)),年-月',日# 刚上小学

五年级''岁的庄亚二突患病毒性脑炎#

导致全身瘫痪# 智力几乎全部丧失#一
度出现生命危险#在三亚农垦医院昏迷
''天后才被救醒过来# 最终造成了脑
瘫' 在亚二治疗的&个多月里#花光了家
里的积蓄#还向亲戚借了不少钱'

庄庆海透露#$年前#女儿的同班
同学联名给本报写了一封求助信#信
中说# 庄亚二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不幸身染重病全身瘫痪#希望好心人
能够伸出援助之手#信件的最后是&&

名同学稚嫩的签名' 报道后一些好心
人也帮助了庄亚二' 现在#庄亚二的
同学都已上了中学#而庄亚二还徘徊

在贫困与瘫痪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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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还有一份爱一直围绕在小
庄一家人身边' 这份爱来源于一位教
师#可他并不是庄亚二的老师#他就是
$(岁的三亚市羊栏中学的教师沈文'

$年前#偶然一次机会#沈文到医
院探望朋友的孩子#得知同病房一位
小学生昏迷# 而孩子家里很贫困#沈
文当即留下了+千元# 而那时他每月
的工资才+千多元'

沈文说#不久#他看到媒体报道
了亚二的事后#他被亚二的同学们所
感动#再次去探望亚二'庄庆海说#每
次沈老师回万宁老家或是出差#都会
顺道去他家#常常会给女儿留下几百
元' 到医院时自己连普通话都说不
好#都是沈老师帮忙沟通'

%我其实做的不多#就想知道孩
子恢复得怎样' 也许是职业的原因#

我是老师#她是学生#老师关心学生
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这$年我才能坚
持' &沈文说'

庄庆海说#女儿现在的病情有所
好转#医生表示要治疗&.(个疗程#每
个疗程要一万元#希望社会能够帮一
帮女儿#也许经过治疗#孩子今后能
够学会自理'

如果您愿意帮助这个可怜的女
孩 # 请拨打本报的爱心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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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实习
生 )*+

" '* 日上午# 海口市
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处稽查大队在
秀英港 +区码头对面一家铺面查
处了一个黑售票点# 涉嫌假票的
票值达 &)) 万元' 这是近年来#

海口查处的最大一起黑售票点'

交通部门提醒( 临近开学# 乘坐
长途客车的旅客最好到车站正规

票点买票'

'*日上午')点多钟# 南国都
市报记者来到位于秀英港+区码
头对面一家%七号&铺面看到#交
通部门的执法人员正在清点票
据# 大量涉嫌假票的客票摆在桌
子上#经清点#客票票值达&))万
元' 记者看到#这些客票都没有公
章和日期' 其中有两辆电动车厢
内放置了大量客运牌' 执法人员
同时查扣了电脑)电话)登记本)

乘车联)计算器)日期印等物品'

%这是我们近年查处的最大

一家黑售票点' &海口市道路交通
运输管理处稽查大队负责人表示#

这个黑售票点存在半个多月了#经
过侦查#他们发现这家黑售票点规
模很大#于是'*日上午组织了&)多
名执法人员前来查处' 当有两名
客人买票出门之后#执法人员立即
前后包抄进这家黑售票点#当时屋
内的几名售票人员拿起包#收起钱
立即逃窜到其他楼上# 趁机逃跑
了' 最后#执法人员下了处罚通知
单贴在墙上#要求售票人员限期接
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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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0

"连日来#琼海消防接
到虚假火警数量大幅度上升' 为此#

琼海消防支队呼吁广大市民#不要谎
报警情#浪费警力和减灾灭火资源'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此项违
法行为做出的处罚规定(散布谣言)谎
报险情) 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
乱公共秩序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
拘留#可以并处伍佰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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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2

3通讯员 4*5

"/日凌晨'时许#儋
州市那大城区中兴大道新市民花园
小区!00号一居民三层住宅发生火
灾#住在三楼的王鼎敏一家三口不幸
葬身火海'

针对此事件#'$日儋州市召开火
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改和消防安全大
宣传工作会议#在全市范围内展开火
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改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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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67

"'*日上午
')时许# 位于海口市蓝天路工商银
行附近人行道上的消防栓被一辆机
动车撞断#喷涌出大量自来水#而肇
事者却逃之夭夭'

记者赶到现场时# 被撞倒的消
防栓出水口已经停止喷水# 其底部
还有长约十多公分仍留在地面下#

附近数十米范围的路面都被淋湿#

消防栓底座的水泥路面也有损坏'

接警赶到现场的交警在取证' 据附
近市民林先生介绍# 消防栓旁边都
被用来停车# 车主便总将车子停放
在人行道上' 另据报料人王先生介
绍# 他看到一辆机动车撞到消防栓
后#车主驾车离开现场#机动车的车
牌都发生变形#但由于距离较远#他
并未看清机动车型号和车牌号'

记者从某水务公司工作人员周
先生那了解到#消防栓被撞倒后#他
们要重新敲碎水泥底座# 装上新的
消防栓# 而这一修价格都不少于
+)))元' 周先生表示#海口每月都有
发生+起以上的消防栓被撞的事故#

驾驶员在停车时时应当仔细察看路
面情况# 万一撞到消防栓应当在第
一时间通知水务公司并采取措施#

减少自来水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