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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没有钱& 就
因为我是残疾人& 谁都不愿意载我

啊'( (月 )日上午 ##时 '%分& 骄阳
似火& 海口市红城湖路口省烟草公司
公交站& 一位坐着轮椅的驼背老人汗
如雨下& 不顾危险在机动车道上频频
招手拦出租车& 可一辆辆疾驰而过的
空车没有一辆肯为他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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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不成声的老人告诉记者& 他叫
吕德全& 今年 $*岁& 家住辽宁丹东
市振兴区山上街& 为兑现送女儿进大
学校门的承诺& 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
的他& 坚持坐轮椅也要陪女儿琳琳到
三亚学院报到' 从丹东辗转到大连&

父女俩买到便宜的机票飞到三亚' (

月 $日晚& 为女儿安顿好一切后& 吕
德全没有在三亚停留& 毅然决定乘坐
高铁独自到海口游玩'

%要不是在电视上看到海南有爱
心车队&我不敢来' (吕德全告诉记
者&他是第一次独自远行&满怀信心
的他抵达海口后&客运员将其送到东
站出租车候车点& 由于打车乘客很
多&吕德全迟迟抢不到车&终于等到一
辆车停到自己面前& 不情不愿的司机
却称有其他乘客要上车& 吕德全顿时
火冒三丈& 在警告司机要投诉后&终
于顺利上车'

%在高铁东站被 ! 辆出租车拒
载'( (月 +日下午& 得知女儿的手机
在军训时淋湿损坏& 吕德全返回三亚
取手机拿回老家修& 这一次搭乘高铁
再返海口时& 他又遭到拒载' 吕德全
回忆& 他先后拦下 !辆出租车称要去
龙昆南路& 司机要么以不顺路拒绝&

要么直接摆摆手不予理睬& 情急之下
吕德全只好再次说 %若拒载就要投
诉( 才得以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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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哪都是拒载& 出门才知千
般难'( (月 )日& 住在明珠广场附近
的吕德全起了个早床& 他想在离开海
口前搭车去海边看看' 可在路边招手
拦车许久& 过往的出租车都视而不
见& 无奈之下& 吕德全决定改乘公
交' 他打听到乘坐 &( 路到龙昆南&

再转 &!路就离海边近了& 所幸的是&

在连续被 &( 路公交车拒载两次后&

一位拿着玫瑰花的小伙子帮他送上了
&(路车'

在中国城下车后& 吕德全顶着烈
日滚动轮椅找到位于红城湖路口的省
烟草公司站' &"点 !"分& 吕德全开
始拦车& 可转眼一个小时即将过去&

$辆 &!路公交车都过去了& 他拦住其
中三辆都没有让其上车& 司机也没做
任何解释' 毫无心情的吕德全也放弃
去海边的打算& 决定打车直接到高铁
东站乘车去海口站候车回家'

当记者看到吕德全时& 心急如
焚的他已把轮椅滚动到机动车道招
手拦车' 可一辆辆空车疾驰而过&

面对吕德全不停的招手& 没有一辆
车停下来' 于是& 记者赶紧上前帮
忙拦车& 但停下来的司机得知有残
疾人要乘坐& 均以要换班或不方便
为由拒绝' 这时一辆 &! 路公交车过
来& 吕德全赶紧上去抓着车门询问&

司机回答不到后就开车疾驰而去'

由于拦车屡屡受挫& 满腹委屈的吕
德失声大哭起来& 不少围观乘客也
不禁心酸落泪'

%我是有钱坐不到车啊& 我要留下
来给自己讨个说法'( 倔强的吕德全
在频频经历拒载后& 毅然决定去东站
退票& 他说他要等到周一相关部门上
班后& 去讨一个说法才能安心回家'

他说& 尽管自己是残疾人& 尽管自己
需要用手支撑着身体才能在地上蹲着
行走& 他一样也有尊严'

(日上午& 住在南站附近的吕德
全再次来到省烟草公司站& 他依旧
站在路边拦车& 不同的是& 这一次
他默默记下了那些拒载车的车牌号'

当记者闻讯赶到时& 短短 ," 分钟&

已有六七辆出租车拒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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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相比免费手机短信&

微博传播天气预报更及时更容易
接收& 从微博上及时了解天气动
态&已经成为不少市民的选择'然
而&近日一些网友发现&曾经活跃
的海南省气象台新浪微博已经&"

个月没有更新'网友表示&希望海
南省气象台恢复曾经活跃的状
态'同时&希望全省各市县气象部
门都开通官方微博&及时更新&每
天发布天气情况'

,"&&年 &"月& %-海南省
气象台( 官方微博发布关于气象
灾害防御方法& 与网民一起探讨
其可行性' %海南这样多发台风
的省份& 官方发布的各种风球预
警基本上对普通民众没什么作
用& 仅起到通知各级单位做好防
范准备的作用' 希望预警可以和
民众生活直接联系到' 比如说凡
是红色风球及以上& 各大中小学

自动放假直至风球级别下降& 无
需教育厅再行通知) 几级 !&

'

$ 以上部分行业单位可以不用
上班等等'(

对此&网友%./0123%(称%海南
确实应该跟香港学习& 规定几号
风球以上 4

()*+,

5 直接放
假' (网友%三百(则戏称&%对于
我们来说& 就是你们放假我们加
班' (按照!条列"规定&像网友%三
百(所说的情况&他应该属于气象
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的工作人员'

下雨天& 都有哪些人在外面奔波
呢* 交警+管道工+电力及通信抢
修工+媒体从业者等'

%-海南省气象台(表示&风球
预警对海南出海渔民十分有用&

限于通讯条件& 沿海港口渔民只
认识风球'至于%大中小学自动放
假(& 气象部门没有其行政管辖
权&只能依据职责发布预警&供其
它行政部门参考并发布行政指

令'现在!条例"开始施行&已明确
规定%台风红色预警&大中小学生
可自动放假('

+日&+时&%-海口市气象台(

发布天气预报为,%今天夜间到明
天白天&多云&气温,$6',度&东到
东南风'6!级' (然而&记者查阅
了%-海南省气象台(微博&其最
新的信息是,"&&年&&月(日发布
的%预计&"号白天起&阳光将陪伴
大家度过心情美好的初冬' ( 这
说明海南气象台的官方微博已经
&"个月没有更新'对此&海南省气
象台办公室王主任表示& 由于人
手不够&官方微博才没有更新'

对此& 大部分受访网友都表
示&相比免费手机短信&微博传播
天气预报更及时更容易接收' %希
望海南省气象台恢复曾经活跃的
状态&同时&希望全省各市县气象
部门都开通官方微博&及时更新&

每天发布天气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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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
解放西中国邮政附近& 一排排的流动
商贩坐着个小板凳在收二手手机' 见
有人走近&小贩们围上来兜售手机'

记者将此问题反映给辖区的中山
派出所&据该所的陈警官介绍&此类的
掉包问题他们接到过报案& 但并不多&

而且这些人的流动性大&难以打击'%去
年和今年我们抓到过几例&都以治安拘
留'(陈警官介绍&一些甩卖二手手机的
流动商贩他们也打击& 抓过不少人&这
些大多都是不问来源就回收和出售&所
里的便衣经常会徘徊在各个点进行走
访&一经发现就抓'同时&在市民报案方
面&有许多市民前来报案&但是到现场
之后&又认不出骗子了'

陈警官提醒广大市民& 千万不要
贪图小便宜& 一部几千元的手机怎么
可能卖三四百元& 只有做到不贪图小
便宜&骗子没有市场之后&这类现场就
会减少&遇到上当受骗时&请及时拨打
&&"或者辖区派出所的报警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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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早晨&正在亚龙湾海域作业的
,位渔民被东西打伤& 其中一位被打
到胸部后昏迷不醒'幸运的是&经过交
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三亚基地救援
人员及时施救&,位渔民安然无恙'

(日早晨&渔船%琼东方&&,()(

在三亚亚龙湾附近海域作业时&船
上一名渔民突发意外& 被东西严重
打到胸部&陷入昏迷&需要紧急救助&

渔船立即向三亚海上搜救中心求
救' *时'$分许&南海救助局三亚基
地接到海上搜救分中心转来救助信
息后&指令高速救助艇%南海救'"&(

出动前往相救'+时,$分左右&救助船
找到%琼东方&&,()(&迅速将伤员及,

名陪护人员接上艇后立即返航&)时
左右抵达三亚基地码头&将伤员转交
&,"急救中心救护车送医院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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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海口率先在全省投放两辆
残疾人出租车& 记者从负责运营的
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获悉& 目前
两辆残疾人出租车在正常运行&市
民如需要乘坐 & 可提前拨打
****'"**预订乘车' 无障碍出租车
起步价与现有普通出租车一样&不
进行调整'

据悉&这两辆残疾人出租车是从
上海引进的& 采用的是柴油动力&排
放标准符合规定&车型与目前英国伦
敦的出租车几乎一样' 该车的车体比
一般出租车要高出二三十公分&一个
人稍许弯腰就可站在车内' 汽车的后
座位处特别宽大&除有一排座位外&还
留下一片很大的空间& 可以让一名残
疾人坐着轮椅车进入'

作为无障碍出租车& 其配置显然

比目前的普通出租车要更具便利性&

这种无障碍出租车后座处直接可以
拉出折叠板&并可以一直铺到地面上&

形成了一处车内与地面连接的坡梯&

轮椅可以直接推上出租车&非常简单+

省事' 而且&车上后排座椅与司机座
椅之间还专门配置了可折叠的陪护

座椅'

为了更好地为残疾人服务& 该公
司专门推出了电召业务&使用乘坐无

障碍出租车的市民&可拨打海口公交
集团客服电话 ****'"**预订无障碍
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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