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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有媒体针对
为侨中隧道独立建设人行道的建议报
道称% 实际上% 侨中隧道禁止行人通
过% 并建议增设人行道和盲道& 对
此% 海口交警支队表示% 这是对道路
交通标志的误读% 行人可以通过非机
动车道通过隧道& 而侨中隧道代建单
位回应表示% 受两侧建筑安全距离制
约% '先天条件不足( 的现状% 才未
单独设置人行道&

记者走访侨中隧道看到% 确实
在隧道两面出口处% 均悬挂着一个
白底% 红边框禁止行人通行的标志&

很多侨中的学生及前往超市和商场
的市民也大量徒步从侨中隧道两侧
的非机动车道行走&

据侨中隧道附近执勤交警蔡建
家介绍% 此禁令标志是指禁止行人
上机动车道% 而非禁止行人通过侨
中隧道& 但该民警提醒市民% 由于
侨中隧道通过的电动车量极大% 因
此% 市民途径非机动车道通过侨中
隧道时% 一定要提高安全警惕% 并
靠右行走&

海口市交警支队道路设施大队
教导员徐剑介绍% 侨中隧道上关于
行人的标志是白底% 红边框% 属于

禁令标志% 是指禁止行人往机动车
道行走% 而非不让禁止行人通过隧
道% 行人是可以通过隧道上的非机
动车道平台通过隧道&

至于为侨中隧道独立建设人行
道的建议% 侨中隧道代理建设单位
海口市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表
示% 侨中隧道宽度受西侧军区秀英
坡干休所将军楼% 东侧侨中学生宿
舍楼之间的建筑安全距离制约% 最
终确定侨中路隧道规划宽度为 &'($

米% 包括两侧各 )(%米的机动车道%

*(+米的非机动车道% 并未单独设置
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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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放学时%为了抄近
路% 孩子们就三五成群涉水过河%很
是危险%新建的大桥就在上游&家住五
指山市毛道乡的符先生指着过河的孩
子告诉记者%这些都是红运村)毛卓村
等村委会在毛道小学上学的孩子*

据符先生介绍%其实%孩子过河
的上游已经修建了大桥% 以前毛道
乡红运村+ 毛卓村等*个村委会的群
众出行依靠一条年久失修的简易水
面桥%每逢台风暴雨天气%洪水会淹
没桥面%给群众的出行和农产品运输
带来诸多不便,政府部门就在&%,%年
在河道上修建了大桥%该桥解决了五
指山市毛道乡附近村庄+%%%多名群
众的出行问题% 对促进当地经济发
展有积极作用, 但是附近村里在毛
道上学的孩子为了抄近路% 经常弃
桥而涉水过河%孩子小%不小心真要
被水冲走了可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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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份以好友名义发出的
求救信号出现在微博上%发微博的
是海南大学经管学院,,级财务管
理&班何文君校友冯同学%目前就读
山东大学%她从千里之外向海南各
界求助%自己的好友)校友文君因患
有肺结核疾病%导致一半肺萎缩%另
一半也受到感染%目前在海南省肺
结核医院接受治疗%但由于医院每
天花销大%而文君家只能靠母亲一
个人打工%收入不高却要支撑所有
家庭开销%下周一便要动手术急需
救命钱%望社会好心人量力相助,

jkalmnopqrs

,&日中午% 根据微博上提供的
联系电话%记者联系上了何文君,她
正斜躺在床上背着英语单词,'我英
语相对较弱% 也想利用这段时间好
好补补英语, (何文君每说一句话%

都显得很慢%喘气显得十分艰难,

看在眼里%疼在心间%一旁的
母亲王慈爱阿姨告诉记者%文君同
学从小便经常会出现感冒) 发烧)

咳嗽等症状%起先家人以为孩子得
了普通感冒% 并没有特别在意,

&%%-年的一天% 孩子病情加重%为
此%王阿姨带着文君来到琼山人民
医院检查%结果被告知孩子患上了
肺结核%需要吃药物进行治疗,

'大约吃了一年%期间%孩子身
体并没有太大问题%但后来又犯病
了%于是到省人民医院检查%结果
被告知孩子病情并没有得到控制%

反而加剧了%出现了肺不张症状, (

王阿姨说%由于家境不好%在住院
,+天后%孩子身体稍有好转便出院
了, '当初若要给孩子及时治疗%也
不会走到今天这步%一切都是我的
错, (言语中%王阿姨追悔莫及,

就这样%何文君就这样反反复
复)经常打针吃药的情况下%完成
了高考, &%,,年%何文君以优异的

成绩顺利迈入大学%本可实现多年
的愿望%到内地一所期盼已久的院
校读书%但因身体不好%加之学费
昂贵%她放弃了,

虽然身患重病%但何文君始终
惦记着她的学业%'我担心生病这
段时间会落下功课%赶不上同学们
的进度(, 她说% 由于长年身体不
适%她早已习惯休学%但始终不敢
忘记家里贫困%只能靠自己读完大
学投入社会报答母亲养育之恩,

'母亲太辛苦了%现在一边照顾我%

还要一边打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自己的病能早点好起来%能赶快读
书%毕业后好好孝敬妈妈, (言语一
出%何文君双眼湿润了,

tuvw xa!yz{|

据何文君告诉记者%他们家的
全部收入来源母亲打工%家里一共
两个孩子%一个弟弟现在在读高中%

两个孩子读书耗尽了家里的所有

收入%加上长年来她这不争气的身
体%更是让家里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父亲因为残疾% 在我两三岁
时就不工作了% 只靠单位每月*"%

元的工资生活, (文君说%由于家中
根本没有积蓄% 每次她住院治疗%

都是亲戚朋友伸出援手%'但人家
有自己的家庭% 也有自己困难%总
不能缠着亲戚一辈子吧, (

得知何文君患病的消息后%她
的同学纷纷伸出援手% 帮她在校园
网站和同学通讯录上发出求助信
号%而这一信号%让远在山东读书)

从小长大的'发小(冯同学看到了%于
是当即联系上了何文君%在慰问病情
时还发出了微博向社会寻求帮助,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您小小的
一片爱心或将照亮文君的明天, 期
待您的爱心援助, 您可拨打本报爱
心热线-''),%,)'% 或者直接汇入
爱心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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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一外籍女子坠楼身亡"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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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日%有读者向本报反映称有
人从三亚鹿回头广场对面的候鸟屋
楼上摔了下来%记者从现场获悉%坠
楼的是一名外籍女子, ,&日%三亚警
方对这起坠楼事件公布调查情况%

经查% 死者是一名**岁的俄罗斯籍
女子%死因系跳楼自杀,

据三亚警方介绍%,,日中午,&

时*%分许% 三亚市公安局河东分局
接到三亚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令
称% 在榆亚路候鸟屋小区有一名女
子坠楼死亡,民警赶到现场后%立即
对附近的群众及候鸟屋小区的物业
管理人员进行走访1并调取了该小区
楼道及电梯内) 超市门口的监控录
像%确认坠楼者系一名俄罗斯女子%

中文名玛莎%**岁%暂住候鸟屋小区
"楼,经过走访调查%死者居住的"楼
及"楼以下楼层住户均反映在事发
前未听见有争吵厮打声音% 也未发
现有任何异常,

据技术人员及法医现场勘验检
查%初步判断玛莎在坠楼时%没有其
他人在房内% 玛莎的死因系其一人
独自从高空坠落死亡, 综合调查情
况%警方认定玛莎为跳楼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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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凌晨% 位于海垦天桥
附近的海口鑫龙源酒店附近发生一
起打架事件% 该酒店一名保安队长
遭*名男子追打%致其头部缝了.针,

事发后% 警方就赔偿一事组织双方
协调%但多次协调均告无果%被打者
称会诉诸法律解决此事,

据钟某讲述% 他是海口鑫龙源
酒店的保安队队长%)月$$日凌晨%

在接到同事称保安亭出事后% 他便
立即赶了过去, '我刚到那里%在得
知我是保安队长后%*名男子就追着
我打% 其中一名男子还用对讲机将
我的头打破%伤口起码有'厘米长,(

钟某说% 他随即被送往海南省人民
医院治疗%经诊断%他的头部被对讲
机砸出一道约六厘米的伤口% 深达
皮下%伴有脑震荡症%最后医生给他
头部伤口缝了.针,

记者从海垦派出所获悉%)月$$

日%他们的确出警处理过此事%不过
只是作为一般治安案件受理% 派出
所建议双方化解矛盾% 组织过两次
协调% 但是均因双方条件差距过大
而失败,据该所负责人介绍%根据目
前情况来看% 此次事件只是一般的
民事纠纷% 并且双方都存在一定过
错%派出所尽量组织协调处理%若最
终还是调解无果% 警方将根据实际
情况%过错双方按照规定进行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