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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
!疑精神不佳 男子
爬高压电塔坠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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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今日%&版!%兔唇&男婴刚
出生两天遭遗弃"一文'报道了来自
四川南充的狠心外公' 因担心刚出
生的外孙先天%兔唇&

!#$%&"怕
遭嘲笑' 担心高额的手术费用而在
深夜遗弃在路边( 幸被好心市民发
现'与记者一行连日奔波'终为弃婴
寻得家属一事(经各方的批评教育'

狠心的外公已经承认错误' 表示要
善待孩子' 记者今天再度来到省农
垦医院进行回访(

%爸爸带孩子去做检查了' 你们
先坐一会吧( &再见到孩子母亲许某
芳'她已经恢复了平静( 说起自私的

父亲和懦弱的丈夫背着自己将自己
的孩子狠心遗弃'许某芳只是淡淡一
笑'说她已经原谅父亲的无知行为(

在病房陪护许某芳的' 还有她
的舅妈等亲属' 他们也在不停地数
落着孩子外公许某平'%那老糊涂给
女儿做饭去了'一会儿就送来( &舅
妈一句话逗得许某芳捂嘴偷笑'她
说' 丈夫回来后尽管没有向她如何
道歉' 但是许某芳说自己还是感觉
到了他的愧疚' 她说)%他还给孩子
取了名字呢'大名叫许斌'我们就叫
他斌斌( &

弃婴斌斌的故事经南国都市
报报道后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不

少读者致电本报表示对这个可怜
婴儿的关心' 澳仕卡奶粉海南总
代理负责人柯静女士特意带领员
工前来看望小斌斌' 并且再次严
厉批评了狠心外公许某平( 柯女
士为小斌斌带来 ' 箱价值 ( 万多
元的奶粉' 足够他喝 ) 年( 柯静
表示' 在斌斌的成长过程中如有
需要' 她将长期予以资助(

记者了解到' 海南省农垦总局
医院作为我省唯一一家执行 %微笑
列车&项目的定点医院'负责我省唇
腭裂患者手术矫治工作( 相关工作
人员向记者介绍称'不受户籍*居住
地限制' 只要是先天性唇腭裂的新

生儿都可以来这里申请接受救治(

据介绍'由中华慈善总会启动的
%微笑列车&项目'是国际%微笑列车&

在我国为特别贫困唇腭裂患者实施
矫治手术的慈善活动( 国际%微笑列
车&是王嘉廉先生于"***年创办的非
盈利性慈善组织'其宗旨是为全球所
有贫困的唇腭裂患者实施矫治手术(

国际%微笑列车&已经在$+个国家和
地区开展了手术矫治工作(

记者在农垦医院了解到' 为确
保手术质量' 斌斌将在$个月后*体
重达到),斤才能进行手术' 手术治
疗等费用全免' 患者只需承担少许
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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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十五六
岁的青年'经常在街头巷尾偷东西'

让市民有苦难言( )-日凌晨'时许'

开面店的陈老伯勇擒小偷' 让街坊
拍手称快( 但令陈老伯和街坊们感
到不解的是' 该青年被送到派出所
后'民警却表示该青年未成年'教育
一下就放走( %每次都这样'难道真
拿他们没办法+ &对此警方表示'未
成年小偷小摸' 一直是治安难题(

% hijk& lmn

opqrstlEu

陈老伯介绍' 他的面店位于临
高县临城镇红旗街')-日早上'时
许' 他的儿媳妇像往常一样将做面
的食料'包括花生米*鱿鱼干*肉丝

等摆到面店门口'准备开门做生意(

儿媳妇中途离开片刻'重新回来时'

发现之前摆出来的鱿鱼干等都不见
了(而此时'有四五位青年在不紧不
慢地边走边吃鱿鱼干(儿媳妇见状'

赶紧把情况告诉陈老伯( %我赶上前
去'听到他们说,真好吃'再回去拿
一些吧-( &陈老伯说'正当这几位青
年准备重新回来偷的时候'年近-旬
的他果断出手'抓住了其中一位(

这群身上有纹身的小偷见到陈
老伯此举'想打陈老伯(陈老伯一声
大喊'邻居纷纷来支援'这群青年才
不敢动手( 陈老伯说'过了片刻'这
群青年又拿来了半米长的木棍'与他
和街坊们僵持(%我们,.多位街坊'他
们几个人居然拿着棍子叫我放了那
位小孩'否则就要砸我的店(&陈老伯
说'街坊拨打)).报了警'民警赶到之
后'这伙人纷纷逃跑(

据附近居民称'这群青年是本地

人'共有二十多个'经常在街头巷尾
偷东西'吃霸王餐(

vw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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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伯说' 抓到该青年后')).

办案民警将被抓小偷送到了事发地
辖区西门派出所(但来到派出所后'

民警询问情况( %他们这群人说以前
抓到过'因为是未成年'不好办理( &

陈老伯说'%然后民警就说不用做笔
录报案了'叫我先回去'他们教育一
下那个青年就放了( &

这让陈老伯感到不解) 警方为
何不接受报案呢+ 这群青年恐吓要
打砸自己的店铺' 自己和家人的安
全如何得到保障'%有时候他们晚上
吃了清补凉'不给钱就跑掉'也拿店
铺的饮料(现在这样'真不知道长大
了会怎样. 难道真拿他们没办法+ &

接到陈老伯的报料后' 当天上

午' 记者和陈老伯一同来到了临城
西门派出所(此时'民警才向陈老伯
的情况做了登记后'受理了此事(该
派出所所长王焕勇表示' 如果是成
年人' 出现这样的情况可以依法拘
留' 但被抓的人年纪还小' 很难办
理( %这一直是我们民警办案的治安
难题( &王焕勇说'一些小孩缺少了
家长和学校的管理' 给社会造成了
很多的问题( 当这些未成年人发生
小偷小摸行为后'如果情况不严重'

因为他们还未满)-岁' 派出所抓到
他们后'只能对他们进行教育(

对于市民呼吁管管这些孩子'

不能总是纵容的呼声' 王焕勇无奈
地表示' 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治
安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王焕勇表示'警方受理此事后'

将按照程序处理此事' 对于青年恐
吓陈老伯要砸店一事' 民警将加强
巡逻'避免砸店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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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女士花了-万元在海
口海甸岛五西路的海天学校一
楼租了一间临街铺面'她感到不
满意后想要退'对方却要扣她的
保证金( 余女士对此极为不满'

她向媒体举报)海天学校一楼新
建的临街铺面都是违法建筑'请
求媒体曝光(

)-日下午'记者接到余女士
的举报后来到海口海甸岛五西
路万福新村门口看到)万福新村

对面就是海天学校'该学校教学
楼靠马路一侧的一楼全部改成
了临街铺面'临街铺面有).多间(

据余女士介绍)她租的铺面
的租金为)/0万元1月'她被要求
预先交纳$个月租金和0万元的
保证金等合计-万元费用( 她原
本打算用铺面来开化妆品店的'

有关公司来看过后不同意她在
这里开化妆品店( 接着'她想用
铺面来开饮食店'但遭到出租铺
面的公司拒绝(余女士要求退铺
面' 对方要扣余女士的保证金
等(余女士不同意(双方多次协
商不下后' 余女士向媒体举报)

海天学校一楼的临街铺面是违
法建筑'希望媒体曝光(

为此'记者找海天学校的负
责人要求了解这些铺面的情况'

该学校的负责人不肯出面接受
记者的采访'通过门卫向记者传
话) 这些铺面不是海天学校盖
的'它们是一个公司盖的(

当被记者问及为何这些铺
面会在海天学校教学楼的一楼

呢'该校的一位门卫电话询问了
学校负责人后称'海天学校的教
学楼也是这家公司的(

学校门卫随后给了一个叫
%覃主任& 的人的电话让记者联
系( 覃主任在电话里表示'海天
学校一楼的临街铺面是没有报
建的临时建筑'他愿意就余女士
退铺面的事情再进行协商(

记者要求其出示这些铺面
的报建手续( 覃主任表示'这些
铺面没有报建(

随后' 海口美兰区城管*人
民路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等'接
到记者举报后都赶到了现场(人
民路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表示)

海天学校一楼的这些临街铺面
都没有向街道办事处报告'这是
典型的违法建筑(

海口美兰区城管执法人员
表示)海天学校一楼的临街铺面
是偷偷摸摸盖的'他们都不了解
这些铺面的情况(他们将向上级
主管部门汇报'依照政府处置违
建的条例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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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家住海口龙舌坡
"0"号的梁女士'吃不下饭'也没法
睡个安稳觉( 因为担心自家楼顶大
片水泥墙面'随时会从&楼倒塌下来
砸到路上行人( 多条从楼顶经过的
粗大缆线周边墙面已经开裂' 如今
想尽快消除隐患' 却找不到缆线的
%东家&(

"+日上午'记者来到龙舌坡"0"

号看到( 这是一栋&层楼的楼房'楼
顶有两侧围墙靠近繁华的路段( 楼
顶上'共有&条缆线沿着两侧围墙布
线'两侧墙面各有"处受力点(

发现隐患后' 梁女士也积极寻
找解决的办法(她说'也先后拨打了
"0$&'热线'对方也积极协调相关单
位前来查看(%联通的说'有"条线是
属于他们的'但是缆线比较小'拉力
也不大(&梁女士说'还有$条缆线至
今没找出%东家&(

梁女士说'安全问题摆在首位'

希望相关单位看到南国都市报报道
后'尽快前往龙舌坡"0"号!/01

2342567" 查看' 并协商解
决'还路人一个安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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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小腿粉碎性骨折'手术时装了
两条钢板'打了"$根钢钉/腰椎严重
畸形'只能上钢板钢钉固定/每天还
需要插尿管来导尿00这是0-岁的
杜强的病情( 即使病情如此严重'但
由于没有续交医疗费'到今天已欠费
'..多元了(

从*月"0日摔伤到".月"'日'杜
强的医疗费就花了'/$万多元'而老板
在支付了'/$万元后' 便停止了支付'

虽然医院方面还在继续用'但杜强担
心'如果欠费太多的话'医院会停药(

杜强告诉记者'2月2日' 一位姓
邓的包工头找他们几名四川老乡到
儋州那大城区隆华新村做外墙补漏'

每天工钱$%%元( *月)0日上午))点'

他挂着吊绳从四楼顶处开始施工'当
时他们将绳子绑在避雷装置用的钢
筋上'不料连接避雷钢筋的小柱子断
裂'他从)+米高的空中重重摔在地面
上'当场昏了过去( 经医院检查'他的
右小腿粉碎性骨折' 腰椎严重畸形'

不得不动手术装了钢板钢钉(

杜强说'事故发生后'包工头小邓
和发包商郑老板的人都看望' 先后垫
付了'/$万元' 到)%月)'日就花完了'

还欠)%%多元( 前几天'他和老乡打电
话给小邓及郑老板'却联系不上了(

)-日下午记者来到隆华新村小区
了解情况'该小区工程部有关人员说'

郑某是他们小区的承建商' 此次修补
外墙是郑某的事'跟他们开发商无关(

记者随后电话与郑某联系'郑某
说'他将补漏工程发包给小邓'小邓
自己找杜强他们来施工的( 他并不认
识杜强等人'但事情发生后'他很重
视' 表示无论是谁的过错先不管'把
人治好再说' 从事发到国庆节放假
前'他已先后支付了-万元( 如果费用
不够'杜强可以跟小邓说'由小邓找
他'他再派人去医院交钱(

ÁÂ|�ÃÄ±

ÅÆÇÈÉÊ

uR!"

?)

s

?&

t�

#记者 ;<

=

$)+日'三亚市打击违法建筑%铁铁
锤行动&在拆除东岸村旧城改造时发
现'一栋高*层*刚建好入住才几个月
的小产权房已经倾斜( 而且'有关部
门按规定断水断电后'抢建者竟暗地
里从其他地方经过地下偷拉电线( 当
天的拆除行动中'三亚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等有关部门联合行动'共拆除小
产权房*栋'建筑面积0/-万平方米(

随后'三亚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
站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检测( 初步判
断该栋小产权房质量存在很大安全
隐患'但倾斜度有多大'还需进一步
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