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0

12

34

!!"#$%%#& & &!!"#$%%%

!"#$%&

!"!"#$%%"""

'(#)%&

!""&$$'((""

*+#)%&

!""&$##(##(

,-#)%&

!###$$$!!!)

./01!

*

23456

7801!

*

23456

++

6)!

#))))!(%)

9:6)!

,,,-./0,12-345

;<6)!

67089.*:.;982<-345-3.

56

34

=>" ?@ABCDEFG

=>

6)HIJKL

?)%(##%%@@

#MN

)-?

O

A

P$QGR)ST!U

VQG6)AW%BXYZ[\]

=>^L_6)`aZQGST

JKLQG6)=>b&

78

34

HIcdeB%fg.hijk

")

'

()))

Olmno(

9:;

$"

"

$(

#

<=34>

某先生
!$棵百年古榕树遭
虫害齐枯萎"

$%元p6qr

?)

s

?#

t8

#见习记
者 !"#记者$%

$ 看着周边的居
民都陆续用上了干净的自来水%仍喝
着浑浊井水的澄迈县金江镇向阳横
一巷的十多户居民%也渴盼能用上自
来水& 澄迈供水公司表示%已对该区
居民喝污井水的情况有所了解%但由
于该片区在建设时并未按照政府规
划%未列入自来水管网规划%因此要
解决这一问题仍需多方的努力&

报料人廖先生称%&%%'年% 他打
了一个(&米深的井%多年来将井水作
为唯一的生活用水来源& 但是%近两
年来%井水越来越浑浊%而且有臭味%

他想换装自来水%但因没有管网安装

不了& )%月"*日下午%记者来到廖先
生的住所%在廖先生的厨房%廖先生
用自备井中打出来的井水%确实如廖
先生所言%水质发黄%有股味道&而在
一旁桶里装的过了夜的井水%则呈铁
红色%且水面漂了一层油垢&

'一般井水过一个晚上%就会变
红% 我们都知道不敢喝% 但没有自来
水%我们只能冒险使用&(廖先生称%近
几年来% 周边的居民都已装上了自来
水管网%用上放心的自来水%但向阳横
一巷却因没有管网通过而)无缘(自来
水%)我们向供水公司反映了% 他们说
我们每户出&+,%元可以帮我们装自来
水%但按正常入户只要$-%元%收我们
&+%%元太贵了%我们出不起& (

在廖先生家附近%记者走访了向
阳横一巷的多户居民% 他们均表示%

水质有不同程度的污染%渴盼政府能
帮忙装上自来水%)你看看%我们家的
手巾都是黄色的%洗的衣服也发黄&(

住在该巷)*号的唐女士说%她住在此
处已经&%年% 期间反反复复打了-次
井%但井水水质仍很差&见记者前来%

她很是急切地反映自己的用水困境&

根据廖先生提供的电话%记者先
是拨打了供水公司工作人员的电话%

该工作人员接通电话后%重复说了几
次)没有管网%装不了(就挂电话了&

随后%记者来到了澄迈县供水公
司&)我们前几天去了解过了%有)$户
居民%(该公司负责人说%当初政府对
城镇进行整体规划的时候%这)$户居
民没有按照规划来建房子%有些甚至
是没有房产证的%因此在铺设自来水
管网的时候% 没有铺设到这个巷子%

)他们打的自备井都没有向我们报告
的%是违规的& 以前他们喝井水觉得
没问题%但随着城镇的发展%污水渗
入地下% 井不深的井水就被污染了&

)$户中大概有'户的井水被污染%不
能喝了& (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澄迈县城大
部分区域已覆盖自来水管网%仍有少
数小巷如向阳横一巷未能覆盖%供水
公司获知向阳横一路的情况后已向
政府部门汇报%)本来我们是想我们
出一部分钱% 居民出一部分钱的%但
他们觉得太多了%钱凑不起来%我们
也没办法&(该负责人说%由于管网到
供水处还有约$%%米% 中间需要经过
部分私人的硬底化道路%会遇到一些
困难%因此希望政府能介入解决这一
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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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还能长牙* 不是十几岁过后
就不会再长牙了吗* 可是今年+%岁的
丁大爷就能再次长出)新牙(+ 自从长
出)新牙(后%丁大爷可是成为生活圈
里的焦点了&

花甲老人迎来第三副牙齿&原来%

覃大爷的)新牙(不是真牙%而是假牙&

但这种假牙不仅外形上直逼真牙%还
有功能上也能跟真牙一样好使% 同时
享有人类第三副牙齿的美誉& 它就是
种植牙&

说起自己的)新牙(%覃大爷表示%

步入-%岁后自己的牙就开始掉了%以
为掉牙是很正常的事情%也就没重视&

然而% 自己掉几颗牙却大大影响了生
活& 几颗牙的缺失让自己的咀嚼能力
下降%面对美食无牙咀嚼只能看%心里
实在不是滋味%脾气也变得暴躁& &%))

年%听说种植牙可以帮缺牙患者再)种
牙(后%覃大爷来到海南口腔医院%希
望这里的种植专家能为他)种牙(&

覃大爷的主治医生海南口腔医院
种植科张静超博士为覃大爷进行固定
种植牙修复% 共成功种植了+个种植
牙& 目前%覃大爷的种植牙完全使用正
常& 花甲年龄的他历经无牙可用到再
次拥有一口整齐漂亮的牙齿% 这给生
活添加了许多乐趣& )牙好%吃什么都
香%人的身心都愉悦了& (覃大爷说道&

张静超博士介绍%随着人年龄的增
长%牙龈,牙槽骨等牙周组织会发生生
理性退变,牙龈萎缩%牙槽骨进行性吸
收%牙根暴露%越露越多%最终牙齿脱
落+ 容易致使恒牙过早脱落%有些人甚
至在孩童时期恒牙就被破坏以至过早
脱落+ 到了四十岁左右%许多人已掉了
不少牙齿+ 六十岁以后%全口失牙的患
者越来越多%牙齿掉一颗%则少一颗%却
不能重新再长%衰老也将由此开始+

海南口腔医院种植科张静超博士
表示%缺牙后如果不及时补牙%放任不
管的话就会出现牙列变形%加快牙槽骨

的萎缩%同时影响咀嚼%降低消化功能+

为此%我们要重视牙齿健康%尤其是中
老年人+ 据了解%值此中国传统节日.

重阳节来临之际%海南口腔医院开展关
爱中老年人口腔健康行动%凡是$%岁以
上缺牙患者% 电话++--&'&'预约种植
专家%重阳节当日就诊即可获得国际高
端种植体系统减免/%%%元的机会+

父母亲为子女忙忙碌碌了大半辈
子%所有的心思都倾注在儿孙身上%很
少关注自己身体状况和口腔健康+ 他
们的口腔是否健康% 是否因为缺牙的
困扰而变得沉默寡言+ 重阳节关爱中
老年人口腔健康在行动% 您何不带着
自己的父母到海南口腔医院做一次全
面的口腔检查呢*

随着海南口腔医院临床技术不断
突破%加上所用的种植材料都是进口或
者国内一流的%原先不适合做种植的病
人现在也可以实施种植手术+ 一般来
说%能够承受拔牙手术的缺牙患者都可

以进行种植修复+ 种植专家会根据患者
的情况来制定最适合的方案+ '一般种
植手术的不适反应比拔牙要轻%加上现
代麻醉技术以及良好的术后护理措施%

可以是患者的不适感降到最低+ (张静
超博士表示%在完成美齿设计方案后%医
生就可以约患者来接受手术+ 将类似人
体牙根的种植体以外科小手术的形式植
入到缺牙区的牙槽骨内%实现'种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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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大街上公然叫卖梅
花鹿肉%梅花鹿是国家保护动物%

应该不允许卖吧+ ((,月(*日上
午%热心市民王先生向记者反映%

称在文明中路街边上有一伙人公
然销售梅花鹿肉%虽然价格不菲%

仍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购买+

������6��

当日上午1时许%记者来到文
明中路海口市中医院门诊部附
近%看见一辆小货车停在路边%车
上放着一个偌大的广告牌%称'(,

月(*日会屠宰梅花鹿%鹿血,鹿膏
等现场销售(的字样+ 在这辆小货
车上%还放着一个笼子%里面圈养
着一只梅花鹿+ 旁边不远处%一只
梅花鹿被开膛破肚% 一些市民正
围在旁边询问价格后纷纷购买+

在旁边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电子
秤%摊主大声地吆喝-'鹿血,鹿肉

1,元一斤%欢迎大家品尝+ (摊主
一边吆喝一边向周边看热闹的市
民发放宣传单+

记者留意到%仅(,分钟不到%

鹿血就被抢购一空% 鹿肉也都销
售了过半+ 攀谈中%老板表示%鹿
肉最低*,元一斤% 鹿骨他们会熬
成鹿膏以(,,,元每斤的价格出
售+ '我们前两天就在这里宣传
了%今天才会有这么好的生意+ (

老板告诉记者%如果要一只整鹿%

价格至少上万+

'这鹿肉吃了对身体很好%给
我来两斤+ ('鹿血泡酒更补身体%

我全都买了+ (在销售现场%记者
看到% 前来购买梅花鹿的市民络
绎不绝%不到(,分钟%一大桶鹿血
被抢购一空+

S��������

'这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能随便
买卖并且随便屠宰吗* (面对记者的
询问%老板表示%他销售的梅花鹿并
不是野生的%而是人工饲养的+

为了求证% 记者随后与海口

市动物保护站取得联系+ 据执法
人员介绍% 野生梅花鹿是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 绝对不允许宰杀食
用+ 不过后来国家林业部颁布了
一个文件% 规定-$种人工繁殖技
术成熟的保护动物%可以利用+

见执法人员赶到现场% 老板
不慌不忙地从车内驾驶室拿出工
商营业执照等证件+ 记者看到%这
张工商营业执照是复印件% 企业
名称是三亚路亨商贸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是鹿饲养和鹿加工等+

对于该老板提供了相关的证
明%执法人员表示%梅花鹿的确有
专门养殖梅花鹿的公司% 偶尔会
出售需要淘汰的老梅花鹿% 但无
论是出售还是宰杀% 都需要在指
定地点出售和宰杀+

'工商营业执照因为是复印
件%对真假还需要彻底调查+(工作
人员称%由于该老板无法提供经营
许可证% 便在街边公然销售鹿肉%

因此%工作人员当即对这一违法行
为进行了制止%并将对梅花鹿来源
做进一步调查%做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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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
凌晨% 一青年男子在三亚凤凰国际
机场宿舍楼坠楼身亡% 三亚警方今
天发布消息% 称经过调查取证和法
医鉴定% 已排除他杀可能+

(/日凌晨 -时许% 三亚警方接
到报警% 称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一
宿舍楼下横躺着一名男子% 嘴巴和
鼻腔均有血迹% 已死亡+ 接报后%

三亚警方高度重视% 三亚市公安局
副局长, 凤凰机场公安分局局长孙
有通立即组织分局派出所, 刑警大
队, 市局刑警支队技术大队民警赶
赴现场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警方迅速查明死者身份% 死者
孔某% &/岁% 河南省开封市人% 生
前系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业务发展部
主管+

经法医通过尸表检验% 死者尸
体损伤符合高坠形成+ 警方结合现
场勘查和外围调查% 排除他杀可
能% 证实死者系从高处坠落致死+

目前% 有关部门正在处理善后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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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点多%海口华泰市场
附近路段%发生一起城管执法人员与
水果摊贩冲突事件%造成双方都有不
同程度受伤+ 至于冲突原因%双方各
执一词+ 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日中午%在海口卖水果的河南
籍李先生致电本报称-'上午*点多%

我弟弟走路与管城不小心碰在一起%

双方由此发生争执%我弟弟还摔倒在
地上%当时弟弟抱着小孩+(李先生告
诉记者% 他老婆左侧脸部都被打肿
了%右胳膊疼得都动不了了+

记者在海垦派出所见到了李先
生夫妇%发现其妻子脸部的确肿了起
来+ '我们今天上午都没有到那里卖
水果%弟弟也是不小心和城管碰在一
起的%没想到双方却发生争执%最后
我和老婆都被打了+ (李先生说+

在听完李先生夫妇的讲述后%

记者随后采访了与李先生夫妇发生
冲突的几名城管执法人员+ '对方阻
扰我们的正常执法% 我的腰部还被
李先生的妻子用铁簸箕打破了+ (城
管执法人员符先生说% 当时他们到
华泰市场前面的路段巡查占道经
营%可还没等进入%李先生的弟弟就
抱着小孩%故意阻挡他们进入执法%

不管怎么劝解都没用% 李先生的弟
弟在双方相互推搡中摔倒了+ 之后%

李先生就从后面拉住他的衣领%将
他摔在地上%双方由此发生冲突+

'我们没有打他们%李先生老婆
脸上的伤% 都是在双方相互推搡中
搞的+ (符先生说+

发生冲突的原因% 李先生夫妇
与城管执法人员是各执一词% 辖区
派出所之后介入调查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