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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一小区内要建菜市场 业主不乐意

3 老人维权时摔倒受伤入院
15 日上午，海口金海广场业
主黄先生致电南国都市报反映
称，他们的小区一二楼将改建成
菜市场，业主们极力反对，老人维
权被推倒在地，已送往医院治疗。
随后，黄先生给记者发来一
段业主们的反映材料：
“如果该菜
市场项目建成并营业后，我们金
海广场小区应该是这样的场景：
每天凌晨 3 时左右，各路小商贩从
四面八方带着各式各样的农产
品，用各种样式的交通工具，争先
恐后地涌进小区卸货进货一片
‘繁荣’。可住在楼上的居民却要
承受
‘热闹’的煎熬。
”
据了解，海口国贸金龙路金
海广场 1—2 层，将建一座崭新的
大型综合性菜市场，即国贸菜市
场，预计 12 月份投入使用，将满足
国贸片区 4 万多常住人口的日常
买菜需求。
□南国都市报记者 王洪旭

3 老人工地维权起争执摔倒
15 日上午 10 时多，南国都市报
记者来到金海广场时，一楼聚集了很
多业主，有派出所民警在现场维持秩
序，受伤的老人已经送医。经记者了
解，金海广场业主因反对一二楼建成
菜市场，已经进行过多次维权，但这
次 3 位老人在争执中摔倒受伤，让业
主们十分气愤。
据卢启乐老人回忆，15 日上午 8
时左右，他和张妚南、韩雪芳等 5 位老
人从小区大门经过时，发现一层楼房
内有人施工，就准备上前制止，但一些
穿黑色衣服的保安站成一排堵在门
口，随后双方起争执。争执过程中，
86 岁的张妚南阿婆摔倒，79 岁的周根
帝阿公去搀扶，结果被几名保安用膝
盖将其顶住，导致右腿多出擦伤，当时
他也想进去一楼内，
结果被拦住。
当时，王淑珍老人也在现场，她
说，先后有 3 位老人摔倒受伤，随后
老人的子女得知情况后赶来，国贸社

区居委会的人也来了，将受伤老人送
往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
15 日中午，记者在海南医学院
附属医院急诊科监护区，看到三位受
伤老人，其中张妚南老人腰部受伤，
正躺在床上输液；周根帝老人的右脚
行走不便，腿上还有几处擦伤；70
岁的韩雪芳老人说，她头晕、腰部疼
痛。当时，他们还没有做相应的检
查，正在等待施工方与业主协调，并
支付治疗检查费用。

主黄先生说，自从 9 月初，一二楼建
原有的 3 个农贸市场，造成该片区至
菜市场施工以来，业主们就不断维
今没有一个正规的农贸市场。海南歌
权，不断向政府部门反映，当初说在
碧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在国贸金秀
没有协调好问题之前，工地要停工， 路一号的金海广场 1—2 层兴建国贸
可是他们却施工了。
市场，该项目符合国土、规划、环境
业主周先生说，该小区的公共空
部门土地利用以及环境保护总体要
间本来就小，现在仅有一条环形单行
求，同意列入试点。
通道，用于小区车辆出行并作为救命
当天该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周某也
用的消防通道，要是建起了菜市场，现
在现场，正配合警方调查和协调处理
在本来就小的公共广场，将会被挤占， 该事。据周某介绍，国贸菜市场采用
业主们就连活动的地方都没有了。
“超市管理”模式经营，不是传统的
此外，业主们希望相关政府部
菜市场，将严格执行 《海南省标准化
担心“脏乱差吵”制止施工
门，公开相关项目招标和审批手续， 菜市场建设与管理规范 （试行）》 要
求，装修成“超市型”标准化菜市
业主卢先生说，金海广场居住的 “该菜市场建在小区，到底是扰民还
场，建成后按照标准化规范进行经营
是便民？
”
是玉沙村拆迁安置户，当初政府为改
善“脏乱差”的居住环境，动员玉沙
公司：超市化管理，不是 管理，卸货等在地下室进行，然后安
装专门的货梯运送，不占用业主的上
村村民搬迁，2011 年 3 月，陆续搬
传统菜市场
下电梯。
迁入住，当初说的是按新型城市高档
对于 3 位老人摔倒受伤一事，周
广场设置，各种公共设备高端齐全，
当天，业主给记者发了一份 《海
某则称，老人们是来阻止施工，自从
“可是如今要建菜市场，又将回归脏
口市商务局关于国贸市场列入 2014
9 月初开始装修以来，就有业主多次
乱差，而且还吵闹。”
年海口标准化菜市场示范改造试点的
来闹，公司承租该楼层建菜市场，各
“小区内建菜市场，哪位业主受
批复》，该批复中指出，国贸片区由
个部门的审批手续都有，是合法的。
于旧城改造和开通桥中隧道，拆除了
得了，我们宁愿跑远点去买菜。”业

琼海一村民 200 万盖白宫式别墅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5 日讯（记
者 张期望 文/图）
“这房子太有特点
了，居然看起来像白宫。”在琼海中原
镇牛眠岭村，两幢建在 223 国道旁边
的别墅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幢别墅
样式特别像白宫，有着白宫式的圆顶
屋。这幢别墅并非出自建筑师之手，
而是该村村民许宁自己设计，建筑工
人按照他的要求建造出来的。
10 月 15 日，南国都市报记者来
到这幢别墅内，这幢白宫式的别墅
建在一个小山上，前面是 223 国道，
后面不远就是 G98 高速公路。从两
条公路经过时均能看到这幢别墅顶
部白宫式的圆顶。在这幢别墅的旁
边还有一幢欧式风格的别墅，别墅
外墙上装有巨大的风车。两幢别墅

目前已基本装修完毕，只是两幢别
墅之间的园林绿化还没完成。
据许宁的妻子介绍，白宫式别
墅其实由两幢房子组成，旁边的一
幢房子先盖好，后面才加盖了一个
白宫式的圆顶屋。圆顶屋从地面算
起，足足有七层高，下面三层是普通
的方形屋，上面四层完全仿照白宫
圆顶屋的样子建造。
当问到为什么将别墅建成白宫
式时，许宁的妻子称两人并没有在
美国生活过，但是喜欢白宫圆顶
屋。据了解，许宁是牛眠岭村民，
今年不到 40 岁，年轻时就在海口
琼海一带做生意，盖房的地有一部
分是自家的宅基地，其建设的两幢
别墅造价均超 200 万。

省农垦西联农场

建立基层便民服务室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3 日讯（记者
纪燕玲 实习生刘少珠 通讯员梁步
宁）110 个生产队全部实行了为民服
务代办制，与低保、建房、居民密
切相关的多个事项纳入服务范围。
省农垦总局西联农场设置 4 个便民服
务室，实现了队级便民服务辐射。
据了解，西联农场党委在积极
开展创建服务型党组织活动中，在
全场选择四个人口居住集密的居民
点开办基层党组织便民服务室，以
基层居民点服务阵地为平台，建立
基层便民服务室。

远远望去，别墅白宫式的圆顶屋格外引人注目。

海垦造林近六万亩

海口两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13 亿元被公诉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5 日讯（记
者 何慧蓉 王忠新 通讯员 冯春华）
近日，海口市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依法对被告人谭某

会、贾某臣提起公诉。据悉，该案
涉及全国多个省市，涉案金额达
13 亿，被害人近万人。
2009 年 下 半 年 以 来 ， 谭 某

会、贾某臣相继在海南注册成立多
家公司。为了尽快获取巨额的投资
款，二人在国内多个省份通过不具
备从事吸收公众存款业务资格的投

资公司及个人，以高息高利为诱
饵，向不特定公众吸收存款。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提前完成绿化宝岛任务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5 日讯（记者
纪燕玲 实习生刘少珠） 记者今天从
省农垦总局获悉，截至目前垦区绿
化宝岛任务已完成造林面积 58898
亩，超额完成今年省政府下达的计
划指标。

成功男背后无奈的叹息

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关爱男性健康服务专线：
65383333
前列腺炎已经成为近年来男性的
常见疾病之一。很多患上前列腺炎的
患者都十分担心疾病会导致早泄、阳
痿甚至是不育。

前列腺炎症状和性功能
障碍的关系
据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男科中心
主任谷正义介绍，前列腺炎是成年男
性的常见病，是由于前列腺的急、慢
性炎症引起的全身或局部症状，如会
阴部位不舒服或者疼痛，有的还伴有
尿频、 尿急、尿痛等尿路症状。急
性前列腺炎多由劳累、着凉、长时间
骑车、性生活过频、酗酒等，致使病
菌入侵前列腺而产生。
“前列腺炎不会直接导致男性性

功能的损害和 ED，为什么临床上又
在如今生存压力巨大的，竞争残
有那么多因前列腺炎引发阳痿的患
酷的年代，很多白领男性往往会由于
者？”谷正义主任指出，男性患有前
工作压力或身心的倦怠对性生活没有
列腺炎会出现尿频、尿急 、血尿等
欲看，很多女士抱怨丈夫回来后倒头
症状，会严重 影响到患者的工作和
便睡，即使偶然的夫妻生活也只是徒
生活前列腺炎患者在性生活中可能会
于应付 ，没有主动性，有时候匆匆
出现某些不适或障碍，如尿频、尿
了事，只能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急、睾丸坠痛等，也会影响性趣。同 “现在社会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
时，性兴奋时，前列腺充血也可能性
有时候累得站着都能睡过去，哪还会
高潮或射精时疼痛。再者，前列腺炎
有心思和妻子温存？等到心里有想法
可能使腺体分泌增多、敏感性增强， 了，受到刺激了， 反而心有余而力
从而发生早泄。这一系列现象的出现
不足了。”30 多岁的陈先生无奈地
都会使男性产生一定心理压力，影响
说。
性欲和勃起功能，进一步加剧担心和
从事男科疾病临床诊疗 20 余年
焦虑，直至造成恶性循环。
的谷正义主任认为，精神压力大、焦
虑和过度疲劳是导致男性阳痿的主要
压力大又“拖延症”易致阳痿 原因。他说：“大多数男性恰恰承受

着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属于典型
的易‘痿’人群。对他们来说，学会
疏解压力和及时就医非常重要。”
“得了阳痿，就应该接受治疗。”
许多人误以为阳痿是心理问题造成
的，这一想法使得他们不再寻医问药
以求治疗。谷正义主任严肃的指出：
虽然心理因素的确在一些男人中起作
用，但 绝大多数的阳痿还与器质性
因素、服用某种药物及不良生活方式
有关。

解除前列腺炎困扰，回
归和谐生活
对于因为前列腺炎引起的阳痿，
应先去除炎症，再治疗阳痿。“前列
腺炎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谷正义

强调，只要我们保持生活规律、不酗
酒抽烟、注意增强抵抗力，就能很好
地预防 和抵抗这种病。
据统计，因前列腺炎并发的男
性功能障碍，大部分是功能性的，
有很少一部分是器质性的。因此，
大部分病人在慢性前列腺炎好转
后，生理功能也会得到改善。在临
床上，也有的前列腺 炎患者在疾
病康复期间，生理功能就已经逐步
恢复到正常水平。
在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时，可以考
虑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双管齐下”
对付前列腺炎。西药主要以抗生素、
α—受体阻滞剂为主，中药则多选用
清热利湿的药物。此外，还有尿道灌
注、消 融等好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