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追踪 《农用三轮车载17人冲下公路沟》追踪

记者调查南国都市报10月 15日讯（记
者 胡诚勇）一辆农用三轮车，挤了
17个人，在上坡时因故中途停车后，
因为超载等原因，突然倒着溜了下
来，翻下了公路边的5米深沟。造成
9人受伤，其中3人伤得较重。10月
14日，发生在海口观澜湖美孝村附
近村路上的这起事故，再一次给乘
坐农用三轮车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事发第二天上午，记者在海南
省农垦总局神经外科见到56岁的
王赛转时，她正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接受输液输氧治疗，其头部腰部都
缠着厚厚的绷带。她说，当天她和
15名附近村的妇女，一起到海口椰
海大道丁村附近的一个工地打杂
工。14日一大早，大伙就挤上附近
农村一名女司机驾驶的农用三轮车
出发，前往工地干工，下午5点多钟
收工后，又坐同一辆三轮车回家。

“车上人很多，不仅两侧坐满了
人，中间还架了木板当座椅。”王赛
转说，当时车上包司机在内一共17
人，她就坐在车尾中间架起来的木
板上。干了一天活，大家都很累，坐
在后面的她都快睡着了，直到突然
出事，17人全部连车摔下深沟内。
她重重地摔到沟底之后，还被上面
的人压到，头部、腰部受伤。

另外一名伤者吴玉荣右腿两处
骨折，几小时前刚做完手术。吴玉
荣的老伴介绍，他们夫妻俩平时在
家务农，偶尔出去打零工。昨天妻
子这样干一天下来，工钱是100块
钱，本来就很低，没想到还遇到这种
不幸，现在最怕交不上医药费。

事发后，9名伤者分别被送往
海口多家医院，目前留院的还有5
人，其中3人伤得较重。

那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呢？在医院的几名伤者说，当时三
轮车跑到事发路段时，准备冲上一
个坡，在超过一辆电动车后，没想
到迎面又驶来一辆车，由于路面不
够宽，为了让道，三轮车就先在坡
上停了下来，没想到车没刹住，往
后溜了下来，这才酿成了悲剧。

海口市交警支队高交大队的交
警表示，此事故中，农用三轮车载
人已明显违规，事故具体情况还在
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违规载人爬不上坡
“三脚猫”溜下5米深沟

农用车事故
频发，交警再次提
醒农用车不能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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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0月 15日讯（记
者张期望）“让你抢我老公，看我不
打死你！”10月14日上午，琼海一名
16岁的“妻子”回到与“丈夫”合租的
房间取物品时，发现自己 17岁的

“丈夫”小林居然和一名14岁的初
中生小文在亲热，随后两人在爱海
中路一家湘菜馆前扭打起来，但很
快被市民拉开。据知情者介绍，16
岁的女孩小琴和17岁的男孩小林
生育了一个女孩，刚满月不久。

目击者称，当天上午11时许，

两名女孩在附近一间出租屋里吵了
起来，随后一名女孩跑了出来，在走
到附近一间湘菜馆旁时，一个女孩
追上来，上前一把揪住先出来的女
孩的头发，对其拳打脚踢了几下后，
很快被人拉开。事情发生时，打人
女孩的父亲也在场，随后双方很快
被辖区派出所民警带走。

据了解，小琴和小林均是嘉积
镇人，两人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念书
了，目前也没有正式工作。两人两
年前认识，并很快就生活在一起。

两人未到法定结婚年龄，但得到了
双方父母的认可。

小琴去年怀孕，生下一名小女
孩，事发时小孩刚满月不久。事发
前几天，小琴带着刚刚出生的小孩
回娘家，并告诉小林要回去住8天
左右。回去 3 天后，她发现有东
西落在她和小林租住的房间内
了，就和父亲一同回去取，没想到
居然碰到小文和小林在房间内亲
热，随后三人争吵起来。

争吵后，小文收拾东西准备走

人，情绪激动的小琴就追了出来，随
后两人就在街边打起来了，围观的
群众便报了警。而事情发生后，小
林一直没有露面。

小文称，自己今年14岁，目前
在嘉积镇上初中，和小林在一起时，
小林并没有告诉他已经有“老婆”，
并且生了一个小孩。由于双方有互
殴行为，且无明显伤情，事发后，小
琴、小文、小林的家长均来到辖区派
出所，一起协商解决此事。（文中三
人均为化名）

孩子刚满月，17岁小爸爸就外遇
16岁小妈妈当街殴打14岁“小三”

瞧这仨熊孩子闹的事

衰！
距保安亭10多米
三家店铺齐被盗

南国都市报10月15日讯（记
者徐培培实习生杨震）15日凌晨
4时许，海口市面前坡一大超市前
面，有2家服装店和一家饭店遭撬
锁入室盗窃，总损失约1万元。令
被盗店主邱女士不解的是，她的店
距离保安亭仅有10多米，就这样还
被窃贼破门撬锁，实在难以理解。

最早发现被盗的是一家饭店的
老板娘，今天早上到店里的时候，
她发现店门是虚掩着的，一个大锁
也歪着“躺”在一边，老板娘进店
一看，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柜台
几个抽屉已经被打开。庆幸的是，
抽屉里只有几十元现金被偷走。

被盗的三家店铺中，邱女士的
服装店距离广场入口的保安亭最
近，但是这家店的门锁整个从玻璃
门上脱离下来，一侧的门把手也被
拆了下来丢在地上，店里有7000
多元现金被盗，还有衣物被偷。另
外一家服装店也有皮带及零散现金
被偷，但损失不大。

忘了将营业款存入银行的邱女
士懊悔不已，但就在保安亭门口被
砸坏锁却无人知晓，则让她对广场
安保表示担忧。

值班保安声称当晚并没有发现
异常。但记者从监控录像中发现，
凌晨4时许，有3名男子在广场内
活动，行迹可疑。一家酒行老板认
出了这三人，他说，案发前一天下
午，曾见到他们来酒行问什么酒最
贵，怀疑当时他们是来这里踩点。

物业方表示，目前正全力配合
警方破案，会给被盗业主一个交
代。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南国都市报 10月 15日讯（记
者 蒙健）万宁市后安镇金星村的林
道和说，今年3月起，他家开始建新
房后，常遭到一些不明身份的人阻
挠和恐吓。9月30日当天，十多名
男子再次到工地上打砸，他怀孕38
天的妻子在制止时，被打致流产。
派出所两周后才立案调查。

林道和介绍，他们家于3月4日
将建了36年的旧瓦房拆掉，准备盖
一层钢筋水泥平房给奶奶住。“我们
拆掉旧危房挖地基期间，常遭到一
些人阻挠、恐吓，有时甚至是敲诈和
勒索。”林道和告诉记者，这些人常
到工地上破坏水泥车，殴打工人，他
们多次报警，但无济于事。

林道和回忆，9月30日上午10
点多，工地上的水泥车正在往地基

上灌水泥。10余名年轻男子来阻止
水泥车施工，他与家人制止对方。
不一会，几名后安派出所的民警赶
来了，可即便有民警在现场，这十多
名男子仍肆无忌惮，其中三人拣起
地上的砖头，当着民警的面砸碎了
水泥车的玻璃。林道和又拨打了
110报警。

“我们一家人上前制止闹事者，
怀孕38天的妻子陈秀丽上前抓住了
一名白衣男子。”林道和说，紧接着
一民警上前将妻子拉开。拉扯中，
也不知是民警还是白衣男子一拳打
在其妻腹部。约20分钟后妻子下体
出血，立即被送至万宁市人民医院
救治，经诊断，妻子只能人工流产。

林道和说，事发当日下午，他们
到后安派出所要求立案，所长却称

要先拿到妻子的相关医院证明。10
月2日，其家属拿着证明再次到派出
所，所长又说，事件涉及到本所的民
警，不予立案。”谁知，就在10月3日
晚，又有几名男子来到他家工地，推
倒围墙，其母亲在制止时被打伤。

“10月 13日晚，后安派出所来
电通知，将对妻子被打一事立案调
查。”林道和说，事发当天，在现场的
后安派出所民警没有及时制止并抓
人，让打砸人员离开了现场。他质
疑派出所存在失职、不作为的行为。

15日上午，后安派出所所长陈
世智告诉记者，在现场时，林道和一
家正在施工，并没与他人发生争执，
不过周围聚集了一些人。当施工水
泥车启动时，突然有人用砖块砸了
水泥车的玻璃。“事发突然，现场的

几名男子起身就跑。此时林道和家
人便拿着木棍和菜刀追赶他们。要
是建房者一方将人打伤就严重了，
现场民警便出手制止。”陈所长告诉
记者，如果建房者当时没有追上
去，他们就有时间控制逃跑的人。

那么为何孕妇被打致流产，过
了两周才立案？陈所长解释，当
天，林道和一家第一次到派出所
后，声称是民警在处置时造成其妻
子流产。“既然涉及到我们所里的
民警，为求公平公正，我建议他们
到市公安局报案，由上一级机关来
处理。”陈所长说，可过了几天后，林
道和一家第二次报案时，又称打伤
妻子的是当时现场的一名白衣男
子，派出所便对此事立案调查。

目前此案正在调查当中。

万宁一孕妇被打流产
事发两周后才立案

村民们人多去干活时
都习惯坐农用三轮车

该起事故中的伤者均是永兴镇
纯雅、洪王、美柳等几个村庄的村
民。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乡镇农
村没有客运公交的路段，村民们如果
去干活，人少就骑摩托，人多一般都
坐三轮车。“不坐三脚猫、拖拉机坐什
么？难道我们在农村还要租一辆客
车？”记者在采访农用车载人问题时，
村民们一般都这么反问。至于安全，
大家都说，这么多年都这样的，为了
赶着去干活，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话虽这么说，但长期以来，农用
车事故一直是时有发生。今年 5 月
25 日，一辆农用三轮车载着22 名三
门坡水果市场荔枝厂临时包装工人
与一辆货车发生相撞，3 人死亡，15
人受伤；1月14日晚，海口长彤路昌
明村附近，一辆越野车与一辆三轮车
相撞，三轮车上3人全部身亡……

交警部门表示，农用车事故频
发，在此再次提醒广大群众，按照规
定，农用车、拖拉机只能载货不能载
人，农村群众出行也不要乘坐不适合
载人的非客运机动车辆。

一家三口盗林木
经警方规劝自首

南国都市报10月15日讯（记
者王燕珍）10月15日，一对母子前
往五指山市森林公安局投案自首，
原来，不久前有对夫妻带着儿子一
起偷盗国有林木。近日，五指山市
森林公安局成功破获一起盗窃林
木案件。

今年 4月 19日，有群众报案
称：在五指山市畅好乡什朵村原部
队工兵营的山岭一带发现有人盗
窃林木。五指山市森林公安局接
到报案后，经现场勘验，被盗锯的
是一株重阳树，属国有林木，经鉴
定价值2741元。五指山市森林公
安局对此立案侦查。经多次走访
调查，民警锁定了畅好乡番道村的
陈某新夫妇有重大作案嫌疑。

在法律与政策的攻心下，9月9
日，犯罪嫌疑人陈某新投案自首。
后再经民警多方劝投，10月15日，
陈某新的妻子黄某英、二儿子陈某
投案自首。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后安派出所：家属首次
报案称该所民警打伤孕妇，
曾建议其向上级机关报案

事故中的伤者南国都市报记者胡诚勇摄

店门被撬，邱女士感到万分无
奈。 南国都市报记者徐培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