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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
新闻报料奖

某先生 《中山街道办叫停
摆摊行为》

50元

文先生 《儿子跑了老父怒
了》

40元

南国都市报1月20日讯（记者
蒙健实习生李美婷文/图）2014年 9
月份，海口市民郑女士将自己的一
辆奔驰轿车以换购补差价的方式，
在海口南海大道一家二手车行购置
了一辆奥迪Q3轿车，按协议约定，
若对车不满意的话，郑女士可以在春
节前将奥迪Q3轿车退回。可日前郑
女士想退车却遭车行老板的拒绝。

顾客投诉：
协议约定可节前退车

据郑女士介绍，2013年9月份
她以29.8万元购置了一辆黑色奔驰
C260轿车，行驶为1.5万公里。使用
中，她感觉奔驰轿车车身较矮，行驶
中的视线不是很宽阔，2014年9月
28日，在奔驰轿车购买满一年后，
她将该车开到了南海大道第一汽车城
一名为“海口老兵营二手车行”进行
估价，想换辆车身高一些的轿车。

“这家车行的严老板当时给我的
奔驰车估价是24万元，并称车行里
有一台奥迪Q3轿车。”郑女士告诉
记者，严老板向她推荐称，该款奥
迪Q3是进口的顶配豪华版车型，新
车身价要43万元，行驶公里数为

2.7万公里。对方想以33万元的价格
出售，只要她交8.3万元就可以把这
款奥迪Q3车提走。

“严老板称，在春节前，如果我对
这款车不满意的话可以退车。”郑女
士说，只要在该款新车价格不降价的
情况下，从33万元的基础上扣除1.6
万元就可以了，就可以把奔驰车退

回。她认为，既然对方有这样一个承
诺，于是同意支付了余款，并与对方
签订了《机动车辆转让协议书》。

在近期使用中，郑女士感觉这辆
奥迪车在行驶时有些“飘”，事后她还
发现，这款奥迪Q3并非是豪华版而是
舒适版，新车价格也就在36万元左
右。郑女士认为对方存在欺骗行为，

这款二手奥迪根本不值33万元。因
此想将该款车退回，却遭到拒绝。

车行老板称约定有个前提：
须该款新车价格不降

当天下午，记者再次拨打了严老
板的电话，最终与对方取得了联系。
对于为何没有按合同条款给郑女士
退车，严老板的解释是，当时郑女士
将奔驰车开到他们车行进行置换时，
所补的差价是8.3万元，当时双方在
协议中约定，如果该款车的新车没有
降价情况下，他们则将扣1.6万元，然
后把车收回来。“日前从奥迪的4S店
内了解到，这款车可以优惠5%，相
当于优惠1.7万元。”严老板称，因此
该款奥迪Q3的新车降价了，所以他
们曾向郑女士沟通过，如果将车交回
的话，就按合同约定，在1.6万元的基
础上加上1.7万元的价格，也就是少
3.3万元，但郑女士不同意。

“那么这款车究竟是豪华版还是
舒适版的呢？”对于记者的询问，严
老板没有正面回答。他表示，目前
该款车的新车价格确降价了，如果
郑女士不同意处理，可以通过法律
途径来解决。

琼海三村民小组争地
百余棵槟榔椰树被砍

南国都市报1月20日讯（记
者张期望）“这些槟榔树和椰子树
已经挂果多年了，现在就这样无端
被人砍毁，太可惜了！”1月20日，琼
海市石壁镇南星村委会凤一村民小
组的村民郑正川称，1月7日，村中
一片椰子树和槟榔树被另外两个村
小组村民无故砍倒，被砍伐的椰子
树中，很多树龄均是二三十年的。

挂果的树突遭砍毁
1月20日上午，南国都市报记

者在现场看到，村民反映被砍伐的
林地位于南星村委会凤一村、凤二
村、凤三村交界处，被砍伐的林地
占地约3亩。被砍倒的槟榔树和
椰子树均已经成型，槟榔树正处于
结果高峰期，而绝大部分椰子树的
直径达30公分。

据郑正川说，这片林地原来是
他们凤一村六户村民老祖屋所在
地，后来村民集体搬到离祖屋不远
处后，就在老祖屋的地基上种上了
椰子树和槟榔树，有的椰子树树龄
甚至近80年。这些椰子树和槟榔
树是在1月7日上午被人砍倒的，
当时这些树木所有人正在田间劳
作，根本不知道自己种植的槟榔树
和椰子树被砍倒。

村干部：地是村里的
据南星村委会凤三村民小组

组长张禄琴介绍，这些树木确实是
凤二、凤三村民砍倒的，在1月7日
被砍的当天，她还到现场做了登
记，被砍倒的椰子树和槟榔树一共
128棵，确实每棵都处于挂果期。
据南星村委会副主任甘小坤介绍，
这片3亩左右的林地，村委会没有
和任何村民签订过租赁合同，属于
村集体用地。事情发生后，村民已
经到石壁镇派出所报了案。

警方：缘于三个小组争地
据石壁镇派出所相关负责人

介绍，经过他们调查了解，之所以
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南星村委
会凤一、凤二、凤三村三个村民小组
争地引起的，凤一村民小组认为这片
林地是他们祖屋屋基，应该归他们使
用。而凤二、凤三两个村民小组则想
在这片林地上建设一个文化室和篮
球场，三个村民小组之前协商过多
次，但是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1
月7日上午，凤二、凤三村民小组村
民经过商议后，就集体出动，将这片
土地上的槟榔树和椰子树砍倒。目
前，警方正积极协调解决此事。

南国都市报1月20日讯（记者
王洪旭通讯员熊思思）2012年12月
24日，15岁的学生林霖在校外遭遇
不幸经治疗无效去世，在其父亲同
意下，在海南省人民医院将两个肝
脏、一个肾脏无偿捐献和眼角膜捐
献，挽救3名终末期重症患者。

林霖成为了海南省首例人体器
官捐献者，然而在推动社会公益事
业光环的背后，留给他父亲的是心
酸。为了儿子的民事赔偿问题，父
亲将林霖生前就读的学校告上了法
庭；由于其家庭贫困，海南省人民
医院免费为其打官司。

学生校外遭遇不幸
捐献遗体挽救3人

林霖，广西百色人，当时 15
岁，从小随父母来到海南生活，生

前寄宿就读于琼中某职业技术学
校。2012年12月13日晚上11点，
在校外遭遇不幸，被不法分子用长
刀砍伤头部，送至海南省人民医院
抢救6天仍然无法挽救孩子。

12月24日平安夜，林霖因重度
脑损伤治疗无效，达到器官捐献状态
后，其父亲同意将儿子的两个肝脏、
一个肾脏无偿捐献，挽救3名终末期
重症患者；同时成为海南省第一例人
体器官捐献，也翻开了海南省心脏死
亡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第一页。

2013年4月，凶手被法院依法
判决无期徒刑，但仅判决各项刑事
附带民事赔偿5万余元。

对此，林霖的父亲认为，深夜案
发时本应在学校宿舍休息的孩子竟
然在校外遭遇横祸，除了凶手外，学
校也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他通
过网络了解到，国内相关案例，学校

也负有管理责任，于是他将孩子生前
就读学校起诉到琼中法院。

去年12月31日，患者林霖的父
亲接到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
判决书，看着维持原判几个字眼，他
情绪有些失控。而此时，他的代理人
——海南省人民医院的苗博则坚定
地告诉他，“我会陪你走到底。”

捐献者家属经济困难
医院免费帮忙打官司

因为家庭经济困难，缴纳完诉
讼费后无力承担律师费用。林霖的
父亲选择向海南省红十字会人体器
官捐献协调员苗博求助。

苗博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医事
法律专业，也是海南省人民医院医
疗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作为器
官捐献协调员，从确认捐献林霖的

器官开始，到捐献后的缅怀工作，
苗博都一直陪在林父身边。

在听说打官司的艰难后，经过
向海南省红十字会以及所在医院请
示，苗博主动承担起免费为林霖的
父亲担当诉讼代理人的工作。

苗博说：“一位没读过多少书的
农民，在自己唯一的儿子遭遇不幸
后，却能毅然将孩子的器官无偿捐
献，对社会公益事业做出巨大贡
献。同时，对自己孩子被恶意伤害
致死，他并没有采取上访、闹访的
形式，而是相信国家依法治国的决
心，尽管贫穷，仍然愿意缴纳诉讼
费，用依法诉讼的方式去维护自身
权益。我作为一名医护人员，也是
一名法律工作者对他表示深深的敬
佩，也觉得应该帮助他。”苗博说，
会帮他继续申诉，也要一起走到
底，给孩子一个公平的说法。

南国都市报1月20日讯（记者
胡诚勇实习生陈涓）1月19日早上，
海口市长堤路人民桥附近路段频频
发生行人滑摔事件，一早上居然3位
行人接连在此路段滑摔，这是怎么回
事？南国都市报记者实地采访发现，
行人频频滑摔应该跟摊贩长期在该
路段卖鱼，导致路面又脏又滑有关。

据市民张女士打电话向记者反
映，她就是当天滑摔的人当中的一
个。当天早晨8点左右，张女士她骑
着电动车从人民桥上下来拐向长堤

路，哪知道刚下桥没多远，突然车子
一打滑，把她连人带车给滑摔在地。
虽然只是一点小皮外伤，但是当时突
然摔倒之后，她半天都缓不过来。

至于车子突然打滑的原因，张女
士说，“那段路粘着很多鱼鳞，应该是
头天下午的鱼贩卖鱼留下的残渣没
有清理干净。”

1月20日，记者来到现场事发路
段实地走访，发现该段道路是由大理
石铺成，一些路面上还留有一些鱼鳞
残渣，在阳光下已被晒得泛白，正散

发着浓浓的鱼腥味。在附近散步的
一位大爷告诉记者，每天早上，他都
来附近锻炼，前一天早上，他就亲眼
看到先后有三名行人在这里摔倒，其
中最严重的是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士
（很有可能就是张女士），大概四十岁
左右。该女士摔倒后，在地上坐了好
几分钟才缓缓地站起来。

“这大理石本来就不防滑，再加
上卖鱼留下的这些脏东西，哪有不滑
的道理。”大爷说，这段路面是由大理
石铺成的，清晨地面上布满露水十分

潮湿，路面本来就有点湿滑，再加上
这一段路长期有人下午来这里摆摊
卖鱼，会在路面上留下很多鱼内脏、
鱼鳞之类的脏东西，遇到做清洁的清
扫不干净的话，滑摔行人的事就有可
能发生。

采访中，多位市民向记者表示，
希望辖区城管部门能对这一带占道
摆摊卖小海鲜的摊贩加强整治，同
时，也希望环卫部门能做好该路段的
路面清洁工作，还市民一个干净安全
的出行环境。

奔驰换购二手奥迪约定不满意可退

顾客去退车却遭到拒绝

15岁学生校外遭遇不幸捐献器官救3人

医院免费帮其家属打官司民事索赔

占道卖鱼弄脏路面 一个早上摔了仨
事发海口长堤路人民桥附近路段

郑女士说，当时她就是用自己的奔驰车换购了这辆奥迪Q3轿车。

一村民在林地内查看被砍倒
的椰子树和槟榔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