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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7 旬老太为讨债

多次“飞”海口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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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17 岁少女失踪 3 天
疑被传销组织骗走

数次被送回老家又返回，省托老院和市社会福利院均拒收

卢春华老太太
南国都市报见习记者 洪坚鹏 摄
南国都市报 7 月 21 日讯（见习
记者 洪坚鹏）20 日凌晨，在海口上邦
百汇城开店的王女士看到一个佝偻

万宁

来到海口，但追讨一直没结果。
记者 20 日下午见到卢春华时，
看到她精神状态不佳，可能因颈椎
有毛病而佝偻着身子，旁人要大声
喊话，她才能听清。
据海南省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
介绍，他们于 2014 年 5 月 19 日首次
接收卢春华，2014 年 12 月初，卢
春华提出追债无望要求尽快返乡，
救助站便派出工作人员护送她回去。
未料到，2015 年 1 月 21 日，卢春
华又回到海口被救助站接收，3 月 10
日，她提出返乡被牙克石市救助站工
作人员接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卢
春华再次自行购票从牙克石市返回
海口。4 月 13 日，卢春华来到海南省
救助管理站，
被拒绝接收。
据了解，卢春华在受助期间外
出，每次回站都拨打 110 让民警送
回，占用警力资源。

21 日上午，远在牙克石的卢春
香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今年 5 月，她
来到海口接姐姐回家，期间曾向警方
了解卢春华的债务人情况，但都查不
到。在接卢春华坐上驶往哈尔滨的
列车后，卢春华在列车途经天津时悄
然溜走，回到了海口。
卢春香说，姐姐的老伴于 2008
年去世，牙克石没有房子，在山东有
个养女，但姐姐不愿去，一旦听到要
她在山东或牙克石久待，姐姐就会悄
悄离开。家里人都管不住她。
21 日，记者分别向海南省托老
院和海口市社会福利院进行了咨
询，均称卢春华不符合接收条件。
截至记者发稿时，卢春华仍在
金贸派出所内“暂住”，由民警们照
顾。卢春香表示，希望有相关社会
福利机构能够接收并照顾姐姐，费
用由她负担。

给私人业主干工 两手指被锯断
工地负责人拒付医疗费，湖南打工仔很无奈

南国都市报 7 月 21 日讯（记者
石祖波）21 日上午，从湖南老家来
海南万宁打工的居民李连根向本报
反映，本月初，因操作不慎，他在
万宁一私人业主的工地干工时，右
手被电锯割伤，两根手指被割断并
出现坏死，落下残疾。如今，治病
的医药费工地负责人却不愿负担。
李连根反映，事发后不到半个

儋州

着身体的老太太在周围店铺徘徊，便
给她买了些食物充饥，原来老太太夜
里是在咖啡厅露天平台度过的。
于是，王女士拨打 110 向警方求
助。海口市公安局金贸派出所民警
把老太太接回了派出所。但当民警
准备将老太太送往救助站时被拒收，
这才弄清了她
“流浪”背后的故事。
原来，这名老太太叫卢春华，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人，今
年 78 岁，从牙克石市林管局退休，
每月有 3000 多元退休工资。
据其妹妹卢春香介绍，
上世纪 90
年代，卢春华拿出几十万元入股内蒙
古的一家小煤矿，但不久后国家出台
政策陆续关闭小煤矿，合伙人带钱离
开。卢春华一直在找合伙人讨债，后
来，有人告诉她合伙人到了海南做生
意，声称能帮她找到，从她那儿骗走
十几万元。于是，卢春华 2011 年就

月时间内，自己仅住院期间的医药
费就花费了 4.1 万余元，再加上近期
妻子和弟弟等多人帮忙照料，半个
月医药费及生活费等就花费了 6 万
余元。
而据李连根的弟弟李先生反
映，事发后，工地私人业主及包工
头合计仅支付了其中 2 万余元的医
药费，但对于其它医药费、误工费

等损失，则拒绝给予赔偿。
21 日中午，记者在万宁市万城
镇环市一路城北派出所门口见到了
李连根及其妻子和弟弟等人，并联
系到事发工地私人业主林少平和包
工头王方林，三方一起到派出所接
受调解。对于相关情况，事发所在
工地房主林少平和包工头王方林二
人拒绝接受调解。

事发后，李连根来到万宁市公
安局城北派出所报案，要求警方立
案，但该派出所以“属于个体工伤
案例”为由，不予立案。据万宁市
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所长张海波介
绍，事发后，派出所民警也介入调
解，但调解无效，只能建议李连根
向劳动部门申请劳动仲裁，或向法
院上诉维权。

2 岁“顽童”左手被绞肉机
“咬”了

失踪的黄玉 图片由家人提供
南国都市报 7 月 21 日讯（记者
王天宇）7 月 19 日晚，海口大致坡镇
17 岁少女与家人失去联系，目前失踪
女孩家人已报案。
3 天来，家住海口大致坡镇第二
大门市场附近的黄先生一家愁眉不
展。失踪女孩的父亲黄先生说，他
的女儿叫黄玉，今年 17 岁，7 月 19
日上午 10 时 30 分许，他女儿跟镇上
一位 40 多岁的何姓妇女乘坐大致坡
至海口的中巴车去市区找工作。
当天下午，黄先生给女儿打电
话，可话还没说完，对方就挂断了
电话。随后，他连续拨打女儿和那
位妇女的电话都处于关机状态。
“怀疑是被传销组织骗走了，并
遭人控制。”黄先生说。据了解，黄玉
出走前穿蓝色牛仔裤，黑色半袖，她
家人希望知情人提供线索，对有价
值 线索提供者，将重金酬谢。有知
情 者请联系本报新闻热线 966123，
同时，你也可以直接和黄玉的父亲
取得联系，电话：13976704843。

琼海
快过来看看
谁家的小男孩丢了

一根手指可能要被截肢

南国都市报 7 月 21 日讯（记者
胡诚勇 通讯员 何宏国）7 月 20 日，儋
州一名年仅 2 岁的男童因为贪玩，其
左手不慎被绞肉机“咬”住，随后经消
防官兵施救，男童被卡的手被取出，
但由于其中一根手指受伤严重，男童
可能将失去这根手指。
7 月 20 日 20 时 26 分，海口消

防接到报警求助，在海南省人民医
院内，有一小孩的手被绞肉机卡
住，需要消防救助。接到报警后，
海口消防特勤二中队官兵立即赶赴
现场救援。
消防官兵达现场后，立即向报
警人询问了解相关情况，在了解绞
肉机部件的结构后，经征求男童家

高峰时段，大货车来
“添堵”
7 月 20 日早上 8 点多，正是交通
高峰期，在龙昆南路上一辆满载货物
的大货车在路上缓慢行驶。
这辆满载货物的大型货车从南
海大道转向龙昆南方向前进。由于
满载货物，车子的行驶速度并不
快。当开到一处红绿灯口，大货车
停在了车流的前头。过了没多久，
直行方向的绿灯亮起，其他车道的
车辆都已开出五六米，大货车才慢
慢起步。跟在大货车后面的司机不
断按着喇叭，催大货车赶紧开。
南国都市报记者 汪承贤 文/图

在龙昆南一辆大货车在缓慢行驶

属同意，消防官兵开始一边利用无
齿锯切割进行切割，一边对切口进
行淋水降温，切开了一条缝隙后，
再利用液压扩张器进行扩张。
在持续大约 1 个小时的施救过
程中，让在场的大人们惊讶的是，男
童非常坚强，几乎不哭不闹，整个过
程都非常配合。经过消防官兵的努

力，男童被卡的手最终被完全取出。
据介绍，男童左手的骨头情况
还好，但 4 根手指的血管断了，其
中 3 根经过手术，已恢复供血。但
那根中指的血管由于被绞受损严
重，至今还未恢复供血。医生告诉
家长，孩子左手中指的伤势不太乐
观，下一步很有可能将面临截肢。

居民房内潜伏
“养鸡场”
恶臭难闻熏坏左邻右舍
南国都市报 7 月 20 日讯（记
投诉，“每次上面来人检查了，对
者 王渝）
“我们每天都闻臭味，实
方就应付式打扫一下卫生，等检
在受不了！”20 日，家住文昌市文
查人员一走，臭气又重新回归。”
城镇居民黄女士向本报反映，紧邻
针对居民反映的情况，记者
她家的一户人家，几乎每天都会杀
首先来到这位养鸡户家里了解情
鸡拿到市场上卖，因环境糟糕，恶
况，但对方则表示“无话可说，
臭难闻，左邻右舍很无奈。
听政府处理。”随后，记者致电文
住户袁女士反映，这户人家
昌市城市综合执法局有关负责
不仅养鸡，甚至还养狗，有时狗
人，该负责人表示，根据有关规
叫得特别厉害，三更半夜吵得居
定，城区内禁止居民圈养家禽，
民无法入睡。为此，居民们曾多 “这两天会到现场查看，如果情况
次向居委会、城管局等相关部门
属实，我们会责令对方整改。”

民警在陪伴迷路小男孩
南国都市报 7 月 21 日讯（记者
杨 琼 文 文/图）7 月 20 日 下 午 3 时
多，一市民向琼海市公安局塔洋派
出所报警，称在塔洋镇海南岛东农
副产品交易中心附近有一小男孩在
哭泣，疑似迷路了。民警立刻赶到
现场，将该男孩带回派出所，并向
全市各公安局分局、派出所发出协
查通报，寻找小男孩的家人。
7 月 21 日上午，南国都市报记
者到塔洋派出所时，看到迷路的小
男孩正在派出所的大厅里玩耍，旁
边的沙发上有民警他买的矿泉水、
小零食等。记者注意到该小男孩约 4
岁，一口琼海或万宁龙滚口音，身
穿一套灰色衣服，身材瘦小。
读者朋友，如果你认识照片中
的小男孩或知道他的家庭住址，请
与琼海市公安局塔洋派出所联系，
联系电话：629103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