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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依为命母女需 10 万救命钱》

患者已脱离生命危险

“感谢好心人救了我女儿”
南 国 都 市 报 5 月 18 日 讯（记 者 孙 学
新）“非常感谢南国都市报和好心人在我们
母女最困难的时候拉了我们一把，经过治
疗，我女儿已脱离了危险期，现在已经回
到山东老家治疗了！”5 月 18 日下午 3 点
多，刚刚乘坐长途救护车抵达山东千佛山
医院的 81 岁老人高玉凤，打来电话通过本
报向帮助过她的好心人表达谢意。

上月底，本报以 《相依为命母女需 10
万救命钱》 为题，报道了高玉凤股骨骨折
忍痛不愿治疗，把所有积蓄都拿来救治糖
尿病和并发症的女儿高奕琳，但重症监护
室每天 5000 元的费用，让这对相依为命的
母女“山穷水尽”的困境，报道刊发后引
起了关注，海南省山东商会等爱心团体和
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送去善款。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三亚市农垦医院了解到这
对母女的情况之后，主动免除了高奕琳的
部分医药费。
记者了解到，经过近一个月的治
疗，高奕琳脱离了危险期，病情已基本
稳定。为了方便治疗，在好心人的资助
下，高玉凤决定带着女儿回山东治疗。5
月 18 日下午 3 点多，乘坐长途救护车的

母女两抵达山东千佛山医院，继续接受
治疗。
“前段时间，每天只能坐轮椅去重症监
护室看望女儿 10 分钟，手里也没钱了，真
的很绝望。非常感谢南国都市报和好心
人，救回了我女儿的命！现在女儿意识恢
复了，也能说话了，下一步把腿部并发症
治好就能出院回家了。”高玉凤说。

保亭 12 岁女孩厌学离家出走

父母苦寻 10 多天找到

事发的店门前。南国都市报记者 王燕珍摄

一小学女生偷鞋被抓捆绑示众

老板处理不当已道歉
事发澄迈福山，学校已对当事小女生进行心理疏导
南国都市报 5 月 18 日讯（记者 王燕
珍）身穿校服的 11 岁小学女生和同学一起
到鞋店偷鞋被店老板抓住，为了“教
育”小女孩，鞋店老板将小女孩捆绑在
树上示众。不少市民表示，教育做错事
的孩子，不应该用这么极端的方法，应
通知家长、学校或是报警处理。警方也
提醒市民，捆绑他人限制他人的人身自
由 ， 时 间 超 过 了 24 小 时 警 方 将 立 案 调
查，市民遇事一定要冷静处理。

鞋店老板：
冲动捆绑他人已道歉
5 月 18 日，记者来到位于澄迈县福
山镇福兴西路的这家鞋店。店老板王先
生说：“我抓到孩子后不应该将她绑在树
上，当时的确太冲动了，给孩子造成的
伤害我已向家长道歉了。
”
偷鞋事件发生在 5 月 11 日 18 时许，
王先生正忙着整理仓库，店里无人看
管，老板娘从外面进来碰到几个小女孩
在偷鞋。一看到有人，几个小女孩拿起
鞋子就往外跑，其中一个小女孩被抓
住。当时慌张逃跑的小女孩们还丢下了
所偷的 10 双尺码不一的鞋子。
王先生说，被抓的小女孩拒不承认
偷鞋的事，也不肯说出学校名字。一气
之下，为了“教育”小女孩，王先生的
妻子才将小女孩绑在树上。
澄迈县教育局一名负责人表示，此
事已经调解好了，学校已对当事小女生
进行心理疏导,会继续关注孩子的情况。
据了解，当天偷鞋的一共有 5 个女
孩，她们都是跟随父母从广西来到这里

的务工人员子女，都在学校寄读，住在
同一间宿舍。一家长告诉记者，其实偷
鞋被捆绑的小女孩性格很内向，学习成
绩不错，在学校表现也很好。听说小女
孩偷鞋的事，大家都不太相信。

心理专家：进行心理疏导开解孩子
“教育孩子要注意方式，不能采取过
激行为，以免对孩子留下心灵上的创
伤。”鞋店附近的店员小王说。
海南省心理咨询行业协会副秘书
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正表示，涉
事的孩子都是未成年人，作为店主，在
事发后应通知学生的家长或是学校老师
来处理此事，将孩子捆绑示众，对孩子
人格尊严造成了极大伤害。
陈正发说，作为家长，千万不要打
骂孩子，但是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教训，
要适当地惩罚。第二，要耐心引导孩
子，让孩子说出偷东西的动机，要告诉
孩子偷东西的行为是不可取的。第三，
平时家长要多关心一下孩子。

警方提醒：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超过
24 小时属犯法
对于店主将孩子捆绑示众的行为，
海南警方也提醒，如果非法限制他人的
人身自由不超过 24 小时，一旦被绑者报
警追究绑人者的责任，警方调查清楚
后，会根据相关治安处罚条例给予处
罚；如果非法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超过
24 小时，警方就要依法立案，追究绑人
者的刑事责任。

南国都市报 5 月 18 日讯（记者 孙学
新）“阿侬，爸妈找你找得好苦啊！快跟
我们回家吧！”18 日下午，黄云展和妻子
杨燕莉在保亭县城找到了离家出走 10 多
天的 12 岁女儿小雨，紧紧抱着女儿，泪
水止不住地流。
家住在保亭大本镇番坡村的黄云展
和杨燕莉，靠打零工和到果园干农活，
养育一儿一女。
“小雨又逃课了。”5 月 5 日下午，小
雨班主任给黄云展打电话告知其逃课的
事，黄云展放下手中的活到学校附近找
女儿。这样的电话，近一年来他已接到
过多次。他说，去年下半年开始，小雨
到海南保亭思源实验学校读初一，周一
至周五住校，但小雨经常逃学不去上
课。“老师也不知孩子跑去干什么了，问
她也不肯说，骂也骂了，打也打了，还
是管不住。
”黄云展说。
5 日下午黄云展去学校找到逃课的小
雨，准备接小雨回家时，小雨突然冒出
一句：“我不想读书，不想回家，我要去

打工。”一气之下，黄云展将小雨拽上摩
托车带回家。没想到，第二天，等黄云
展和杨燕莉外出干活回家时，发现小雨
不见了，家人找遍了村子也没有踪影。
杨燕莉查找家里物品发现，小雨离家出
走时，没带手机，身上也没钱，只带走
了几件衣服。
情急之下，黄云展和杨燕莉向辖区
香水派出所报警后，放下手头所有的事
情，每天拿着小雨的照片沿着周边乡镇
和县城寻找，一找就是 10 多天。
终于，在好心人提供的线索下，夫
妻俩在保亭县城找到了女儿。让他们意
外的是，和女儿一起离家出走的还有一
名女同学。随后，他们把女儿和女同学
接回了家，并通知了女同学的家人。
心理专家建议家长和孩子平等沟
通，找到孩子厌学的真正原因，从而和
学校老师密切沟通配合，针对性地在激
励中帮助孩子树立学习的信心，引导孩
子感受学习的乐趣和感受家和学校的关
爱，从而克服厌学情绪。

皮肤病就找姜老太
皮肤瘙痒 免费试 免费用

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病——皮肤病困扰过你
吗？影响过你的正常生活吗？有过用很多种方
法治疗都无济于事的经历吗？现在起，只要拨
打电话 66723060 就能免费治疗皮肤疾病。应广
大读者的需求，解广大读者的烦恼，现姜老太修
肤堂征集百位皮肤病患者，免费帮您解决生活
一大困扰疾病。
只要您有皮肤瘙痒、皮炎、湿疹、头癣、股
癣、手足癣、荨麻疹、皮肤过敏、皮肤皲裂、皮肤
溃烂、流黄水、灼痛、皮肤肥厚、干硬等各种皮肤
病，可以拨打电话 66723060 参与我们的征集百
位皮肤病患者的活动。

治皮先治血，
血清癣自灭
皮肤病的根源在于体质虚弱，免疫力低下，
血毒所致；肌体有害代谢物，导致内环境污染，
血质改变，出现血热、血燥、血瘀，导致瘟毒发于
肌肤所致。西医治疗皮肤只针对体表，采用外
用药物涂抹消炎、消肿、消毒杀菌，含有多种激
素，易复发。姜老太修肤堂，传统中医中药，从
内到外，清血毒、止瘙痒、去顽癣、换新肤。

姜氏中医七代专注皮肤顽疾
古方造福人民
姜莉蔚，姜氏中医的第 7 代传人，专攻皮肤
科临床 50 余年，帮助了数十万皮肤病患者，被
人尊称姜老太。姜氏中医传承百年，专攻皮肤

疑难症，姜老太更在姜氏家庭传承基础之上，根
据现代皮肤病的发病特点，
研制出独特的中药制
剂，
内外兼治，
循经拔毒，
脱毒内出，
清瘟凉血，
治
癣止痒、抑制过敏，针对皮肤顽疾效果显著。
2011 年 1 月，
姜莉蔚被评中华传统医学杰出传承
人，
她还多次荣获国内外大奖，
及三项发明专利。

免费体验，等你报名
姜老太修肤堂登陆我市，成功让上百名皮
肤患者走向康复，姜老太修肤堂提醒您如果您
有皮炎、湿疹、皮肤过敏、荨麻疹、手足癣、头癣，
马上报名参加姜老太“夏季皮肤病百人免费试
治”活动！还有皮肤病康复礼包等您拿，100 个
名额报完即止。5 月 19 日-31 日期间，
买赠

优惠活动，一年仅此一次
赶快拨打下列门店热线报名吧！

姜老太修肤堂地址
海口店：海秀路 1 号广电大院旁
电话:66723060
琼海店：琼海市南门车站旁 30 米
电话:32051353
万宁店：建设银行大门正对面万新街 23 号
电话:32025191
儋州店：大通路 76 号（农垦医院斜对面）
电话：23329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