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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公安、消防、120
全出动，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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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因父母婚姻亮红灯

17 岁少年在 12 楼楼顶哭得像个孩子,伤心欲绝

民警系绳冒险翻墙拉回他

孩子，
真没什么事比命还大
南国都市报 8 月 11 日讯（记者 王燕珍）
17 岁少年小龙站在 12 楼楼顶边缘情绪失控
大哭，抗拒着所有人靠近，民警躲在墙后
等 待 时 机 ， 消 防 队员在楼下铺开救生气
垫，防止少年踩空掉落。8 月 10 日 13 时，
僵持近 2 小时后，趁少年接电话分神时，定
安县公安局值班局领导身系绳子伺机扑上去
和辅警配合将少年救下，最终化险为夷。

行劝说，小龙十分抗拒，高喊着“你们下
去”，情绪激动一直痛哭。此时，消防官兵
在楼下打开救生气垫，120 救护车等候在
一旁。小龙来回走动，消防官兵只好跟着
来回移动气垫。看民警有跨过矮墙的举
动，小龙高喊“你们不要过来，再过来我
就跳下去”。小龙妈妈一边哭一边劝说孩子
下来，可小龙不愿意听。
为了稳住小龙的情绪，民警联系了教
过他的一名初中女老师，没几分钟，女老
师赶到。但小龙仍然拒绝离开危险之地，
女老师也心急得哭起来。由于太阳暴晒，
小龙又一直在哭，民警就将水和帽子放在
墙上给他，“我们本想等着他走过来拿水的
瞬间将人拦住，但他不肯过来，计划失败
了。”救援民警说。

疑父母感情失和
少年站 12 楼楼顶一直痛哭
8 月 10 日上午 11 时 01 分，塔岭派出
所接到指挥中心派警，定安县城一小区有
人要跳楼。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立即将此
情况上报县公安局。经了解，男孩姓龙，
湖南人，现年 17 岁，是一名高中生，与家
人租住在该小区，因父母感情出现问题闹离
婚，他与家人起争执后失控跑到楼顶痛哭。
孩子的父亲目前在海口，正在赶回来路上。
值班领导林强政委带领所长陈家玮和辅
警莫瑞雄上到楼顶发现，小龙所站位置在一
个小阳台上，他背后是一堵矮墙，他就站在
楼顶边缘，往前迈一步就会掉落，情况紧急。

提醒广大爸妈
警方救人现场（图片由警方提供）

根据安排，2 名民警分别在一侧，翻过
矮墙同时控制住小龙，“因为小龙所站的位
置很靠边，我们要考虑如果小龙抗拒与民
警撕扯，一个不小心救他的民警和他都可
能会坠楼，所以民警需要用绳子系住自己
的身体。”当时，身上绑上绳子的林强果断
出手，不顾危险先翻过矮墙，趁小龙不
备，迅速将小龙抓住，辅警莫瑞雄也跳过
来协助控制，一起将小龙带下楼顶。
由于小龙呆在楼顶时间太长，在民警
和家人搀扶下楼的过程中，双腿仍在发
抖。见此情况，现场民警将小龙送往定安
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目前身体没有大碍。

民警身上系绳
冒险翻墙一举将少年救下
这时，民警看了一下时间，马上到下
午 13 时许了，“不能再等了，已经快两个
小时了，要是他头晕或是踩空，后果不堪
设想。”这时，民警注意到小龙的手上拿着
手机，“我们立即联系小龙的班主任和他要
好的同学，让他们给小龙打电话，趁他分
神，加上暴晒很久精神状态很差的空隙，
抓住机会当即行动。
”

家长老师都来了
他情绪激动不听劝情况危急
一开始，民警和其母亲一起对小龙进

屯昌法院对付“老赖”出新招

拒不缴纳罚金、银行账户没存款就没办法了？

划走他支付宝上的钱抵账
南 国 都 市 报 8 月 11 日 讯（记 者 李 梦
瑶 通讯员邵大军）犯盗窃罪被处罚金人
民币 1000 元，判决生效后却一直不缴纳
……近日，屯昌法院执行局通过强制扣
划被执行人支付宝账户存款，顺利执结
一宗罚金案件，这也是屯昌法院第一例
成功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查控被执行人

财产的执行案件。
被告人吴某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 元。判决生效后，因吴某某未缴交
罚金，法院依法立案强制执行。在执行过
程中，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网络
执行查控系统、海南高院“点对点”执行

赖账是病，自私也是病，得

渔船主台风天擅自出海，叫都叫不回

司法查控系统查询，未发现被执行人的银
行存款信息，但查询到被执行人支付宝账
户有存款。因支付宝账户暂不支持线上控
制，执行人员积极联系支付宝（中国）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对该账户存款的扣划事宜，
最终成功扣划被执行人存款，让“老赖”
的财产无处遁形。

治！

不拿自己和别人生命当回事，拿他没法子？

罚3万扣3年油补 良心不痛肉痛否？
南国都市报 8 月 11 日讯（记者 梁振
文）日前，儋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就白马井
镇“琼儋渔 13095”船在 2017 年 7 月第 4
号台风“塔拉斯”期间未及时回港，导致
有关部门耗费公共资源，该局对“琼儋渔
13095”船处以 3 万元罚款及教育，并责
令整改。
据了解，今年 7 月台风“塔拉斯”袭
来，儋州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按照上级
主管部门的防台风工作部署，通过北斗监

控平台向本市所有海上渔船发送第 4 号台
风“塔拉斯”气象预报、预防信息。接获
信息后绝大部分渔船已按要求回港避风，
北斗监控平台显示唯有“琼儋渔 13095”
船仍在海上，于是立即并持续多次单独向
该船发送信息，要求该船立即返港避风，
但经多次发送后，该船没有回复北斗信
息，也没有返航。后经省海上搜救中心协
调中海油田服务有限公司所属“海洋石油
685”船迅速前往施救。7 月 17 日零时 23

分，该船在海洋石油 685 船的护送下，安
全抵达崖州中心渔港。
针对琼儋渔 13095 号渔船的处罚决
定，儋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对船主处罚金 3 万元整，并停发该
船 3 年油补。鉴于该船无证擅自捕捞作
业，停产整顿，暂缓半年办理该船的渔船
证书。责令该船立即返回船籍港进行整
改，对船舶所有人李某某及船员责令参加
法制教育学习 15 天。

感情出问题
要正确处理
塔岭派出所所长陈家玮告诉记
者，小龙可能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缓
和父母之间的矛盾，不要父母离婚，
所以他在楼顶时一直在犹豫，但是当
时他站在楼边缘，所站的地方也才 1
米宽，加上他情绪失控，太阳又晒，只
要往前迈一步或是人有一点晕，就可
能掉落下去，极其危险。
“通过这个事
情，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如果感情
出现问题，一定要先考虑到未成年孩
子的情绪，正确处理这个问题，以免
刺激孩子做出极端的事情。
”

楼上聊天声音大
楼下男子伤人代价大

获刑半年

南国都市报 8 月 11 日讯（记者
何慧蓉 通讯员 赵庆春）郭某程现年
31 岁，事发时租住在海口美兰区
下贤二村一居民楼。2014 年 9 月 1
日 5 时许，因为楼上住户(被害人
吴某静)和朋友聊天声音大，男子
郭某程难以忍受上门争执，一气之
下持刀砍伤了对方左前手臂。经鉴
定，吴某静伤情属轻伤二级。潜逃
2 年多后，今年 1 月，警方将其抓
获归案。近日，海口美兰区法院以
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6 个月。

“私彩”窝点被端
36 人涉赌被抓

拘留 12 人
南国都市报 8 月 11 日讯（记者
王忠新 通讯员 李建龙 陈圣）6 月
25 日起，海南万宁边防支队组织
所属边防派出所部署开展了一次为
期一个半月的打击“私彩”违法犯
罪活动，截至8月8日，共查处“私
彩”案件 36 起，抓获涉赌人员 36
人，其中行政拘留12人，罚款24人
9600 元，扣押涉案资金 2489 元、
作案工具笔记电脑、打印机一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