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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一小区多名业主自建绿化池

住户投诉占用公共空间
南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 讯（实习记者
赵玉顺 文/图）近日，家住海口市海甸岛甸
花新村小区的刘女士向本报记者反映，小区
内有多位业主在公共空地自建绿化池。刘
女士认为，绿化池占用公共空地后，让小区
内少了许多停车位，
导致住户
“停车难”
。
“绿化池基本都是一楼住户占用自家门
前公共用地建的，几乎变成了自家庭院。”刘
女士质疑说，其他住户在公共用地被占的情
况下只能将车停到路上。11 日上午 10 点左
右，记者来到甸花新村小区了解情况。记者
发现，在该小区 8 栋楼前的空地上，有十余
个面积不等的用瓷砖围起来的绿化池，里面
栽种了树木和花草。据该小区物业方面的
相关负责人王平介绍，该小区建成于 1988
年 ，绿 化 池 建 成 也 已 有 20 年 左 右 的 时 间
了。王平说，起初小区车辆少，大家都觉得
绿化池挺好。但随着车辆增多，部分居民便

有了意见。
“ 小区划线车位有 40 多个，车辆
却至少有 100 辆，但我们物业也没有办法解
决这个问题。
”
随后，海口市美兰区城管局人民中队的
黄副中队长来到了现场。黄队长告诉记者，
如何处理相关绿化池，关键在于该小区修建
时的规划图纸。如果规划图纸表明该空地
的用途是停车位，那么就应当依法拆除；如
果表明是绿化用地那就无需拆除。
记者随后联系到海口市规划局，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涉及到的绿化池既不属于绿化
地也不属于停车位用地，而且绿化池没有经
过报建，建议由城管部门处理。黄队长得知
情况后表示，绿化池是否保留取决于该小区
业主。绿化池具有美化环境、净化空气的作
用，但如果多数业主反对保留，城管队员将
进一步和该小区物业以及建立绿化池的业
主说明情况，
做好下一步的拆除准备。

已倾尽所有的他们急需帮助

7 岁男孩患脑瘤 父母四处求医
“这是一种太罕见的疾病，没有征兆，我
们怎么也想不到，孩子摔跤是因为脑瘤导致
的。”在采访的过程中，唐强看着曾经活蹦乱
跳的孩子，一时之间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2 月初，小熠与妈妈在香港迪斯尼乐园
游玩，这期间，三次意外摔倒被家人认为是
调皮以及缺钙所致，从未想过是生病了。之
后，频频摔倒的小熠才引起父母的重视，直
至被确诊为脑胶质瘤，才让这个家庭感受到
孩子病情的严重性。
得知山东省烟台市的当地医院无法救
治，唐强与妻子带着孩子来到北京接受治
疗，3 月，小熠在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时，进
行了开颅切除手术，病情得到有效控制，随
后又转院进行放化疗治疗，进行 9 次治疗
后，小熠出现脑积血。小熠只能又转院回原

来的医院。5 月初，小熠因肺炎无法再继续
接受化疗治疗，只能再次转院。
“之后在北京一家儿童医院接受肺炎治
疗，但放化疗的治疗不能耽误，可孩子因为肺
炎不能接受化疗治疗，北京已经没有医院愿
意再接收孩子了。”唐强说，他开始不断地在
网上寻找医院。在与海南省肿瘤医院的副院
长李安民进行三次病情交流后，李安民表示
愿意帮助他们。即使李安民给的建议是：孩
子已到晚期，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延长孩子的
生命，唐强也选择千里迢迢到海南治疗。
“不
搏，孩子只能在家等死，我相信，只要我们坚
持，孩子一定能等到救命的药。”唐强说。

开车三千公里 带孩子到海南治疗
孩子在北京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唐强不
记得在医院刷了几次银行卡，但他知道，母
亲的房子卖了，借了亲戚朋友 20 多万元。
“目前家里已经花了七、八十万了。”唐强说，
他是一名退伍兵，
之前家里有车有房，算是小
康家庭，可现在为了给孩子治病，
已经倾尽家
产，没有能力再让孩子继续治疗了。
7 月 28 日下午，唐强从北京出发，因为
孩子不能坐飞机、火车，他开车行驶三千公
里，7 月 31 日晚上 11 点才将孩子送到医院，
目前孩子的病情得到控制。
“只要孩子的病情
不继续恶化，多辛苦我也会坚持下去。”

唐强在医院照顾小熠。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父母，他们的
爱非常感动我，中国好父母。
“海南省肿瘤医
院副院长李安民说，家长如此坚持以及信任，
医院会尽最大的努力延续孩子的生命。
如果您愿意帮助可怜的孩子小熠，请拨
打南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

消防夏令营落幕 孩子们收获满满
南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 讯（记者 王天
宇 通讯员 陈帅）11 日，由南国都市报和
三亚市公安消防支队共同组织的消防暑期
夏令营活动进入最后一天。学生们首先来
到金鸡岭消防体验室，跟随着教官的讲
解，先后认识了疏散指示灯、喷淋头等消
防产品。
随后，学生们还观看了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的操作演示，并对此
赞不绝口。
最后，消防暑期夏令营在一片欢腾和不
舍中顺利落下了帷幕。这 5 天时间里，24
名学生在严肃紧张而又活泼有趣的消防警营
中，同训练、同学习，顺利完成了预定的课
程设置内容，达到了活动的预期目的。
总结表彰会上，教官依次向 24 名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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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花新村小区内业主自建的绿化池。

山东一男孩患脑瘤，父母千里迢迢带到海南治疗
南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 讯（记者 孙春
丽 文/图）11 日，来自山东省烟台市的帅气
小男孩小熠躺在海南省肿瘤医院的病房里，
他今年 7 岁。2 月初，他还曾与父母到香港、
澳门等地游玩，如今却被确诊为脑胶质瘤晚
期。从病发到现在，小熠的亲人倾尽家产挽
救他的生命。
“钱没了还可以再赚，但生命没
了，孩子也就没了，我不想后悔没有尽最大的
努力去拯救孩子。
”小熠的父亲唐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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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颁发了奖状，授予了“小小消防兵”的荣
誉称号，并向学习和训练优秀的学生赠送了
奖品。
在学生们与教官的依依不舍中，首届消
防夏令营圆满结束。不少家长表示：“在这
里，孩子们学会了坚持、独立、团结和向
上，收获了汗水和感动，但也收获了消防知
识技能和朋友，孩子们收获满满。”

海口茅台酒“一瓶难求”

供应商称货少价高
南 国 都 市 报 热 线 966123 讯
（记者 王子遥）“现在茅台酒越来
越难买到了，我一下午走了不少大
型烟酒行，也就买到 3 瓶酒，价格
还很高。”8 日，海口市民吴先生
在朋友圈感慨道。记者走访发现，
以 53 度茅台飞天酒为代表的高档
茅台酒在目前海口市面上可谓“一
瓶难求”，不少代理商惜售观望，
一瓶茅台飞天酒的价格已经涨到
1800 元上下。
“我把秀英区大一些的烟酒行
都走遍了，绝大多数店主一听要茅
台酒，都摇手说没有货。”8 日下
午，海口市民吴先生说，转了一下
午，就买到 3 瓶。
多家酒行负责人告诉记者，自
5 月以来，海口市面上包括飞天茅
台在内的茅台酒，从 1100 元一路
飙涨至 1800 元上下。不仅如此，
目前海口市面上茅台酒存货还十分
有限，除了各中小型零售商拿货难
外，就连包括大润发、家乐福超市
在内的多家大型连锁超市都存在售
罄的情况。据家乐福超市公关部相
关负责人透露，目前海口 4 家家乐
福超市中有 3 家已经无茅台飞天酒
销售，剩余 1 家也仅剩不足十瓶。
家住海垦路的傅先生透露，他
此前就曾了解过身边哪些朋友习惯
藏一些好酒，特别是一些有酒行关
系的朋友。“买不到又急需时，就
向朋友寻求‘江湖救急’了。”傅
先生笑着说。
茅台酒供不应求的状况要持续
到何时呢？据具有直销渠道的一家
酒业工作人员介绍，自今年上半年
以来，茅台酒的销量在全国就已经
远超同期水平，下半年销售黄金期，
供不应求的情况已经进一步凸显；
这种供不应求、
“ 一瓶难求”的情况
短期内还将持续。价格更需等到供
应量回暖后才能缓慢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