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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晚上散步打电话掉下 10 米高桥

3 路管员涉险背出伤者
南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 讯（记者 孙学
新）近日，一名女子夜间在三亚崖城万代桥
上散步，不慎从桥上坠落至 10 米以下的桥
底，摔伤了无法脱险，桥底下地形复杂救援
车辆也开不过去。危急之时，3 名路管员穿
过小路找到桥底下，将坠落摔伤的女子背了
出来送医救治。
3 月 11 日晚上 8 点多，一名女子在崖城
万代桥上散步，一边跟朋友打电话聊天。当
时天色较晚，该女子没看清楚路面情况，一
不留神踩空从 10 米多高的桥上掉了下去。
即使桥底下是一片芦苇地，该女子仍摔伤不
能动弹。
幸运的是，该女子掉下去的时候，有人
注意到了她遇险的情况，及时打电话报警求
助。很快，崖城派出所路管员黎学辉、韩平
定、符必宇赶到现场开展救援。
“万代桥年头很长，还没修复好。考虑
到救援可能涉水，我们抓紧准备了救生衣和
救生圈准备救援。后来我们在现场发现，事
发位置比较特殊，就连消防车都开不进去，
救援十分困难。”凭借着对周边地形的熟悉，
路管员想起来，有条通往桥底的小路，便立

民警将坠桥受伤女子背出送医（图片由警方提供）
即摸黑走进小路，穿过地形复杂的芦苇地和
树林区，终于找到了掉落在桥底的女子。
情况危急，3 名路管员立即背起受伤女
子往岸边赶去。因小路坎坷，路管员们摸黑

开路，轮流背人。最终，成功将受伤女子解
救出来，送往崖城卫生院进行紧急治疗。目
前，该女子已转移至三亚市医院进行全面检
查。

儋州 16 岁女孩负气出走

热心人“圈”里接力找回孩子
南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 讯（记者 梁振
文）3 月 12 日，一条寻找 16 岁自闭症少女朱
壮玲的寻人启事在儋州市不少的市民好友
圈中“刷屏”，牵动着大伙儿的心。最终在广
大热心市民的爱心接力下，当晚 11 时 10 分
左右，昏睡在杂草中的朱壮玲被学校的老师
和家人找到带回家中。
“那天傍晚，我看到她的手腕正在流血
便上前询问，却不想孩子非常抵触。”3 月 13
日，回忆起小玲出走的当晚，爷爷朱先生说，
当天孩子放学回家就在家中哭泣，小孙子见
状便把情况告诉了爷爷，却不想小玲非常抵
触地将爷爷推开夺门而出。
朱先生说，小玲跑得很快，由于年迈他

追不上，眼看她消失在自己视野当中。朱先
生说，随后他们便发动亲友在儋州市那大城
区进行通宵达旦的寻找，仍旧苦寻无果。随
后，辖区警方也派出民警协助寻找。
寻找小玲的寻人启事一经发出得到了
爱心市民的接力转发，也得到小玲所就读的
学校儋州市民族中学全体师生的关注。
“当天下午，我出村跑运输的时候发现
有一名学生伏在村路口凉亭的石桌上，很有
可能就是大伙儿要找的那个孩子。”12 日晚
10 时 30 分许，在儋州市兰洋镇兰洋村村民
的一个微信群，一条消息引起了儋州市民族
中学教师万亚乙的重视，随即他便联系发送
该消息的人员后向校方汇报。

当儋州市民族中学负责人黎秀奎等人
到达兰洋村村口的凉亭时并没有发现小玲
在亭内。初春的乡村有些寒冷，孩子能去哪
呢？在得知校方前来兰洋村寻找走失的小
玲后，爱心纷纷聚集兰洋村村口小小的凉
亭，摸着夜色，民族中学的教师、兰洋镇政府
的工作人员、兰洋镇的小学校长和老师、镇
武装部的工作人员，还有叫不出姓名的陌生
村民……黎秀奎说，随后他们便以小凉亭为
中心进行寻找，乡村的文化馆、未建成使用
的房地产项目甚至树林和芭蕉头爱心市民
都要仔细查看。一天多不吃不喝的昏睡在
草丛中的小玲醒了过来，她缓缓的走向凉
亭，
最终被大伙儿发现带回了家。

文昌十多万斤南瓜 0.6 元/斤都等不到买主

产量高，市价低，怎么办？
南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 讯（记者 易
帆 吴岳文 王子遥）
“今年南瓜收成很好，可
市场行情却不好，眼看地里的南瓜一天天成
熟了，却还没打开销路。”13 日，文昌东阁镇
凤头村委会干部林月梅打进南国都市报热
线 966123 求助，希望通过媒体报道帮助村
民们打开销路。
林月梅向记者介绍，村里的贫困户辛苦
种了 30 多亩南瓜，产量约有 10 多万斤，去年
同期收购价一斤 9 毛钱，如今 6 毛钱一斤，还
是没有客商来收购。记者在种植户林涕的
田地里看到，硕果累累，一个个南瓜长相良
好。
“ 我们凤头村种植的南瓜品种为蜜本南
瓜，肉厚、肉质面、口感甘甜、细腻。”村民林
涕说，这些南瓜耐储存，是国内多年精心选

育的优良品种。
“现在南瓜已经成熟，但还没有客商来
收，怕再过段时间，天气热了南瓜就会烂在
地里。”林月梅焦急地说，近几日来，贫困户
已经把南瓜运一些到农贸市场销售，但靠单
一零售销量小，
希望能有客商批量收购。
林月梅介绍，目前滞销的南瓜共涉及了
7 户农户，其中就有 2 户是贫困户。
“ 现在不
少客商给的收购价都太低，农户们只盼能保
本销售。”
“现在南瓜价格是比较低，我们的进货
价也就 0.8 元-1.5 元之间，市民购买的热情
也不是很高。”在秀英海玻市场经营蔬菜摊
的刘阿姨表示，相比叶菜，作为瓜菜类的南
瓜的销售情况并没有优势，目前南瓜大批量

产出，经销商们担心烂在手里也不敢多要
货，所以末端销售的南瓜需求量与以往并没
有较大变化，零售价格也只是小幅波动。
13 日，林月梅告诉记者，凤头村的南瓜
已经在海南爱心扶贫网上销售，只要客户下
单，就可以发货。
“ 今天以来，还是有不少电
话打进来，零散的订单比较多，目前已经卖
了 3 万多斤。”
林月梅说。
记者注意到，
截至13日下午，
在爱心扶贫
网上已有 300 多笔订单。
“看到我们发布的南
瓜滞销消息，
海南农信社的员工就自发组织团
购，
购买了一些。
”
海南爱心扶贫网相关负责人
说，
有不少爱心网友关注到了瓜农的困难，
积
极帮忙转发扩散。如果您有需求，
帮助农户分
忧，
请与林月梅联系，
电话：
18876709167。

贵州男子琼海迷路

饿了两天回不了工地
琼贵两地警方联手找到家人

南 国 都 市 报 热 线 966123 讯
（记者陈康 通讯员王敬雄 黄政）贵
州男子班某成从老家来琼海务工
才六七天时间，他独自一人从工地
走到嘉积街道上逛一逛，没想到，
迷路两天两夜都找不到工地。3 月
12 日，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联合城北派出所，通过贵州警方才
联系到其家人，并平安回到工地。
据了解，3 月 12 日 17 时左右，
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路管
员在富海路先锋城红绿灯站岗执
勤时，一名男子向路管员求助，称
自己是贵州人，因对琼海市的道路
不熟悉，只身一人从工地出来后忘
了回去的路线，只依稀记得工地旁
边有个学校，如今身上又没钱又没
手机，无法联系上家人和朋友，已
经走了两天两夜没吃过东西，疲惫
不堪，
无奈之下才想着求助警察。
交管大队路管员听了介绍，立
即向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报告，
并到周边商店买食物和矿泉水为
该男子解饥渴之困，耐心安慰，稳
定情绪，消除顾虑。城北派出所民
警赶到现场，将该男子接到派出所
后，通过身份查询，得知该男子今
年 42 岁，
是贵州人，名叫班某成。
城北派出所民警立即通过贵
州警方才联系上班某成的家属，
其家属与在琼海做工班某成的弟
弟联系，并到城北派出所将班某
成接回。

高速路货车侧翻
消防救出被困司机
南 国 都 市 报 热 线 966123 讯
（记者 王康景 通讯员 逄宇 文/图）
13 日早 7 时 16 分，位于海南环岛高
速路三亚往海口方向临高路段 1 辆
货车侧翻，1 人被困，过路车辆发现
情况后拨打报警电话，请求派人处
理。临高消防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后，立即调派 3 车、16 名指战员赶
赴现场实施处置。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发现，
是 1 辆满载沙土的货车撞破护栏侧
翻出高速路，翻到低于路面 5 米左
右的树丛，车内司机被困，询问司
机后发现司机两腿卡住无法逃脱。
消防人员利用液压破拆工具
组破拆车辆对被困司机实行救
援。由于现场树丛枝蔓多，救援空
间狭小，消防人员先破拆车头玻璃
后，再深入车头内部救人。上午 8
时 11 分，司机获解救。

消防人员救出被困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