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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一公交车站人行道被霸占

共享单车：
“走”你的路，让你无路可走
美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表示将加强管理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 月 14 日讯（记者 孙春丽 文/图）1 月 11
日，市民邝先生向新海南客户端、南海
网、南国都市报反映，海口市美兰区绿岛
家园公交车站人行道有共享单车乱堆放
的情况，严重影响市民通行和市容市貌，
亟待整治。
邝先生称，他每天接送孩子上幼儿园
都要经过绿岛家园公交车站，共享单车乱
停放在人行道已有近一年时间，一直没有
得到解决。
“ 原先堆放在这里的共享单车
只有十几辆，每天都有增加，现在已经堆
到上千、近万辆了。”
邝先生说。
在海甸五西路的绿岛家园公交站附
近，记者在人行道上看到两侧堆满了共享
单车，非停放区域也停放着很多共享单
车。记者注意到，这些共享单车并非故障
车辆，
很多都是可以使用的正常车辆。
“这些共享单车在这里停放好几年

为爱发令

了，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的人行道都堆满
了，近万辆估计是有的，公司让我义务扶
起这些倒下的共享单车，但我一个人扶不
完啊。”在该路段负责清洁的环卫工人李
姐说，这种现象除了影响市容市貌，也严
重影响她的工作，共享单车堆放的地方根
本清理不了垃圾。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每天都会来绿
岛家园公交站等车，但公交站后面的非机
动车道以及人行道上，都被肆意停放的共
享单车占据，走路十分不便。”
陈女士说。
“我反映过 12345 热线，12345 热线
反映到城管，反映一次就会有人来清个一
两天，很快又会恢复原样，我觉得一个是

我省发出首份家庭教育令

责令“失职”父亲切实履行监护职责，为子女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 月 14 日讯（记者 梁振文）2022 年 1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
式施行。1 月 11 日，儋州法院白马井中心
人民法庭当庭发出海南省法院首份家庭
教育令，并联合新州镇妇联和白马井镇社
会综治办工作人员对义务履行人羊某某
进行深刻教育，指导其承担起对未成年人
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
本案中，原告梁某某与被告羊某某系

春运志愿者
招募令

人行道堆满共享单车，行人较难通行。

公司乱投放，一个就是部门没有去监督管
理到位。”
蔡女士说。
居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属地
化管理，积极“清障”，别让共享单车堵住
了行人去路，相关企业也应该注意末端管
理，别让共享单车继续
“野蛮生长”
。
采访当天，记者看到，停放在该区域
的主要是哈啰单车。为了尽快恢复道路
畅通，记者将情况反映给辖区的综合行政
执法部门，海口市美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工作人员表示，该处共享车辆过多，已进
行调度清理，
日常会加强巡查。
“我们将通过交警等多部门联动，尽
快清理，下一步希望从治本方面做，约谈
共享单车企业，把共享单车停放控制在
合理的范围。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街道综
合行政执法中队队员刘先生说，共享单
车乱停放现象较为普遍，他们也出动过
人力、物力清理，但总会“死灰复燃”。

夫妻关系，且共同生育两名子女，均为学
龄前儿童。婚姻期间，由于被告羊某某怠
于承担家庭责任，致使原告无法忍受，诉
至法院申请离婚。为着力化解被告在家
庭教育责任缺位这一核心矛盾，承办法官
吕文虎认为若仅简单判决原被告离婚，易
造成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缺失良好的家庭
关系支撑。于是向被告羊某某当庭发出
《家庭教育令》，要求其与未成年子女同
住，切实履行监护职责，为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如义务履行
人违反裁定，怠于履行其家庭教育责任，
法院将视情况对其予以训诫、罚款、拘留；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庭后，法庭还联合新州镇妇联和白马
井镇社会综治办工作人员，对义务履行人
羊某某进行了深刻教育。在多方的共同努
力下，原告梁某某也表示愿意再给被告羊
某某一次机会，
一起用心抚育子女，
最终撤
回起诉。

大型影片“春运回家”在海南多市县开拍

主角报名中……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月14日讯（记者 钟圆圆）2022年春运将
至，为保障春运平安、快捷、有序，海南多
市县团委陆续启动保障春运的志愿者活
动，
公开招募大学生志愿者。
共青团保亭县委开启“暖冬行动”
，向
社会公开招募50名大学生志愿者，派驻
到保亭县汽车站、保亭县汽车运输公司中
巴站，开展综合咨询等志愿服务。报名时
间为1月12日-1月15日18时，志愿服务时
间从1月17日持续到2月13日，1月31日2月6日不上岗。

1月13日，2022年乐东春运“暖冬行
动”
志愿活动开始招募志愿者。乐东计划
将志愿者安排到乐东县汽车站、黄流动车
站、九所动车站开展志愿活动。
1月14日，2022年定安县“爱心暖冬·
情满旅途”春运志愿服务活动启动，计划
招募20名定安籍高校大学生，在定安县
汽车站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即日起至1
月17日下午18时报名。
屯昌开展“佳节尚文明 志愿关爱行”
春节系列志愿服务活动，计划招募70名
志愿者，
1月17日前可报名。

目前陵水已启动“暖冬行 传递爱”
主题系列志愿服务活动。文昌“暖冬行
动”
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的志愿者已开始接
受岗前培训。
据 悉 ，“ 暖 冬 行 动 ” 系 列 活 动 内
容丰富，部分市县团委明确为参与活
动的志愿者提供每天 80 元误餐费，为
参与服务的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证
明，并在“志愿汇”在线记录志愿服
务时长。
有意参加活动的志愿者可通过各
市县团委的微信公众号获取报名信息。

一男一女为买奶茶

抢了 20 元

3 个小时后警察找上门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
都市报 1 月 14 日讯（记者 吴岳文）
“110 吗，我要报案，我被人打了，还
被抢走 20 块钱，你们快来……”日
前，文昌市公安局接到了群众陈某
某的报警电话。接到报案后，民警
迅速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取证。
陈某某介绍说:“ 我当时正在
屋里休息，有一男一女走进来问我
有没有钱，我说没有，他们就把我
推倒了，抢走了从我身上找到 20 块
钱，还踢了我一脚。”根据陈某某的
描述，民警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身份。3 个小时后，成功将犯罪嫌
疑 人 陈 某 某、詹 某 某 抓 获 。 经 审
讯，2 名犯罪嫌疑人对抢劫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据悉，嫌疑人和被
害人是同村村民，当天 2 人途经陈
某某家时，看到只有陈某某一人在
家，就萌生了抢点钱买东西吃的想
法。在抢得 20 元后，2 人就去附近
的水吧买了奶茶喝。
“我觉得只有 20 块钱，不是什
么大不了的事……”嫌疑人对自己
的行为仍不以为然。
“ 无论金额大
小，只要实施了抢劫行为，就构成
抢劫罪。”在民警的教育下，两人这
才明白自己已经触犯了法律。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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