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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妇半夜欲轻生
民警苦劝解心结

本报椰林 4 月 23 日电（记者程范淦 通讯员
夏勇 冯学奋）记者今天获悉，陵水黎族自治县椰
林镇一名妇女不堪儿子吸毒和打骂自己， 大半夜
跑到海边其母亲坟前欲上吊自尽， 幸被公安边防
支队椰林边防派出所民警及时发现并救下， 避免
了一起悲剧的发生。

4月 21日晚 11时许， 椰林边防派出所接到
群众电话称： 辖区一名五六十岁的妇女独自一人
在海边墓地走失，走失前还与家人说了一句“我
们今生再也不能做亲戚了”，似有轻生念头。 接警
后，椰林边防派出所立即出警，与老妇的亲戚在其
失踪的海边墓地展开全力搜索，但由于天色已黑，
手电筒光线微弱，加上墓地坟头较多，经过将近一
个小时的寻找， 最后在其母坟前找到了欲上吊自
尽的老妇。

起初老妇情绪激动，一直不停哭泣，但经过民
警和其亲戚近半小时的开导后， 她终于说出了自
杀的原因：老妇姓吴，膝下有两子，但是他们均染
上了毒瘾。 近段时间， 一个儿子刚刚解除强制戒
毒回到家中，老人本满心欢喜，但是其子回来后不
仅好吃懒做，还经常索要钱财，不给便威胁恐吓甚
至拳脚相向，心灰意冷的老妇选择以死来逃避。

了解事情的原委后， 民警劝导老妇要珍惜生
命，积极生活，并保证一定会好好教育其子，帮助
他尽快融入社会。 待老妇情绪平复后， 民警陪同
其亲戚将老妇安全地送回家中。

疯狂飞车贼
终被“飞鹰”擒

本报海口 4 月 23 日讯（记者李关平）近期，
一名男子骑摩托车趁夜色飞车抢夺， 一晚最多作
案 6 宗。 昨晚，该男子被琼山公安分局飞鹰大队
及时追击抓获，当晚此人已经作案 4起。

昨晚 22 时许， 飞鹰队员在国兴大道省政府
路段巡逻时， 发现一名男子驾驶一辆无牌红色摩
托车， 四处观望形迹可疑。 他沿着国兴大道自西
向东方向行驶， 在迎宾馆对面路段突然抢夺一名
骑电动车女士挎包，并加速向海府路逃跑。

一路跟踪的飞鹰队员立即展开追击， 同时向
公安指挥中心报告。 当晚 10 多名飞鹰队员立即
赶来。 在海府路五公祠附近， 飞鹰队员将嫌疑人
摩托车撞倒，嫌疑人弃车逃跑，而且一边跑一边扔
掉手机，企图毁灭赃物。 最终，飞鹰队员在加油站
附近将其抓获。

经审查，嫌疑人林某某(男，29 岁，澄迈县人)
曾在广州飞车抢夺被判入狱。 出狱后， 他回到海
口继续疯狂飞车抢夺。 从今年 3 月开始，已作案
数十宗。 被抓获的当晚，还分别于 21时在海口南
站、21 时 58 分在海甸岛燕泰酒店附近、22 时 05
分在海口宾馆、22 时 20 分在国兴大道迎宾馆对
面路段，飞车抢夺作案 4起。

警方现场查获被抢的褐色女士挎包一个，包
内有现金 310 元， 红色数码相机一部，iPhone4
等品牌手机 5 部，作案工具摩托车一辆，黄金项
链一条，金戒指一枚。 随后，飞鹰队员又在嫌疑人
落脚点缴获来历不明的手机、相机等物。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东方一渔民不慎落海
至今下落不明

本报八所 4 月 23 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唐艳媚 田小雷） 记者今天从八所海事局了解到，
海南儋州籍渔船“琼儋州 10103”22 日下午在北
部湾海域作业时， 船上一名渔民不慎落水。 经过
一天的紧张搜寻，至今下落不明，目前搜救工作仍
在进行中。

据悉，22日 14时左右，八所海事局值班室接
报，海南儋州籍渔船“琼儋州 10103”在八所港西
北方向 24 海里处进行捕捞作业时， 船上一名渔
民突然失踪，下落不明，请求救助。

经核实险情后， 八所海事局立即将险情通报
东方市人民政府和东方市海洋与渔业局， 要求协
调附近渔船搜寻失踪渔民。 同时， 派出 “海巡
11402”轮前往搜寻救助，联系事故海域附近过往
商船参与搜寻，并通过无线电播发救助信息，要求
过往船舶加强瞭望，注意搜寻落水人员。

今天，海事部门再次协调一艘船只前往搜寻，
但截至 23 日 18 时记者发稿时止，失踪渔民仍下
落不明，搜寻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中。林开建瘫痪在床，妻子忍不住直抹眼泪。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摄

临高男子帮五保户拆危房不慎坠落瘫痪，巨额医药费成沉重负担，
当地呼吁———

“不要让好人吃亏落泪！ ”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吴孝俊

4月 23 日下午，42 岁的林开建安
静地躺在临高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
下肢瘫痪、腰部生疮流脓的痛苦，无法
言说。 看着日益憔悴的妻子，想着沉重
的医药费，他的心情十分复杂。

热心助人意外瘫痪

林开建原是临高县皇桐镇美香村
一名身形健硕的农民， 经常帮助同村
孤寡老人修房、提水，一副热心肠远近
皆知，认识他的人都喜欢找他帮忙。

“当地村民叫他‘义工’。 ”皇桐
镇美香村党支部书记林昌平说， 因为
人善良、忠厚老实，林开建在村里有很
好的口碑和人缘。

去年 5 月 23 日，本来说好了和妻
子苏不雷一起出去打零工挣钱的，因
为同村陈大永的一声召唤， 林开建便
扔下一天可挣 80 元的工作，跑去义务
帮助陈大永的养母———一位 90 多岁
的五保户老人拆除危房。

没想到， 这一次帮人竟然出了意

外。 正在拆房的林开建一不小心从房
梁上坠落下来，当场昏迷，之后被紧急
送往临高县人民医院抢救， 被诊断为
腰椎骨折， 后被送往省农垦总局医院
救治， 虽保住了性命， 却从此下肢瘫
痪。

卧床一年病情加重

看着倒下的林开建， 妻子苏不雷
又急又怕， 她一边要照顾瘫痪在床的
丈夫，一边还要拼命打工挣钱，供儿女
上学。 大女儿林丽辉今年 15 岁了，念
初三，小儿子林进 13 岁，读小学六年
级。

更不幸的是，一年来，由于长期卧
床不起， 加上妻子的护理技术和精力
有限，林开建的病情加重了，腰部出现
皮肤溃疡，不仅生疮流脓，而且有感染
致命的风险。

3月 26日， 林开建再次被送往临
高县人民医院， 主治医师王世明为其
清理了创面后， 建议其转诊省城医院
医治。“由于创伤面大，有感染风险，如
果不积极治疗，可能有生命危险。

呼吁社会救救好人

可是， 巨额的医药费却将这贫寒
的一家人难住了。林开建的妻子苏不雷
告诉记者，自丈夫出事一年多来，已经
得到许多关照，先是林氏宗族捐出了 2
万元，为林开建医伤；后又收到皇桐镇
党委书记、镇长等个人捐款 2000多元；
美香村村委会还帮其申请了低保、办理
了残疾证。 尽管如此，原本就一贫如洗
的家里还是欠下了一屁股债。巨大的经
济困难如乌云般沉甸甸地压在了这家
人的头上。

“先后花了 10多万元，现在没钱，
没办法了。 ” 苏不雷急得常常以泪洗
面。

“无论如何，绝不能让好人吃亏、
落泪！ 希望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帮
助这一家人渡过难关。 ”采访中，皇桐
镇党委书记李赛美告诉记者， 林开建
的大女儿就快上高中了， 镇里正在考
虑向临高县教育局提交报告， 提议为
林丽辉减免高中学费， 并呼吁各界再
次向这一家人捐款。

（本报临城 4 月 23 日电）

“儿童彩票”实是忽悠消费
校门口“抽奖”泛滥，孩子着迷，家长担忧

本报海口 4 月 23 日讯（记者郭景水）
一张长方形的彩色卡片上，印着“一揭即
发 真真假假” 的字样， 让不少小学生着
迷。 近日，记者在海口市琼山区第二小学
校门附近发现，这种“祝你中大奖”的“儿
童彩票”让不少小学生着迷，站在摊位前
不断地在“抽奖”，希望自己有好手气。

当天 10 时 40 分，琼山第二小学放
学了。 “抽奖了，抽奖了！ ”许多小学生
围在了校门口的流动摊点前。 一名小学

生递给摊主一元钱， 然后就在一叠的彩
色卡片中抽出两张，撕开一张，丢在了地
上，又撕了一张，还是没中。

记者捡起丢在地上的一张彩色卡
片，发现正面上印着“超级现金王”。 揭
开内层，里面印着一定面额的钞票图样，
如果有“真的”字样就可以换取等额奖
金，揭中“假的”就是没有中奖，背面上
的“游戏规则”显示：“内设 1 元、2 元、
5元、10元、20元由小卖部支付。 50元、

100元由厂家支付”，并且还有“现场对
奖，离开无效”的字样。

记者注意到， 每名小学生少则抽 2
张，多则甚至超过 10次。 有一名女生抽
中了 2元钱，拿到了奖金。 但是，小女孩
当即就把这 2 元钱又递给摊主，要再抽
4 次。 不过好运没有再次光临，4 次过
后，小女孩一无所获。

在校门南侧， 地上丢弃的卡片不计
其数。 记者发现，种类还不少，有印着

“忽悠标兵”等字样的“搞笑奖状”，还
有“甜甜有惊喜、酸酸要努力”的“中国
儿童消费券 50元”等。

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记者看
到，抽中奖的小学生只有几个，绝大部分
的小学生都是“空手而归”。

对此，家长吴先生有点无奈：“我们
都知道这样的所谓抽奖很难抽到，但是
还在上小学的孩子只是想试一试自己的
手气，实际上相当于给小贩们送钱，希望

政府有关部门管一管。 ”
海南天泽律师事务所谢律师表示，

我国《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国务院特
许发行福利彩票、 体育彩票。 未经国务
院特许， 禁止发行其他彩票。 禁止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 销售境外彩
票。 ”所谓“儿童彩票”实际上是不良商
人私自印制、销售的“私彩”，利用少年
儿童好奇心强、自制力差的特点，来赚取
昧心钱，应当受到禁止和惩处。

小艇浪尖遇险 战士奋力相救

“海上蛟龙，好样的！ ”
本报三亚 4 月 23 日电 （记者苏

建强 通讯员薛成清 仲继军）“我们
的船翻了三次，要不是你们，后果不
堪设想……”4 月 23 日，在人民海军
成立 65 周年之际， 来三亚度假的游
客林耿章、王艳专程赶到海军某特战
团海训场，送上一面“见义勇为”的
锦旗，感谢在海上遇险时官兵们挺身
相救。

4月 16日 16时许， 该团组织官
兵回收海上靶标。出港时，排长卢济亮
在冲锋舟上看到海上有两人划着小艇
向外海驶去。此时正值退潮，海上风高
浪大。 卢济亮经过小艇时特意提醒他
们要注意安全。

“当时觉得没啥危险，过了灯塔，
我们继续往海上划， 不知不觉就划远
了。”回忆那一刻，林耿章仍心有余悸，
“真没想到，划到外海时突然波涛汹涌
……”小艇被海浪打翻了。他们一度试
着把小艇翻过来，再爬上去。 可是由于
艇小浪大，小艇接连翻了三次，他们也
没有力气了。

卢济亮收完靶标返航途中，看到那
艘小艇像树叶一样漂在海上， 随浪起
伏，十分危险。“涌浪一起来就看不到他

们了，浪平了又能看到他们的船，再过
一会儿，船和人都看不到了。”卢济亮立
即用对讲机呼叫附近橡皮艇上的战友
朱龙飞和吕明智，并让战友用冲锋舟把
靶标拖走，自己则带上朱龙飞和吕明智
火速赶往游客消失的方向。

在恶浪中疾驶 20 多分钟， 战士
们终于看到那艘底朝天的小艇，身着
救生衣的两名游客正在拼命挥手呼
救。

小心翼翼地操纵橡皮艇靠近后，
战士们奋力将他们拉了上来。

脱险后的王艳惊魂未定， 脸色苍
白，喘着粗气，浑身发抖，感激得泪流
满面：“你们真是我们的大救星！我们
已经筋疲力尽，再没人来救我们，后果
不堪设想啊……”

战士们把他们送到岸上后，就
悄然离开。 经过多方打听，林耿章和
王艳终于在海训场找到了救命恩
人。 “不用谢，我们是军人，这是我
们应该做的。”接过锦旗的卢济亮这
样说。当得知救命恩人是被誉为“海
上蛟龙”的特战队员时，林耿章和王
艳不禁竖起大拇指：“你们真是好样
的！ ”

船工拾金不昧，失主连声点赞———

红树林，景美人也美
本报海口 4 月 23 日讯 （记者许

春媚 通讯员钟礼元）“红树林景区的
人真好，那里景美人也美，去旅游真
让人放心！”今天上午，海口市民郑先
生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于电话那
头频频点“赞”。 几天前，郑先生一家
在海口红树林乡村旅游区游玩时，不
慎遗落相机， 在好心船工的帮助下，
相机最终失而复得。

4月 19 日上午， 郑先生带着一
家老小到红树林游玩。 “中午一点
多的时候， 我们逛完了木栈道准备
离开， 却突然发现随身携带的数码
相机不见了。 我记得坐船观赏红树
林的时候还拍了照。 ” 于是郑先生
返回码头去找乘坐过的电动游船，
却无功而返。

看到郑先生着急的模样，在码头
负责点票的工作人员便上前询问。 得
知详情后，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郑先
生，刚刚有一位船工已将相机送到了
景区服务台。 郑先生向景区服务台的
工作人员描述了失物的特征后，拿回

了遗失的相机。
“真是非常感谢那位好心船工和

几位热心的工作人员，红树林那里的
人真诚质朴，记者你要好好报道宣扬
一下这种拾金不昧和热心助人的美
德，让这个社会的风气更加美好。 ”

23日下午 4 时许，记者找到了拾
金不昧的船工林船， 这位肤色黝黑、
相貌憨厚的汉子连连摆手，不愿多谈
这件在他看来“很正常”的事情。

“在我们长宁头码头， 归还客人
失物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林船的
同事，长宁头村村民黄亚明表示，“客
人掉的东西就应该还给客人，我们这
些在红树林里开游船的船工一直都
是这么做的。 林船开船载客十几年，
都不知道帮客人捡回过多少次失物
归还了。 ”

“这是好风气，要鼓励！ ”红树林乡
村旅游区主要负责人刘显露告诉记者，
公司已经对林船拾金不昧的行为进行
了公开表彰，“下一步我们还要进行奖
励。 ”

好人天涯

一份检察建议收回
1.6亿土地出让金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谭伟斌）记者近
日从省检察院获悉， 在澄迈县检察院的检察建议
下， 该县国土资源局近期针对全县 24 家企业所
欠 7 亿多元土地出让金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截
至今年 4月 10日,已有 9家企业还款 1.6亿元。

2013年 10月, 澄迈县检察院在开展民事督
促起诉工作时发现, 该县国土资源局存在土地出
让金未能按时收回，且拖欠数额较大的情况。调查
发现，截至 2013 年 10 月，全县共有 24 家企业拖
欠土地出让金共计 7亿多元。今年初，查明拖欠土
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涉及 16宗土地；因改变土地用
途拖欠土地出让金价款的涉及 4宗土地； 因增加
容积率拖欠土地出让金差价款的涉及 7宗土地。

面对拖欠企业多、金额大、点散面广的实际情
况， 澄迈县检察院将监督重心放到有监管责任的
国土环境资源局。 通过开座谈会查阅档案资料、
数据分析等方式， 初步掌握了企业拖欠土地出让
金的形式和原因， 并向该县国土资源局发出检察
建议。 目前已收回 1.6亿元，其它欠款企业均作出
还款计划，正陆续还款。

丈夫送钱给“小三”
妻子诉讼要回 14万

本报讯 （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姜国
强 蓝海燕） 李刚与王娟（均为化名）是
一对年轻夫妻，婚后一直无子女。为了生
育孩子，丈夫李刚背着妻子在外养“小
三”，并先后给了对方十几万元。 妻子王
娟发现后将丈夫和“小三”告上法庭，要
求“小三”返还钱款。 近日，海南一中院
二审判决返还全部款项 14.2万元。

丈夫给了“小三”10多万

2007 年 1 月，李刚与王娟登记结
婚，婚后二人从事水果瓜菜的收购、销
售生意，但一直未生育子女。 2012 年
年初， 李刚在三亚某夜总会结识了李
晓莉，为了生孩子，二人发展为情人关
系。 相处期间，李刚先后多次向对方银
行转账共计 7 万元，另有现金存款 5.2
万元，赠予现金 5 万元。 李刚还为其刷
卡消费 2 万元用于购买东风日产小轿
车。

妻子王娟发现后， 要求李晓莉返还
款项未果，于 2012 年 11 月 23 日，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李刚将夫妻共同
财产合计 19.2 万元处分给李晓莉的行
为无效，并要求判李晓莉返还其非法获
取的 19.2万元。

一审因证据不足被驳回

为查明事实， 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
了某汽车销售服务公司的车款证明和李
晓莉的银行账户存款明细对账单。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李刚为了生
育孩子，无视社会公德，违反公序良俗
原则， 与李晓莉有暖昧关系， 应予谴
责。 李刚是否处分与王娟的共同财产
及是否赠与给李晓莉， 无依据予以足
证。 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
释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
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
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
果。 王娟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驳回王
娟的诉讼请求。

王娟不服一审判决， 向海南一中院
提起上诉。

二审判定赠予无效

海南一中院二审审理认为， 李刚
婚外结识李晓莉后，发生不正当男女
关系，李刚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
规定的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的义务，双
方的行为亦违反社会道德 、 公序良
俗，应予谴责。 二审中，李晓莉已自认
李刚通过银行转账 7 万元、现金存款
5.2 万元到其银行账户， 也确实使用
李刚的农业银行卡消费 2 万元用于
购买东风日产小轿车。 结合一审相关
证据，可以认定李刚合计将 14.2 万元
给与李晓莉。

至于王娟上诉主张李刚交 5万元现金

给李晓莉用于买车，因证据不足不予认定。
李刚给与李晓莉的钱财， 是基于

与李晓莉的婚外不正当男女关系，没有
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
系。 因此，李刚将 14.2 万元无偿给与李
晓莉的行为，属于赠与。李晓莉辩称李刚
存入其银行账户及其刷卡消费的款项，
部分是归还的欠款、 部分是两人一同赌
赢的钱、 部分是受李刚之托用于购买彩
票，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缺乏
事实依据。

李刚未经王娟同意， 擅自将夫妻共
有财产共计 14.2 万元赠与李晓莉，侵害
了王娟的合法财产权益， 且李晓莉亦非
有偿取得，故李刚的赠与行为无效。

综上所述， 海南一中院作出二审终
审判决， 李晓莉于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
内向王娟返还 14.2万元。

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夫妻
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经营所得
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任何
一方无权单独处分夫妻共同财
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
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
法第十七条 “关于夫或妻对夫妻
共同所有的财产， 有平等的处理
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1、夫或妻
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
平等的。 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
夫妻共同财产的， 任何一方均有
权决定。 2、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
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
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
得一致意见。 他人有理由相信其
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
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
对抗善意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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