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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五指山9月23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员
容炜俊）以前，《黎族传统文化》、《黎族服装图释》等
书籍，对黎族服饰有简单粗略介绍，但都是以图片介
绍为主，流于表面，没有做深入分析和研究。经过一
年多时间的调研、采集、编撰、修改，前不久，由海南
省文体厅主编，省民族研究所组编的《黎族服饰》正
式出版，该书全面系统介绍了黎族五大方言传统服
饰的历史渊源、基本特征、制作工艺等，并首次把黎
族装饰品纳入黎族服饰研究。

据悉，《黎族服饰》是国家非遗项目“黎族服饰”
保护的研究资料，全书39万字，分黎族服饰综述、黎
族妇女服饰、黎族男子服饰、黎族特殊服饰等八个篇
章，图文并茂，以文字介绍为主，辅以图片说明。该
书编纂工作于2012年3月启动，具体由省民族研究
所专家负责撰写，历经一年多时间，2013年7月完
成初步排版并印成书样。

省民族研究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书主要
有3大亮点，将黎族五大方言服饰特征进行细分，并
深入方言之下的土方言，这是以前所没有研究过的；
第一次对黎族服饰图案文化内涵进行考究；第一次
将黎族装饰品纳入黎族服饰研究。该负责人表示，
《黎族服饰》一书出版的最终目的是希望抢救、挖掘
更多的黎族传统服饰，通过整理、研究、传承，培养更
多的黎族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宣传、弘扬海南黎族
传统服饰文化。同时，对黎族传统服饰进行改良、创
新、提升，将黎族传统服饰元素与现代服饰元素紧密
结合，使黎族服饰更能融入现代社会当中。

我省非遗丛书
《黎族服饰》出版
系统介绍了黎族五大方言传统服饰

本报石碌9月23日电（记者黄能）台风“海鸥”
影响我省期间，昌江黎族自治县两辆客车接到停班
通知后仍违规跨境运营，被责令停班15天，罚款
3000元。这是记者从昌江交通管理总站了解到的。

据昌江交通管理总站副站长李波介绍，9月15
日下午，他们对全县所有营运车辆发出16日停班的
通知，但在16日上午10时进行监控时发现，该县六
龙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的琼D52650和金龙实业有限
公司的琼D52750两辆客车不仅没有停班，还超越
经营范围，本是从石碌到霸王岭的区间班线车，却载
客从昌江运往定安。此举违反了现行的《道路旅客
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应给予罚款1000至3000
元，又是台风期间，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应从重处
罚，最终责令两车停班15天，罚款3000元。

据了解，当天监控还发现，六龙公司另有琼
D52625、琼D52630两辆客车在县域内违规超越经
营范围运营，被罚款1000元，还有琼D52702、琼
D52172、琼D52529等共9辆客车未按要求停班，被
严重警告和责令停班一天；金龙公司另有琼
D52085、琼D52082、琼D51981等共10辆客车未
按要求停班，被严重警告和责令停班一天，该公司被
严重警告一次，并责令进行整改。

台风期间违规跨境运营

昌江2客车被责令
停班15天罚款3000元

本报三亚9月23日电（记者符王润）三亚市
“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今天在三亚明珠广场开展
三亚市侵权盗版及非法出版物集中销毁活动，
销毁一年以来查扣的 2万余件非法及盗版出版
物。

除了将缴获的盗版光碟及非法出版刊物一一用
搅碎机进行销毁外，“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在活动现
场还组织了市民开展“拒绝侵权盗版、共筑文明三
亚”主题签名活动，观看宣传展板、领取优惠购书签
和宣传折页，通过开展这些活动，使“扫黄打非”意识
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创
造、支持正版、拒绝盗版的良好氛围。

据介绍，今年以来三亚市文化执法、三亚海
关、工商、公安、交通、邮政等有关部门齐抓共管，
深入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传播非法出版物专
项行动，着力开展打击侵权盗版和非法出版中小
学教辅材料工作，严厉查缴非法出版物和盗版光
碟。一年来三亚全市共收缴侵权盗版出版物
26000余件，检查出版物经营场所220家次，取缔
非法游商39起。

三亚集中销毁2万余件
非法出版物和盗版光碟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周月
光 通讯员何海丹）消费者何先生购买的
苹果手机出现故障，多次交涉，苹果手机
海口售后服务中心都以防水标签变色为
由拒绝维修。今天，在工商部门的调解
下，售后服务商最终同意给他解决问题。

今年5月1日，在海口市海秀路的
国美电器城，何先生花2200元购买了
一部苹果4S手机。9月21日，手机屏
幕突然出现不断闪动现象，来电号码、
短信内容以及屏幕标签等都看不清，但

能够通话，也能够上网。
什么原因导致的故障？何先生把手

机送到苹果手机海口售后服务中心。一
名售后服务员看后说，手机排线坏了，拆
机重装排线就好了。但是，现场拆机重
装排线后，手机屏幕闪动现象依然没有
消除。售后服务中心马经理检查手机后
告诉何先生：根据有关规定，电子产品进
液后，都不再进行“三包”。

“手机哪里进液了？”何先生说，手
机他一直带在身上，从没掉进过水里，
不可能有液体进入。

马经理说，苹果手机的耳机孔底
部、充电接口处和后盖内这3个地方有
验证进液的设备，何先生送来的手机耳
机孔底部的进液试纸变红、充电接口有
潮迹，证明手机进液了。

“为什么手机耳机孔底部试纸变红

就是进液了？当初买手机的时候也许
就是已经变成红色的了！再说，现场打
开后也确实没有发现进液的现象，凭什
么说手机进液了？手机屏幕出现问题，
怎么能证明是进液引起的？而不是其
它的质量问题？”

对何先生的一连串质问，苹果手机
售后服务中心不回答，但是，坚持不给
何先生手机进行“三包”。

拨打12315后，何先生与苹果手机服
务中心马经理一起来到海口市金龙工商所。

在工商所，双方都提出对手机是否
进液进行技术检测。马经理提出：送到
苹果公司在上海的总部进行检测，费用
由苹果公司承担。但何先生不同意，他
认为苹果公司上海总部给自己的产品
进行检测，出具的报告没有权威性，不
可信，必须由第三方进行检测。马经理

说，第三方检测也可以，但是费用由何
先生垫付。何先生不同意，认为苹果公
司有义务拿出手机进液的权威证据。

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金龙工商所所
长陈起武建议：苹果海口售后服务中心以
手机不能正常使用为由，由上级公司申请

“三包”服务，更换一部新手机；如果申请通
不过，由海口售后服务中心进行免费维修。

苹果手机海口售后服务中心提出，
如果能够换一部新手机，那自然最好，
按规定继续提供“三包”服务；如果不能
换新手机，海口售后服务中心免费维修
后，何先生的手机将不再享受“三包”服
务。经过权衡，何先生同意上述方案。

陈起武说，苹果售后服务与其它手
机有点不一样，消费者维权不容易，如
果确定没有进液，就应该积极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手机是否进液由谁来判？
消费者与售后服务商各执一词，经调解，消费者获免费维修

本报嘉积9月23日电（记者邓海
宁）今天是“百城百网海南深呼吸——
2014全国重点网络媒体海南行”的第
三天，走过四宜三养的省会海口、养老
之乡的澄迈之后采访团来到了美丽的
琼海，感受这里的田园风光和迷人景
色，并纷纷为琼海“不砍树、不拆房、不
占田，就地城镇化”的发展理念点赞。

刚进中原镇，采访团就立即被这里
处处都散发出的南洋气息所吸引，整齐
的连排屋顶、精致的雕花立柱、风格怀
旧的街灯，还有桃红、橘黄、天蓝、翠绿
等充满南洋色调和风格的骑楼建筑，让
采访团的记者们目不暇接。而树干上
爬满蕨类寄生植物，宛如穿上一件毛茸
茸“绿毛衣”的藤萝雨树更是让不少采
访团的记者们驻足观赏并拍摄留影。

中国日报网编辑毕楠表示，这是她第一
次看到这样的树，感觉非常新奇。

随后，记者们来到了地处万泉河
中游的万泉镇，漫步于万泉河畔的绿
道上，感受绿道里的林荫密布、重重绿
意。谁都不曾想到，这里以前曾是荒
弃、堆放垃圾的地方，而绿道里看到的
绿林其实就是当地居民种植的槟榔树
等经济作物，自然风光和人造绿道相

得益彰，丝毫不显突兀。随后，采访团
来到了一间装饰别致的咖啡馆，在品
尝过琼海的特色小吃后，记者们赞不
绝口，并将拍有美食的照片上传到网
络分享。

“绿道的自然景致很美，虽然现在
海南的天气很炎热，但是走在绿道里
感觉很凉爽。这种不破坏小镇原生态
的开发理念很好。”中国青年网的李

竞生说道，万泉镇在开发时将自然、
人文、历史等融为一体，不生硬，这个
概念很精致。

据悉，琼海市从 2013 年全面启
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以来，在“三不一
就”（不砍树、不拆房、不占田，就地城
镇化）的总体原则下，现在已经成为
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典范，在为当
地百姓带来更加美丽的家园的同时

还更好地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品质。
下一步琼海还将按照“以产兴镇、设
施配套、宜居宜业、特色鲜明”的要
求，全面完成龙江等6个风情小镇的
建设，把中原、潭门等原有风情小镇
做到极致，以“国家农业公园”作为特
色城镇化建设中促进农村发展的重
要抓手，进一步推进农旅融合，促进
农民增收。

“2014全国重点网络媒体海南行”走进琼海

田园美在浓绿 城镇美在风情

本报嘉积9月23日电（记者邓海
宁）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南海网主
办的“请到海南深呼吸——2014全国
重点网络媒体海南行”活动于9月20
日启动，引起国内重点网络媒体高度关
注。截至9月23日，“百城百网海南深
呼吸”网络专题首批已走进全国20个
城市，共有40多家有影响力的国内重
点网络媒体同步推介。

“百城百网海南深呼吸”网络专
题通过缤纷海南、实景海南、触摸海
南、我爱海南、宜居海南等篇章展示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进程，是“百
城百网海南深呼吸”海南形象推广
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百城百网海
南深呼吸”网络专题首批已走进国
内的北京、重庆、天津、深圳、西安、
合肥、厦门、长沙等 20个城市，包括

中国新闻网、中国网、环球网、东方
网、大河网、华龙网、胶东在线、中国
江苏网等 40 多家国内有影响力的
网络媒体同步推介，并通过各自的
专题展示，记录海南群众的幸福生
活、旅游业态。

“请到海南深呼吸——2014全国
重点网络媒体海南行”活动期间，来自
央广网、中国网、凤凰网等全国50多家

网媒的记者将用一周时间，深入海南海
口、澄迈、琼海、万宁、陵水、三亚等6个
市县，以新闻记者敏锐的视角挖掘发现
海南之美，并通过网站、微博、微信等新
媒体手段宣传海南，传播海南绿色崛起
全新形象。

据海南舆情研究中心监测，包括
前期宣传和首日活动在内，“网媒海
南行”总体发稿数量已达到 1354 篇

次。《海口将建国际商品交易直销
店》、《网媒记者游海口红树林对“海
上森林”赞叹不已》、《西海岸发展论
坛：奥体中心填海口文体产业空白》、
《海南舆情研究中心正式启动发布海
南首份政务微博报告》、《全国网媒记
者发精彩微博点赞澄迈长寿文化》等
重点稿件被多家重点网媒广为传播
关注。

“百城百网海南深呼吸”首批网络专题已走进全国20个城市

已有1300多篇美文挖掘海南之美

每
周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宗兆
宣）22日上午一辆20路公交车在车站附
近倒车，撞倒一辆自行车并碾死2岁女
童，这令人痛心疾首的一幕敲响了公交
车安全停靠车站的警钟。而记者22日
在海口街头走访发现，公交车未按规定
停靠在车站黄线内现象非常普遍。

多辆公交车马路中间停车
22日晚8时许，记者在海口振兴路

红塔小区公交车站守候发现，在约20分
钟的时间里，连续2辆自西向东行驶的
62路公交车到达该公交车站时，根本没
有进站停靠，而是直接停在马路中间落
客。一些乘客下车时和疾驶的电动车
擦肩而过，非常危险。晚9时30分，记
者来到位于海口红城湖省烟草公司公
交车站，一辆14路公交车直接在距离车
站黄线2米远的距离停车，公交车后面
的机动车全被挡在马路上，无法通行。
记者先后在海口城西路、学院路等多路
段走访发现，公交车未按要求停靠在车
站黄线内现象非常普遍。

多个公交车站被人为侵占
22日晚9时许，在海口兴丹路海南

省农业科学院门前的公交站台，记者看
到一个烧烤摊直接挡在公交站台前面，
公交车根本无法入站停靠。在海口红
城湖路某粥城门前的公交站台，4辆轿
车停在公交车站黄线位置，完全“占领”
了车站。而在海口学院路路口公交车
站，22日中午和晚上的时间全部停满了
轿车，公交车根本无法停靠。

未进站停靠公交车将受罚
海口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海口市交通局工作人员经常到路面
检查，一旦发现公交车未按规定进站停
靠，会及时予以处罚。海口公交集团每
天也有专门稽查人员上路检查，发现公
交车未进站停靠会予以罚款。市民如
发现海口公交集团的公交车未按规定
进站停靠，可拨打电话66663066进行
举报，公司会及时处理责任司机。

马路上随意停车、站台常被侵占

街头公交车
步步惊心

本报海口 9月 23日讯 （记者周
月光）小区里建养殖场，城管为什么
只贴整改通知，却不见行动？今天，
海口市高登街中行宿舍小区居民再
次致电本报热线，反映小区里的非法
养殖场过了城管下达责令整改期依
然没有动静。

位于琼山区高登街的中行宿舍小
区，有人长期霸占小区公共停车场，搭
建一排简易棚，养殖近20笼子鸡和鸽
子，成为污染之源，严重影响小区环
境。8月22日，本报以《居民区内建养
殖场》为题，报道了这种在城市居民小
区建非法养殖场的现象。

在此篇报道中，琼山区城管大队派

执法人员赶到中行宿舍小区，现场张贴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于
2014年 9月5日前改正，自行停止饲
养，拆除饲养笼等并清理现场。

今天下午，记者再次来到中行宿舍
小区看到，近20个笼子都还在小区里，
多数里面还有鸡，对小区的污染一点没
有减少。

为什么整改期过了多天还没有变
化？对此，琼山区城管执法大队一位冯
姓负责人解释：曾经多次派人去中行宿
舍小区执法，也曾想过没收笼子甚至进
行罚款等处罚，但是，由于养殖场主人
不配合，一直没有好办法，只能进行劝
说；下一步将向领导汇报。

居民区非法办养殖场

限期整改为何仍不拆？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宗兆

宣）“你们快过来看看吧，位于滨海大道
水产码头的批发商把海水浸泡过的食、
用品晾晒后又批发给商贩，非常不卫
生，希望媒体能制止这种行为。”今天上
午，海口市民吴先生拨打媒体爆料电话
痛斥一些不良商家的做法。

吴先生是一家饮品店老板，经常到
水产码头批发食品和一次性用品。21
日中午，吴先生来到水产码头一次性用
品批发店前，发现几家批发店都在门口
晾晒一次性塑料吸管、水杯、筷子等用
品，这些一次性用品上有水渍和海水浸
泡过的味道，明显是被“海鸥”台风导致
内涝浸泡过的。

今天上午，记者在水产码头看到，
一些批发商把被海水浸泡过的酒水、
一次性水杯等食、用品放在商铺外曝
晒，上面有明显水痕。整个水产码头
市场被海水倒灌后的垃圾还有很多，
在阳光照射下散发出阵阵臭味。滨海
食药监所执法人员接报后于中午赶到
了现场，对2户商家晾晒的酒和炼乳进
行登记，责令商家不得销售这些被水
泡过或发霉的食品。商家当场承诺，
会把这些食品晒干后退回厂家，保证
不会销售。滨海食药监所负责人施东
华告诉记者，食药监部门已经掌握商
家晾晒水浸泡食品的情况，会加强监
督，保证这些食品不流入市场。

泡了晒了就能卖了？
海口水产码头批发商销售海水浸泡用品被调查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税收秩

序，共建和谐税收，海南省地方税

务局欢迎社会各界对税收违法行

为进行检举。我们郑重承诺：严

守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

底。检举的税收违法行为经立案

查实处理并依法将税款收缴入库

的，依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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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知识送上门
9月22日，三亚市公安消防支队培

训人员在三亚蜈支洲岛珊瑚酒店组织酒
店员工开展消防安全演练。

为做好国庆长假期间的消防安
全保卫工作。三亚市公安消防支队
培训人员在三亚蜈支洲岛珊瑚酒店
对酒店员工开展消防知识培训。针
对景区酒店防火、发生火灾的重点部
位的防火要求、初起火灾的扑救方
法、安全疏散与逃生的基本方法以及
灭火器的使用方法进行了详细讲
解。并对酒店的消防设施、安全设施
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图/通讯员 王通彬
文/本报记者 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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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城百网海南深呼吸
2014全国重点网络媒体海南行

非 法 养 殖 本报牙叉9月23日电（记者杨勇 通讯员康忠
强）梁某与刘某同是白沙黎族自治县某农场职工，也
是情谊深厚的好朋友，然而两人因意见不合逞强打
架，致刘某重伤。近日，白沙法院判处梁某有期徒刑
5年7个月，并赔偿刘某医疗费等10.51万元。

经查，今年初，梁某、刘某和范某等3人坐车到
白沙县城，梁某和刘某因为意见不合发生口角。当
天下午，3人共同乘车返回农场。在车上，梁某与刘某
冲突升级，梁某强行要求停车，要和刘某进行决斗。
两人下车后就扭打在一起，梁某把刘某摁倒在地，并
上前抓住刘某双脚，使劲弯曲其腿部压在腹部。

之后，刘某称脚部发麻，梁某也被范某劝开。然
而，次日早上刘某的双腿仍然无法动弹。梁某赶紧
将刘某送往农垦那大医院治疗，由于伤势严重，刘某
当天被转院送往海南农垦总局医院治疗。当日，梁
某也向当地派出所投案自首，并预支部分医药费。

经鉴定，刘某脊椎损伤，属重伤一级。白沙法院
经审理后认为，梁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应追究其刑事责任。鉴
于其自首且赔偿受害人部分经济损失，可从轻处罚，
判处有期徒刑5年7个月，赔偿刘某医疗费、护理
费、误工费共计人民币10.51万元。

好朋友因意见不合打架

白沙一男子
致人重伤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