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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吴清洲 龙泉

冒着细雨，沿着蜿蜒细窄的乡村公
路，找到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青云村的
大文坡村小组，还真是不容易。这是距
离海口城区最偏远且落后的村庄之一，
曾因“脏、乱、差”而闻名。

然而，近年来，随着曾全茂的海贝

雕刻作坊越做越有名气，村庄的面貌也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环村植被茂密，米
石板铺设的巷道至各户门庭，雨后的村
庄，显得古朴而整洁有序。

“大文坡村是今年琼山区重点创建
的文明生态村之一，除了政府投入帮扶
资金，党员干部带头投工投劳，村中致富
能手曾全茂的带动作用也功不可没！”青
云村委会主任王明发一边说着，一边将
记者带到了一户家藏着不少海贝雕刻作
品的村民家里，原来这就是当地有名的

“海贝雕刻作坊”，曾全茂的家。
曾全茂今年50岁，原是地道的农

民，祖辈一直生活在琼山区甲子镇大文
坡村，世代以务农为生，20年前他决定
离开村庄，先后到广州、深圳、武汉等地
学习雕刻手艺。

2009年，学成归来的曾全茂，除了
像其他农民一样种植槟榔、橡胶等作
物，还在村里办起了海贝雕刻作坊，雕
刻作品销往外地，由于其海贝雕刻产品
工艺好，且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深受消
费者欢迎，平均一年便可创造产值30
多万元，周边村民于是纷纷效仿，向他
学习雕刻手艺。如今，共有18户村民
的大文坡村，学做海贝雕刻的约有4

户，其中，曾全茂家的作坊人最多。
“在偏远的乡村发展一项产业很不

容易，但不管怎样，总要有人先去尝
试。”在曾全茂工作的铁皮棚里，他一边
忙着雕刻一尊海贝金龙鱼，一边告诉记
者。

王明发介绍，在创建文明生态村的
过程中，曾全茂曾一人带头垫资2万
元，并捐资2000元，为村里铺设米石板
路和修建排球场等，带动村民纷纷自觉
投工投劳和捐资，极大地改善了大文坡
村的环境。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

海口农民曾全茂创办海贝雕刻作坊，带头致富并推动改善乡村面貌

农民雕刻师 雕出好生活

本报文城10月30日电（记者刘笑
非）昨天下午，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日
本学者佐藤正人再一次开始了他的海
南寻证之旅。对于这片土地他已不再
陌生，算上这次，佐藤正人已经是第26
次到海南搜寻日军侵琼暴行的证据。
而对于本报曾报道的文昌市东阁镇日
军暴行幸存者准备发起对日诉讼，佐藤

正人表示，他将尽自己的努力，在诉讼
中予以协助。

下午，佐藤正人和“海南岛近现代
史研究会”同仁齐藤日出治、金静美一
起，来到抱罗镇石马村，寻访“石马屠
杀”幸存者谢春梅老人。他告诉记者，
2003年，他曾到过石马村采访谢春梅，
但由于老人的抵触情绪，最终未能获得

完整的资料，而此行也算是对10年前采
访的一次补充。谢春梅老人也终于放
下成见，向佐藤正人完整还原了1942年
正月初六发生在石马村的屠杀惨案。

听完老人的讲述，佐藤正人和同仁
们还走访了惨案的发生地，寻访两位当
年惨案的亲历者：88岁的王录雾和84
岁的潘正川，并详细记录下了两位老人

的口述。佐藤正人表示，在整个海南
岛，还有许多未被披露的日军暴行，随
着幸存者越来越少，记录下这段历史显
得尤为迫切。

佐藤正人的日语翻译邢越告诉记
者，佐藤一行此次将会在海南呆上10
天，除抱罗镇外，还将前往东阁镇、东郊
镇以及陵水、万宁等地，寻找遗落的铁

证。对于东阁镇鳌头村准备对日诉讼一
事，佐藤正人说，他曾协助过海南慰安妇
的对日诉讼工作，若此次鳌头村幸存者
们能够成行，他也会尽自己的努力，发动
日本民间力量对他们进行协助。

“毕竟，还原历史的路还很长，相互扶
持，也会使这条路好走一点。”佐藤正人
说，这一次来海南，还绝不是最后一次。

日本学者再到海南搜集日军侵琼铁证

佐藤正人愿助海南民间对日诉讼

本报文城10月30日电（记者刘笑
非 通讯员黄兹志）记者今日从文昌市
公安局获悉，近日来一个非法入境、先
后在海口和文昌等地进行卖淫活动的
团伙被文昌市警方一举破获，并成功抓
获犯罪嫌疑人14人，其中男子2名，女
子12名。经文昌市警方调查，除1名男
子为中国籍外，其余犯罪嫌疑人均为越
南籍。

10月27日下午，文昌市公安局龙
楼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在文昌市龙楼
镇某酒店后一出租屋内，发现有人组织
卖淫。接到举报后，龙楼派出所值班领
导立即安排警力，对被举报的出租屋进
行了检查。随后龙楼派出所民警迅速
进入出租屋，并当场控制了屋内的12
名女子及2名男子，经检查，出租屋内
的14人均无法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同

时民警发现，出租屋的人员除1名男子
外，其余人员均不会用普通话交流，疑
似非法入境的外籍人员，民警随即口头
传唤该14名人员回派出所继续审查。

经进一步审查发现，两名男子中，
1984年出生的王某，系云南省红河自治
州人；另一名男子范某，1978年出生，则
是越南籍非法入境人员。据二人供述，他
们数月前来到文昌市龙楼镇，并召集了12

名女子在文昌、海口等地区从事卖淫活
动。经民警进一步追查，该12名女子也
均为越南籍非法入境人员，其中有11名
为卖淫女、另1名女子负责做饭。

目前，12名越南籍非法入境女子
已经移交文昌市公安局出入境大队进
行收留审查，而涉嫌组织卖淫的王某、
范某2人已被文昌市公安局依法刑事
拘留。

文昌破获一起非法入境卖淫案
抓获嫌犯14人，其中13人为越南籍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柳柯 胡德强）记者今天从海
口市琼山法院获悉，张某作为一名猪场
技术人员，不但不严格把关肉品质量，
还将病死猪肉销往市场，近日琼山法院
以犯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
处张某有期徒刑 11 个月，并处罚金
3000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销售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
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其行为构成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罪，应依法惩处，遂作出上述判决。

私售病死猪肉
猪场技术员获刑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沈玉华 崔善红）记者今天从
海口市龙华区法院获悉，海口两名男子
王某荣、王某平在未办理采伐许可手续
的情况下，将存在权属争议的50余亩林
地毁坏。龙华区法院近日一审以滥伐
林木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王某荣有期徒
刑8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被告人王
某平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
金1000元。

今年2月5日至10日，被告人王某
荣、王某平在未经任何林业主管部门办
理采伐许可手续的情况下，将海口市龙
华区龙泉镇昌伟山内的林地毁坏，并将
被毁坏林木丢弃在现场。经鉴定，海口
市龙泉镇昌伟村昌伟山坡地被毁坏林
地面积 3.518 公顷（52.77 亩）、树木共
499株。今年3月14日，被告人王某荣、
王某平主动到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政
府接受调查。

毁坏林地50余亩
海口两男子获刑

本报三亚10月30日电（记者张靖超 通讯员
冯谋瑞 全克杰）10月28日，三亚边防支队三亚港
边防派出所民警在三亚市南边海路段成功救助一只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鹰。

当天晚上，三亚港边防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称，在三亚南边海路段有一只猫头鹰撞到自己车
上，丧失飞行能力，需要民警救助。接警后，该所
民警立即赶到现场。经民警仔细检查，发现猫头
鹰外表没有明显的伤痕，却无法张开翅膀飞行，民
警凭经验断定可能是翅膀受伤所致。为确保受伤
的猫头鹰及时得到救治，民警将猫头鹰带回派出
所悉心照料。

29日，该所民警与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取得了
联系，并将受伤猫头鹰移交给林业部门工作人
员。据林业部门工作人员介绍，猫头鹰系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其生活习性是昼伏夜出。该猫头鹰
可能是在夜间飞行时，被汽车强灯光照射导致眼
睛瞬间失明而掉落受伤，要让它恢复飞行能力，
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救治，待其康复后方可放归
大自然。

同时，该工作人员也提醒大家，近段时间是候
鸟南飞迁徙的季节，广大群众一定要提高对野生
动物的保护意识，营造一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
良好氛围。

猫头鹰遭遇车祸
边防民警及时救助

本报三亚10月30日电（记者张靖超 通讯员
刘昌）近日，三亚供电局公布了对举报、查获违约用
电和窃电行为及举报、打击盗窃破坏电力设施行为
的奖励办法。其中，单宗违约用电和窃电案件奖励
举报人、协助查处的有功个人或单位的奖励金额下
限为200元，上限为5万元。

对违约用电和窃电线索的举报人，按实际追回
涉案金额的5%进行奖励；对协助查处违约用电和
窃电违法犯罪行为的有功个人或单位，发挥作用一
般的，按实际追回涉案金额的1-2%进行奖励，发挥
作用重大的，按实际追回涉案金额的5%进行奖励；
而向公安机关或供电部门举报非法收购、窝藏电力
设施的废旧物品收购站、窝点等场所，按所收缴赃物
总价值（按报废物资回收价值计算）的10-30%进行
奖励。

而对于盗窃破坏电力设施行为，即蓄意破坏
（盗窃、故意损毁）正在运行、施工或停电检修中
的电力设施。因及时举报，使有关单位提前采
取预防措施，防止了盗窃破坏行为发生，使供电
企业免受较大的经济损失；发现犯罪嫌疑人正
在实施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犯罪行为，有利于公
安机关或有关部门及时制止了盗窃破坏行为的
进行和延续，抓获犯罪嫌疑人；向公安机关或供
电部门揭发、报告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犯罪分子
或犯罪团伙。以上三种情况，并经供电部门查
证属实的第一时间有效举报人，将给予 100-
1000元的奖励。

三亚悬赏举报
违约用电和窃电行为
最高可奖5万元

本报保城10月30日电（记者易建
阳 通讯员陈俄月）今天下午，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什玲镇一工地挖掘机侧翻，
驾驶员被困。保亭消防大队接警后，立
即组织救援，经过消防官兵徒手挖土、液
压扩张器辅助作业，最终将被困人员救
出。

今天 17 时 12 分，保亭消防大队
接到报警，位于保亭什玲中桥海航工
地一挖掘机侧翻，接到报警后，消防
官兵迅速赶赴现场，发现一挖掘机侧

翻，一人被困驾驶室，被困者左腿被压
入地里，无法动弹，由于保亭近日连续
降雨，被困者的左腿已经快被雨水淹
没。消防官兵排水后，开始用手刨土，
将被困者的腿露出地面。驾驶室的铁
架阻挡了参战官兵挖掘救援的步伐，
现场指挥员立即下令利用液压扩张器
插入地底，对驾驶室进行扩张。铁架
被成功扩张后，参战官兵用双手向地
底进行挖掘，17时54分被困人员成功
获救。

挖掘机侧翻 驾驶员被困

消防官兵用手挖出被困者

本报那大10月30日电（记者钟节
华 特约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张琳）记者
今天从儋州市工商局获悉，儋州市工商
局27日重拳出击，严厉打击商标侵权行
为，成功查处今年该市最大一起商标侵
权案件。

据悉，儋州市工商局27日接到群众
举报，称在农垦八一总场某店铺涉嫌销
售假冒“啄木鸟”品牌服饰，要求工商部
门调查。接到举报后，儋州市工商局当
即组织专案组深入现场调查。

调查中，儋州工商局共查获涉假服
饰1357件，涉假服饰辅料34859个，涉
案金额达47.6万元。经“啄木鸟”品牌
服饰海南总代理认定，这批服饰为假冒
产品。

根据《商标法》相关条款规定，该店
铺经营者魏某的行为涉嫌制假售假，目
前，儋州市工商局执法人员已依法扣押
店内所有涉嫌商标侵权服饰和服饰辅
料。与此同时，儋州市公安机关已对该
事件立案调查。

儋州工商查处一起商标侵权案

涉案金额47.6万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单憬岗）“刚过了
一晚上大石块上就有了安全警示牌，人行道和非机
动车道上的障碍物也不见了，这个速度快啊！”今天
上午，市民张先生途经每日必走的海甸一东路时，发
现昨天还横在路中央的近10块大石块有了变化。
原来，本报29日A12版报道《市民急呼：谁来搬走拦
路石？》刊发后，海口市有关部门动作迅速，1天内就
进行了快速妥善处理，并承诺该路将于11月8日前
完成竣工验收手续，正式通车。

29日上午，海口市长倪强看到本报报道后，高
度重视，认为此事关乎百姓生活幸福与交通安全，而
群众的利益无小事，当即责成有关部门给予迅速妥
善处置；并要求将其处理过程与提高工作效率、改进
工作作风结合起来，立整立改。

在分管副市长的直接指导下，海口市交通联席
办迅速召集业主单位、施工方，冒雨到现场查清问题
来由。据海口市交通联席办负责人介绍，原来海甸
一东路今年4月修建完成后，施工方海南一建公司
未及时将有关道路工程建设中的相关资料按规定及
时整理完毕并送交市建筑质量监督站审核，从而导
致相关单位无法到现场进行验收。为了保护路面，
他们将石板横放在路中央，防止车辆驶入。最初安
放的警示设施，也在今年台风中被破坏，未能及时修
复，影响了过往市民通行。

了解清楚情况后，海口市交通联席办立即邀请
交警、城管、规划、建设、园林等相关部门，冒着大雨
召开现场协调会，确定分四步解决问题：一是当晚8
时前将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上的障碍物清除；二是
道路未正式验收开放前，施工方在该地段设置醒目
的安全警示牌，提醒过往市民和车辆注意安全，当晚
10时前完成；三是要求施工单位立即启动竣工验收
手续材料报送工作，并先行进行整改，自查自纠，提
高验收阶段的效率；四是各相关单位要确保11月7
日前验收完毕，11月8日通车。

本报报道受重视

拦路石上当晚
立起安全警示牌

10月30日早上，一位市民在海口市海甸岛白沙门碧海大道海
边人行道上骑车锻炼时，不慎从护栏断裂的缺口摔了下去，所幸只受
轻伤。海口市堤防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该路段护栏有
近500米已断裂，其中大部分是在今年“海鸥”台风中损坏的，极少数
是人为破坏。目前他们已经将损失上报有关部门，申请修复资金，希
望行人在此处活动时多加小心。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10月 30日，在海口市海
口港码头附近的一座建筑物
上，一些人不顾危险，坐在建筑
物的边缘垂钓，令人担心。尽
管该建筑物入口已经砌墙堵
住，并在上面写着“码头重地严
禁攀爬”的提示，但一些市民仍
视而不见，攀爬进里面钓鱼。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救援现场。本报记者 易建阳 通讯员 陈俄月 摄

如果发现窃电、违约用电现象，市民可拨打

海南电网法律热线 65208888，或向当地供电

所、南方电网客户服务热线95598进行举报。

若发现盗窃破坏电力设施行为，市民可向

公安局、当地供电部门进行实名举报。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沈玉华 崔善红）记者今天从
海口市龙华法院获悉，海口一男子周某
某出于个人收藏兴趣，通过网络购买三
支仿真枪。近日，龙华法院一审以非法
买卖枪支罪判处被告人周某某有期徒
刑3年，缓刑3年。

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24日，被告
人周某某（现年26岁，海口市人）向网络
卖家购买了一把型号为CP99的仿真“夜
鹰”手枪，并通过淘宝账户支付货款1400
元。同年10月1日，周某某向卖家购买
了一把型号为AWP的仿真狙击枪，并
通过淘宝账户支付货款1250元。同年
11月29日，周某某以5000多元网购一
把型号为M4A1的仿真冲锋枪以及瞄
准镜等。今年6月30日，被民警查获。
经鉴定，周某某持有的三支仿真枪都是
以压缩气体为动力发射弹丸的枪支，都
具有致伤力。

网购三支仿真枪
海口一男子获刑

新闻 追踪

百姓故事

这般垂钓
幕幕心惊

如此护栏 步步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