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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嘉积12月10日电（记者蔡倩 通讯员杨
少霞）今天，记者从琼海市妇女联合会获悉，由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组织
实施的“恒爱行动——百万家庭亲情一线牵”公益
活动走进琼海，琼海妇联面向全市号召社会各界
爱心女士积极参加这一公益活动。

“欢迎会织毛衣的爱心女士到琼海妇联领取
一斤毛线，织成毛衣背心。”琼海妇联相关负责人
介绍，“恒爱行动”是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恒
源祥集团联合发起的关爱孤残和贫困儿童的大型
慈善项目，是一项关心、关爱儿童，促进儿童健康
成长的全国性公益爱心活动。活动由恒源祥集团
无偿捐助毛线，通过各级妇联组织动员各界爱心
组织和爱心人士积极参与编织毛衣，再行捐助给
全国各地的孤残和贫困儿童。

据了解，该活动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12月20
日，编织交付时间为2015年1月15日，织成的毛
线背心将被送给海南、新疆的贫困地区的孤残儿
童，为他们送温暖、献爱心。活动组织方要求一斤
毛线回收一件背心，编织好的爱心毛背心大小适
合8岁-14岁的儿童，且不排除会织毛背心的爱心
男士参加。

领一斤毛线 织爱心背心
琼海组织编织毛衣助残公益活动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胡娜 乔馨）记者今天从省高院获悉，乐东法院集
中清理了对有能力履行却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被
执行人郭惠山等17宗案件，将涉案13人全部移
送公安机关侦查。

据了解，乐东法院自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集
中执行活动以来，对全院已受理的执行案件逐一
进行排查，共统计出17宗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
却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执行案件，通过对每个案
件当事人的实际情况、风险程度、不利于执行的
因素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最终查明，涉案的13
名被执行人采取各种手段转移、隐匿财产，对法
院强制执行设置障碍，致使执行不能，其行为严
重损害了法院判决书的权威性，对权利人的合法
权益造成了损害，已涉嫌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
生效裁决罪。

目前，乐东法院已将此批案件13人移送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有效推进了执行工作开展，确保判
决文书不成为“空头支票”。

拒不执行法院裁决
乐东13名“老赖”被移送公安机关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李关平
实习生 潘媚

“如果不是良哥及时出现，我真不知
道后面会不会发生可怕的事。”回忆起昨
天上午发生的惊魂一幕，海口市英才小
学学生家长张女士还心有余悸。

昨天上午，张女士开车带着4岁的
儿子一起送女儿上学，不幸遭一名陌生
男子尾随上车，并持刀劫持，幸而被路过
的学生家长陈世良及时喝止，最终，歹徒
逃窜，张女士母子平安。

“当时我都吓傻了”

张女士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就读海
口市英才小学二年级，小儿子4岁，上幼
儿园。9日上午，和往常一样，张女士开
车送儿女上学。7时30分许，她将车停
放在距离英才小学不远处的空地上，让
小儿子在车里等候，她在送女儿进入到

英才小学后再返回车上。
不料，上车时一陌生男子尾随钻

进了车内后座上，此时正准备发动汽
车的张女士只听见坐在后排的儿子问
了一句“你是谁？”回头立刻发现自己
被劫持了。

陌生男子手持刀具，要求张女士
开车送他去一个地方，但她回答说要
送儿子去幼儿园，就不答应，还说自己
钱包里有几百元钱，可以全部给对
方。对方看她确实不愿意开车，便提
出可以要钱。

张女士立刻低头找自己的钱包，这
时车门被拉开了。

“当时就像看到救星一样。”张女士
说，及时赶到的解围者也是一位学生家
长，大家熟识，平时都习惯叫他“良哥”。

“良哥”拉开车门后，对着歹徒大声呵斥：
“你干什么的？赶紧下来！”

歹徒显然被“良哥”的气势镇住了，
灰溜溜地从一条小路溜走了。

解围家长曾是司法警察

张女士口中的“良哥”，名叫陈世良，
是海口市美兰区财政局一位主任科员，
也是海口市英才小学一位学生的家长，
曾当过10年司法警察。

当天上午，同样是送孩子上学的陈
世良正准备去上班，发现走在前面的张
女士刚上车，马路对面窜过来的一名年
轻男子也尾随上了车。

“当时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那个男
的瘦瘦的，1米65左右，嘴上叼着一根
烟，感觉他们的关系不像是家人或者朋
友。”陈世良说，随后他便在一旁观察，

“如果那辆车马上就发动开走的话应该
没事，但车一直没走。”

察觉到情况不对之后，陈世良迅速
靠近车辆，隐约听到车内有女子的尖叫
声，便马上拉开了驾驶室的车门，发现张
女士正两只手缩在胸前呈惊恐状，而后

座上年轻男子手上持一把刀具，旁边还
坐着张女士4岁的儿子。

“我先把女司机拉下车，然后大声呵
斥后面的男子赶紧下车。”陈世良说，因
为担心男子伤害后面的男孩，他不敢轻
举妄动，只能在车外敲打车窗。随后，车
内男子迅速打开车门逃窜，从旁边的一
条小路一溜烟跑了。

“我相信不管是谁遇到这种事都会
挺身而出的。”陈世良说，他曾是海南省
第一戒毒所（现琼山戒毒所）的警察，对
有不良习气的社会青年格外敏感。现在
回想起来，最让他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
没有当场将歹徒抓住，“竟让他跑了”。

学校为见义勇为家长点赞

很快，陈世良勇敢挺身而出，及时为
张女士解围的事情，很快在学校和家长
中传开了。

“真的很感谢他，为广大师生家长树

立了见义勇为的好榜样，希望全社会都关
注和宣传这样的正能量。”海口市英才小
学校长谢立可说，得知此事后，学校第一
时间召开了教师和家长代表会议，通报了
事件情况，并提醒大家，年关已近，正是各
类犯罪事件的高发时期，一定要提高防范
意识，注意保护孩子和自身的安全等。

而陈世良勇敢救人的事迹，也在海
口市美兰区财政局被全单位同事知悉，
很多同事为他感到自豪。

海口美兰公安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接到当事人报警后，警方高度重视，立即
组织警力对该事进行全面调查，并在辖区
内对有吸毒史和违法犯罪前科人员进行
仔细排查。同时，美兰公安分局将进一步
加大辖区学校周边的治安巡逻巡查力度，
确保学校师生人身财产安全。

警方也提醒广大师生及家长今后如
发现有现行违法犯罪行为及可疑动向，要
第一时间报警，并积极向警方提供线索。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

海口一对母子私家车内遭遇劫匪持刀抢劫

“良哥”一声吼，歹徒惊吓逃窜了

本报那大12月10日电（记者徐一
豪 特约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王垚）儋州一
名工人因心肌梗塞意外死亡后，其家属纠
集十几名工友到工程项目部索要70万元
巨额赔偿。事发后，儋州市公安局松鸣边
防派出所迅速介入，及时制止死者家属的
冲动行为，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并
帮助死者家属拿到4万元丧葬费。

据悉，12月4日19时，工人彭某倒
在工棚房内不省人事，家属发现后，经送
医抢救无效死亡。经松鸣边防派出所初
步了解，死者彭某，贵州人，系某房地产
项目水泥班工人。事发时，彭某宿舍现
场无打斗迹象，但其床边有一堆呕吐物。

12月5日上午，彭某家属纠集十几名
工友到项目部，索要70万元赔偿，情绪十
分激动。松鸣边防派出所民警立即对彭
某家属进行安抚，劝导他们依法解决。

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彭某系
急进型高血压引发心肌梗塞导致死亡，
属于意外死亡事件。考虑到彭某家庭困
难，派出所民警积极从中调解，向双方讲
解相关法律知识以及一些类似事件处理
案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反复做工
作。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由该房地
产项目部支付彭某家属丧葬费4万元。
此事终得以成功调解。

工人心梗死亡
家属索赔70万元
儋州边防民警依法成功调解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李关
平）“去海师吗？15元！”“去秀英码头，
30元！”……9日上午10时许，东环高
铁海口东站，旅客鱼贯而出，车站广场
前路段如马路市场，机动三轮车（以下
简称“黑三轮”）蜂拥而至拉客，导致公
交车都无法靠边停车。

乘客心声：
“黑三轮”抹黑城市形象

一位经常乘坐高铁前往海口出差
的乘客符女士向记者透露，今天上午
这样的场景还并不“壮观”。如果是周
五下午五六点或者周日下午五六点，
乘客乘坐高铁出入海口高峰期，加上

正值出租车换班难打的士，车站广场
前路段“黑三轮”以及一些拉客的摩托
车、电动车乱停靠，甚至能一时堵住整
条道路。

“海口已经禁摩托车多年，为何还
有这么多‘黑三轮’非法上路，还非法拉
客？”符女士失望地说，城市的车站是一
个窗口、门面，车站前交通乱象是在给
海口城市形象抹黑。

公交车司机：
“黑三轮”影响交通秩序

“大概是今年下半年开始，‘黑三
轮’越来越多，特别是交通晚高峰期间，
站前广场路段挤满‘黑三轮’，严重影响

道路通行和交通秩序，看着‘黑三轮’在
车流中乱窜，险象环生，我都为里面的
乘客捏一把汗。”一名38路公交车司机
介绍，半个月前，一辆“黑三轮”撞到了
一辆私家车，“黑三轮”上的乘客受皮外
伤，因担心索赔问题，“黑三轮”的司机
干脆躺在地上装心脏病发作，最后乘客
和私家车主耗不过时间只能无奈走人。

记者目击：
“猫与老鼠”的游戏

据了解，东环高铁海口东站自投入
运营以来，交通乱象一直未能根除。海
口市政府专门成立东环高铁海口东站
及周边环境整治领导小组，包括公安、

交通、交警、城管等四部门以及龙华区、
琼山区政府。今年四五月，领导小组成
员四部门及两个区政府有关部门对车
站及周边环境进行了集中整治，公交车
乱停放等客、出租车不排队进站接客、
私家车非法拉客等乱象得到遏制。

整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该临
时机构共有20多人，每天执法人员三
班倒进行常态化整治，每天都有执法人
员查扣各类黑车，包括“黑三轮”。

记者近期多次走访车站前广场路
段，发现“黑三轮”利用执法人员上下
班的“时间差”，玩起了“猫与老鼠”的
游戏。往往是执法人员来了，“黑三
轮”就走了；执法人员走了，“黑三轮”
就来拉客。

“黑三轮”扎堆 三乱象难忍
海口高铁东站“黑三轮”非法拉客严重影响交通秩序，该整治了

东环高铁海口东站广场前路段，“黑三轮”及摩托车、电动车非法拉客严重影响交通秩序。 本报记者 李关平 摄

本报屯城12月10日电（记者林容宇 通讯员
陈茜茜）俗话说，为朋友两肋插刀。最近屯昌法院
就受理了一起为朋友“两肋插刀”，结果却害了自
己的案件，被告人黎某因犯故意伤害罪、非法持有
枪支罪获刑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事情发生于今年7月21日晚，被告黎某的朋
友钟某到简某家还钱，到了简某家后发现简某不
在家，却与简某的哥哥简某某发生了口角继而起
了冲突，简某某当即给其父亲打电话说有人到家
里来闹事，简某某的父亲马上带了几位相邻以

“抓贼”的名义追打钟某，钟某一个人在村里四处
逃窜，选了一个隐秘草丛躲藏起来，想到自己势
单力薄便打电话向朋友即被告人黎某求助。

黎某出于哥儿们义气，驾驶白色奇瑞小汽车
赶到钟某处接了钟某就往外跑，可是却被简某某
及其支援村民发现，他们也当即驾驶几辆摩托车
追赶被告人黎某的小汽车，场面十分混乱，摩托车
追赶到屯城镇环东一路庆丰酒家处时，简某某的
助力摩托车突然加大马力，追上了被告人的车，黎
某为了吓退追赶上来的人，从驾驶座椅下取出放
置在坐垫下的射钉枪向车外开了一枪（火药动力
发射），击中简一某的左手腕处，村民才停止追
赶。而这一枪，造成了被害人简一某左尺骨骨折，
属轻伤二级，构成十级伤残。

7月25日，被告人黎某就主动到公安机关投
案自首，且积极配合公安的工作，并与被害人达成
赔偿协议，并取得了被害人的原谅。在庭审过程
中，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良好，审判
机关酌情对其予以从轻处罚。

屯昌一男子

为朋友“两肋插刀”
把自己送进班房

﹃
黑
三
轮
﹄
三
乱

“秀英码头那么远能去吗？路上不会被
抓吧？”听到记者质疑，一名“黑三轮”司机信
心满满对海南日报记者说：“走龙昆南、秀英
大道、滨海大道就到了，便宜点23元啦……”
看到记者无动于衷，司机又补充：“你坐公交
要等车，坐出租车价钱高还要排队等呢。”

乱开价

记者注意到，车站广场前路段单幅共有3条
车道，“黑三轮”已经占据两条车道，约有10多
辆，中间还穿插着拉客的摩托车、电动车，热闹
场景犹如乡村马路市场。一辆38路公交车正要
靠边下客，但是找不到位置，只能停在路中间上
下客，道路一度显得拥堵。

乱占道

影响还不仅是在以上路段。记者走访车
站附近的龙昆南路、椰海大道、凤翔路、大园
路，一路上都能看到“黑三轮”的身影，其行驶
的轨迹也令人担忧，多数情况下是走在机动
车道上，逆行、闯红灯、超载拉客等违法行为
随处可见。

乱行驶

本报石碌12月10日电（记者黄能）
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质监局对该县一
家肉猪养殖场开展了计量执法检查，查
处一起销售肉猪过程中使用未经检定计
量器具案件。

据介绍，日前昌江质监局接到举报
电话，举报人称某公司昌江十月田镇里
表村肉猪养殖基地用于销售肉猪的电子
秤存在称量计量不准的嫌疑。执法人员
随后赶往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用于销
售肉猪的电子秤使用至今尚未申报计量
检定，未经检定合格就投入使用，违反了
《计量法》相关条例。执法人员当场责令
该公司立即停止使用销售肉猪的电子
秤，并依法对该称进行查封。

昌江查处一起
违规使用计量器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