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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胡坤坤）广东吸毒男子陈大
昌为了2000元报酬，帮助他人携带毒
品到海口，刚到就被民警抓获，近日他
被判处死缓。

2014 年 7 月 23 日 晚 ，陈 大 昌
（1976年 5月 6日出生于广东省徐闻
县）与“阿党”（在逃，另案处理）在广东
省湛江市徐闻县海星宾馆内吸食毒
品。在吸食毒品过程中，“阿党”问陈大
昌是否愿意帮其携带毒品到海口，并许
诺给陈大昌2000元作为报酬，陈大昌
应允，“阿党”遂将1包标有“红茶”字样
的红色塑料袋装的毒品交给陈大昌，并
预先支付给其600元。

陈大昌将毒品放入其随身携带的挎
包内后到海安港码头，乘坐“海装2号”滚
装轮前往海口。次日凌晨2时40分许，
陈大昌抵达海口秀英港时被执勤民警盘
查，当场从其挎包里查获毒品。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陈大昌的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
罪。陈大昌运输毒品约1139克，数量
大、含量高，依法应予严惩。鉴于其
系受人指使、雇佣运输毒品，犯罪目
的是为了赚取少量运费，主观恶性不
大，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可以不判
处死刑立即执行。法院依法判决被
告人陈大昌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

为2000元报酬
携毒品到海口

广东男子被判死缓

本报三亚5月 12日电（记者程范
淦）“我当时正在聚精会神写材料，看到
有人影晃动，潜意识抬起头，就看到有
一把刀砍来，赶紧躲避，并紧紧抓住那
人的手。”今天，三亚市崖州区三更小学
教师符某回忆起昨天中午发生的一幕，
仍心有余悸。万幸的是，当时学校内没
有学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昨天下午1时半左右，符老师正在
电脑前写材料时隐约中看到有人走进
办公室，一位满身酒气的男子手持一把
很长的砍刀，闯进门后，啥话也不说，劈
头盖脸就朝他砍来。

符老师赶紧起身，往旁边一躲。

也许是喝得太多，醉汉没有砍到，差点
摔倒。正当醉汉想再次挥刀时，符老
师一个箭步冲上去，紧紧抓住醉汉紧
握砍刀的手不放。醉汉使尽全力想挣
脱。符老师则紧紧抓住醉汉并大声叫
喊，同时拉着醉汉往办公室门外走。
听到叫喊的其他教师不约而同地跑过
来，大家一起齐力将醉汉制服，并夺下
手中的砍刀。当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
赶到学校后，老师们将制服的醉汉交
给民警。

符老师的背部被刀划伤。符老
师说，他与这名醉汉并没有过节，不
知道他当天为什么持刀闯入校园。

在派出所，醉汉对持刀闯入校园，
砍伤符老师的事供认不讳。据悉，醉汉
是三更村人，姓韦，今年20来岁，未婚。
目前，此案警方正进一步调查中。

学校四周均有围墙，大门也有铁
门，平时上课时，大门都是锁住的，且
有保安值班。那么，5 月 11 日中午，
姓韦的村民喝醉酒后，是如何进入校
园的呢？对此，三更小学校长表示，
学校也在调查韦姓村民喝醉酒后是
如何进入校园的。要么是爬围墙进
来的，要么是趁着中午放学后，教师
出入学校时没有锁门，才从校门进
来的。

醉汉持刀进校砍伤教师
事发三亚崖州区三更小学，原因正在调查中

省12365受理19件
电梯年检过期投诉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罗霞）记者今天
从省打击侵权假冒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今年以
来，我省质检部门接到关于产品质量方面的投诉
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等方面，电梯年检过期不及
时维修等问题被市民反映颇多。

据统计，省质量技术监督局12365举报处置
指挥中心今年第一季度受理举报、投诉、咨询共
215件。其中举报13件（建材产品类举报2件，机
电产品类举报2件，能源产品类举报4件，其它产
品类5件），投诉24件（机电产品类24件，其中电
梯年检过期不及时维修19件，油站计量4件，汽
车1件），咨询178件。

从举报、投诉和受理咨询情况来看，今年以
来，我省举报、投诉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类。受理
咨询集中在轻工产品类，主要是衣服、鞋子、珠宝
等的产品真伪鉴别问题，其次为食品类，主要表现
为奶粉、饮用水、大米等产品质量检测问题，办公、
通讯产品类主要是手机、电脑等产品是否人为损
坏的质量鉴定问题。

请救助
这对早产双胞胎
贫困家庭愁对巨额治疗费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张婷）一产双胞
胎，这本应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可看着保温箱
里周身插满各种管子、瘦小得让人都不忍触碰的
一对小宝贝，再想着一天好几千的治疗费用，初为
人父的张亚冲脸上看不出一点喜色。

5月 9日张亚冲的妻子在白沙人民医院产
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孩子比预产期提早两个多
月，一生下就患有新生儿常见的“新生儿呼吸窘
迫综合征”。白沙人民医院条件有限，张亚冲的
妻子还没来得及抱一抱两个宝宝，孩子们就被
转去了儋州市农垦医院，昨天又转入了海南省
妇幼保健院。

一个正常的新生儿体重应该在2500克左右，
可这两个小姐妹，一个1240克，一个1280克，加起
来才刚到5斤。据了解，除了呼吸窘迫综合症外，由
于早产，孩子脏器发育不成熟，加上出生后两次转
院，比较虚弱容易感染，还有可能发生颅内出血、呼
吸暂停、坏死小肠结肠炎、严重贫血等问题。

孩子目前需要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一个孩子
一天的呼吸机费用加上药物及护理费用就需要2
千元，两个孩子一天就需要4000元。即使孩子之
后可以脱离呼吸机自主呼吸，以两个孩子目前的
情况，最少需要在医院住一个月左右，估计一共还
需要十几万。

张亚冲是白沙打安镇南九村人，一家人靠种
橡胶为生，去年一年共赚了5000元。两天来，张
亚冲已经花了1.5万元。“医生跟我说，估计每天
需要好几千元，我真是没有办法了。”张亚冲捂着
脸默默地说，脸上映着连日奔波的疲惫。

东方查处3处
非法收购销售河砂点

本报讯（记者徐一豪 特约记者高智 通讯员符
才丽）记者从东方市相关部门获悉，由该市公安、工
商、边防、城镇综合执法部门以及相关乡镇组成的
联合整治行动小组，近日在该市大田镇报板村查处
了3处非法收购、销售河砂点。

据悉，联合整治行动小组经过多天巡查后发
现报板村有3处非法收购、销售河砂点。经查，这
些河砂点均涉嫌无照经营，共有河砂约1万立方
米。执法人员遂依法对此3处经营河砂点予以取
缔，当场扣押轮式铲车1部，当天扣押并运回河砂
332立方米。

据介绍，自今年2月集中开展打击非法采砂
和盗采矿产资源行动以来，东方市目前已查处涉
嫌无照经营的非法收购销售河砂点14家，非法采
砂和盗采矿产资源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 本报记者 赵优

“要不是好心人帮助，我们一家坚
持不到今天。”今天下午，定安龙门镇龙
门岭村民李国树刚陪完儿子李邦平做
完电疗，感激的语气中还透着疲惫。此
前，一岁多的李邦平从家中床上摔落，
颅脑出血，危在旦夕。正是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伸出的援手，让这个脆弱的家庭
重新看到了希望。

李国树还记得 4 月 13 日凌晨，
孩子从70厘米高的床上摔落时凄厉
的哭声。“头部鲜血直流，他那么小，

根本不会叫痛。”李国树夫妻俩慌了
神，连夜将陷入昏迷的儿子送往琼
海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当天凌晨
3 时半，小小的李邦平被推进手术
室，开颅手术做了4个多小时。但在
重症监护病房里靠吸氧维持生命的
李邦平病情恶化，出现抽搐、脑水肿
等症状，甚至多次停止呼吸，连医生
都摇头叹气。

4月21日傍晚，李国树夫妻俩抱
着儿子，一路流泪回到了定安县龙门
镇龙门岭村。“解开他嘴上的吸氧罩
后，我们的心都碎了，可后来孩子突

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他舍不得我
们！”李国树喜极而泣，立刻将孩子送
往海口市人民医院，“他都没有放弃，
我们也决不会放弃。”

而巨额的医疗费几乎压垮李国树
一家。“家里以割胶和种水稻为生，哪
里能挤出十几万块钱？”正在李国树
一筹莫展时，龙门岭村的村民一致提
出：将村民小组 8万元借出来，救孩
子！随后，各界爱心人士和社会团体
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截至目前，李国
树已经收到近6万元捐款。

“村民和亲朋好友捐款1万多元、

龙门镇干部捐款2330元、定安县委书
记陈军捐出5000元、海口梅子大家庭
和琼海金豆亲子园捐出1万多元……”
李国树清楚地记得每一笔捐款，却无法
记得每一位爱心人士的脸庞。有小朋
友亲手绘出的图画，写满了祝福的话
语，还有幼儿园的老师来到病房，拥抱、
爱抚小邦平，期望他早日康复，还有人
在医院的走廊为孩子洗衣服……

“如果没有大家的爱，我不知道该怎
么坚持下去。”这个消瘦的汉子，哽咽起来。

头部那条深深的伤痕已经结
疤，但随之而来的高压氧、点滴、电

疗等治疗，让一岁 8 个月的小邦平
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孩子
一天天在恢复，我们有信心，可想到
后续的医疗费，我们就发愁。”李国
树告诉记者，目前，小邦平每天的住
院费、医药费、治疗费等有一千多
元，而夫妻俩手中的款项只能坚持
到下个月，按照孩子的恢复情况，治
疗还将持续半年甚至两年。“再苦再
难，我们也不能放弃，一定要把他治
好。”李国树和妻子两人说起将来，
满溢的是如山的爱。

（本报定城5月12日电）

定安1岁幼童床上摔落脑出血，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

绵绵爱心，助幼童挣脱死神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洪宝
光）海南红十字会志愿者剡一尧，借助
其学会的救人技能，近日在上海成功救
起一名心脏骤停男子。

今年5月 8日上午 8时 20分，穿
着黑色西服的剡一尧购买2个包子和
一杯豆浆，边吃边往上班地点走去。

路过上海市曹家街与梦花街交汇处
时，眼前的一幕引起了注意。只见一
名50余岁的男子倒在地上，被一群人
包围着，有的在掐男子人中，有的在

“掐虎口”，也有人急促地说：“好像没
有心跳了！”

“我来试试。”剡一尧对着身边

的警察说，他是海南红十字会的志愿
者，学过心肺复苏的救人知识。在征
得警察和围观群众同意下，他立即丢
下还没有吃完的包子和牛奶，跪在病
人的右侧，掀起他的衣服，双手掌根
同向重叠，十指相扣，掌心翘起，手指
离开胸壁，双臂伸直，上半身前倾，以

髋关节为支点，垂直向下，用力、有节
奏地按压。

剡一尧一刻都不敢停留，持续按
压，大约做了七八十下，患者突然有了
一下轻微咳气。围观的群众都很激动，

“有了反应了，继续按！”继续按压了30
多下，患者有了微弱呼吸。这时120救

护车赶到现场，剡一尧立即把患者交给
了120，默默地捡起早餐袋和公文包悄
然离开。

小伙真棒！看着老人心肺复苏后，
四周的群众说。后来，救人视频被放在
朋友圈后，剡一尧才被人认了出来。

2013 年，1990 年出生的剡一尧
从海南大学毕业。今年3月，参与了
海南省红十字会组织的“小手拉大
手”救护培训，并掌握了相关心肺复
苏救护知识，顺利通过考核成为应急
救护人员。今天，剡一尧接受采访时
表示，所学知识能帮助他人，是一件
快乐的事，相信每一名志愿者都会这
样做的。

上海街头一男子晕倒心跳骤停

海南小伙紧急救护获点赞

本报保城5月12日电（记者易建
阳 特约记者黄青文）“保城镇石峒村附
近的一条河道上有非法采砂活动。”今
天上午，接到群众举报后，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水政监察大队迅速赶往现场
查处，两名非法采砂人员逃离现场，水
政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将该采砂船销毁。

今年以来，保亭加大了对县域内破
坏水域生态行为打击力度，取得了一定
成果。毛拉洞水库是保亭最大的饮用
水水源地，库区的安全管理和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至关重要。5月5日，保亭水
政监察大队在毛拉洞水库库区开展安

全巡查时发现，库区存在非法捕鱼现
象，执法人员立即对整个库区水域进行
了全面排查，并依法扣押和销毁了4艘
非法捕鱼船只。

“今年，保亭开展打击非法采砂专
项整治以来，已先后取缔了31处非法
采砂点，罚款6万多元，并依法对相关
责任人进行了处置。”今天，保亭水务局
水政监察大队大队长卓祥民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保亭不断加大打击各类破坏
生态环境非法行为的力度，保护保亭内
的绿水青山。

保亭对打击非法采砂，保护河流生

态非常重视，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
多次到现场检查指导工作。水务、国土
部门以及各乡镇密切配合，通过各种途
径开展宣传教育，并组织联合执法，对
非法采砂设备进行销毁，用铁锤破坏
14台抽沙机，非法采砂现象得到有效
遏制。

除了打击河流中非法采砂行为，执
法部门对合法的采砂场也强化执法监
督，还对沿路的非法囤砂点和违规建设
点进行清理，恢复好道路景观，推进保
亭境内国道、省道绿化提质增彩工作，
打造保亭美丽乡村旅游景观绿色长廊。

保亭坚决打击破坏水域生态违法行为

取缔非法采砂点 保护绿水青山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崔善红）海南万宁男子陈
某香通过微信认识女子王某，后陈某
香隐瞒已婚事实化名陈某龙与王某
谈恋爱。陈某香在与王某谈恋爱期
间，以各种理由先后骗取王某34.5万
余元。5月12日，记者从海口市龙华
区法院获悉，陈某香被该院以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8年 7个月，并处罚金
9000元。

2014年 7月 20日，陈某香（现年
26岁，海南万宁人）通过手机微信软
件，结识女子王某。后陈某香隐瞒自己
已婚并已生育子女的事实，化名陈某龙
与王某发展成为恋人关系。

在认识后的第四天，即2014年7
月24日，陈某香虚构需要钱购买小轿
车、支付工人施工受伤医疗费为由，从

王某处骗取现金4.7万元。王某在海
口市南沙路龙泉康胜饭店、南沙路万瑞
广场处分二次以现金方式将上述钱款
交给陈某香。

经法院审理查明，从2014年7月
24日至8月26日期间，陈某香利用王
某的信任，虚构事实，分十二次骗取王
某现金共计36.5万余元。

同年 9月 1日晚，陈某香在海口
市南沙路万瑞广场归还王某 2 万
元。同年9月 5日，公安民警在海口
市南沙路上岛咖啡馆大厅将陈某香
抓获。

龙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
某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
他人钱财共计34.5万元，数额巨大，其
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遂作出
以上判决。

已婚男化名以谈恋爱行骗
诈骗34万余元被判8年7个月

5月11日，在海口城西路，海南省农业学校的学生在进行插花技艺展示。
据了解，海南省现有各类中等职业学校95所，中职在校生2014年已达14.7

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的46%；高职教育在校生2014年达到7.6万人，占
高等教育在校生的42%。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许多优
秀技能人才。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周玉萍 摄

学习技能
服务社会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好好天涯 人人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
崔善红）海口一男子柯某某伙同他人使用“伪基
站”设备强行向手机用户发送“代开发票”等非法
信息达116万多次。5月11日，记者从龙华区法
院获悉，该院一审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判处柯
某某有期徒刑3年3个月。

2013年11月22日至27日期间，柯某某（现
年40岁，浙江省台州市人）伙同方某某（另案处
理）驾驶由柯某某租来的一辆小汽车窜至海口市
内，由柯某某负责开车，方某某负责操作“伪基站”
设备向信号覆盖区域内的手机用户发送“代开发
票”等内容的非法信息。

同月27日11时许，柯某某、方某某在海口市
龙华区南海大道琼菜王酒店门口处利用“伪基站”
设备发送非法信息时被公安民警抓获。民警当场
扣押小汽车、笔记本电脑、手机、“伪基站”设备等
作案工具。

省公安厅网警总队对涉案“伪基站”设备进
行检查，柯某某伙同方某某使用“伪基站”设备于
2013年10月22日至11月23日发送含有“代开
发票”等非法内容的短信13条，发送次数为116
万多次。

龙华区法院认为，柯某某伙同他人非法使用
“伪基站”设备采用非法占用公众移动通信频率的
方式，在一定范围内搜取手机用户信息，强行向不
特定用户手机发送短信，干扰公用电信网络信号，
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柯某某的行为
已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应予惩处。遂作出
以上判决。

用“伪基站”疯狂
发非法短信116万多次
海口一男子被判3年3个月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张婷
通讯员黄方方）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保证新形势下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顺利
开展，近日，龙华区院根据省院安排，对
提起公诉的许某某诈骗一案举行庭审
观摩。

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第一分
院、海口市人民检察院、三亚市人民检
察院、文昌市人民检察院、定安县人民
检察院、临高县人民检察院、澄迈县人
民检察院、屯昌县人民检察院、海口四
个区人民检察院、三亚城郊人民检察院
分管检察长及公诉、未检人员共计90
余人观摩了庭审活动。

庭审中公诉人围绕被告人诈骗事
实当庭举证质证，紧抓犯罪构成，将零
散证据有效衔接形成证据链，在辩论阶

段就有无存在诈骗事实与辩方展开激
烈辩论，既有力指控了犯罪，又充分展
现了公诉人成熟稳健、灵活准确的应变
能力。

庭后评议会上，出庭公诉人自我剖
析并进行打分，与会人员以查找问题为
主，围绕起诉书、三纲一书等庭前准备
情况，以及公诉人庭审讯问、举证、质
证、辩论等表现情况，深挖不足之处，提
出意见建议，达到进一步锤炼、提高的
目的。

龙华区人民检察院还将继续举办
案件庭审观摩，形成长效机制，认真听
取各方意见，努力查找不足，切实加强
整改，进一步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高
素质公诉队伍，为司法体制改革后检察
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海口龙华区推行
案件庭审观摩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