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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8月10日电 （记者徐一豪）为喝
酒、唱歌，乐东4名未成年人竟持刀威胁恐吓、抢
劫瓜农。日前，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
罪分别判处陈某代、陈某王、陈某波、陈某锦有期
徒刑1年6个月至3年6个月不等，并处以罚金。

经法院审理查明，去年1月3日下午，乐东佛
罗镇陈某代、陈某王、陈某波、陈某锦等4名青年
（案发时均未成年），与陈某忠、陈某斌等6人（此6
人均另案处理）分乘3辆摩托车来到佛罗林场两
处西瓜地，持刀威胁被害人陈某艳和林某础，抢得
2800元，并损毁西瓜30个。次日，陈某代、陈某
忠、陈某王等人再次来到被害人陈某艳看守的瓜
棚，殴打瓜农邢某丰，并摘走西瓜30个。

去年2月，被告人陈某代、陈某锦、陈某波先
后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乐东四未成年人抢劫获刑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吴海青 马灵）日前，澄迈县森林公安局破获一宗
盗伐林木案，犯罪嫌疑人王某坤潜逃一年后被抓
获。据悉，被王某坤盗伐的林木为小叶桉树，经评
估，原木总材积量为 6.22 立方米，总蓄积量为
8.639立方米。

涉案嫌疑人王某坤作案后潜逃，其本以为可
以逃避追捕，却不料一年后被抓获。去年3月中
旬，澄迈县红岗农场东联作业区发生盗窃林木
案。澄迈县森林公安局立即对此案立案侦查，经
多方走访调查，初步确定红岗农场保安队队长王
某坤有重大作案嫌疑。

经查明，王某坤曾联系其朋友王某进，谎称红
岗农场七队25号橡胶林段的小叶桉树为自己所
种，要砍伐后种植橡胶树。随后，王某进协助将林
木砍倒。

确定王某坤为作案嫌疑人后，办案民警在其居
住地和工作地均未发现王某坤踪迹，民警遂将王某
坤列为网上追逃人员进行网上追捕。日前，警方接
到线报，王某坤在海口市龙华区金垦路有活动迹
象，办案民警立即展开摸排，最后在金垦路露天排
球场成功对其进行抓捕。目前，王某坤因涉嫌盗
伐林木罪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澄迈一保安队长监守自盗

盗伐林木逃跑一年后落网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金昌
波 通讯员林小丽 吴彬彬）近日，陵水
黎族自治县海南世知度假村全体维权诉
讼业主代表葛某某、董某某来到陵水县
法院，代表42位业主将一面绣有“尚法求
是，一丝不苟，清廉为民，公平正义”的大
红锦旗送到该院民事审判庭法官手中，
感谢该院帮他们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今年4月，陵水县法院民

事法庭先后受理了多宗业主诉海南世
知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知公司）
的合同纠纷系列案。该批案件中的业
主在购买了世知公司开发的产权式酒
店的房屋后，先后与该公司签订了《销
售返租协议》，约定将自己购买的房屋
返租给世知公司，世知公司按年支付租
金。但2013年后，世知公司因经营不
善等原因致使涉案酒店停止营业，此后

双方就支付租金、返还房屋、办理房屋
产权证、提供免费入住等问题争执不
下，上述业主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世知公司支付拖欠的租金、解除返租协
议、返还房屋并办理房产证等。

为此，民事审判庭各承办法官多次
商讨，制定解决方案，在该庭的多次组
织调解下，该批系列案件中的42位业
主与世知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世知公

司同意解除《销售返租协议》并分批付
清拖欠的租金或购房款；同意协助业主
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返还房屋并承
诺在今年11月30日前完成房屋修复工
作，同时以每天85元的标准补偿业主
未能享有的每年免费入住天数的损失。

目前，42宗案件的业主均已拿到了
涉案房屋的钥匙，6宗案件的业主已领
取了总购房款的5%。

经营不善致产权酒店停业，开发商与42名业主产生争执

陵水一合同纠纷系列案成功调解

本报定城8月10日电（记者赵优
通讯员司玉）记者日前从定安县老龄办
获悉，定安已启动2016年百岁老人长寿
补助金申报工作。据悉，凡具有定安县
户籍、在明年12月31日前满100周岁
（含100周岁）的老年人均可申请高龄补
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500元。补助
金将通过“一卡通”发放。

据介绍，此次申报工作截止今年8
月20日。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自行或
委托亲属，凭有效证件向户籍所在地
的镇民政办、农场民政科或村（居）委
会提出申请，填写《海南省长寿补助金
申报登记表》，同时需要出示老人本人和
申报人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老
人近期1寸正面免冠彩照3张、派出所
出具的常住人口信息表并加盖户籍专
用章等材料。

定安启动2016年
百岁老人长寿补助金
申报工作

本报石碌8月10日电（记者黄能 通讯员王
俊大 江志伟）“若非你们及时帮助，我的工友就不
会有今天的平安。”今天，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
某养猪场工人唐某来到昌江边防支队海尾边防派
出所，向一个月前全力救助他工友的民警表示感
激。

7月11日凌晨1时许，该所民警深入辖区开
展治安清查。在海尾镇林场派出所附近某养猪场
处，民警听到有人喊“救命”的声音。民警上前查
看，发现一名男子躺在床上抽搐，四肢紧缩、脸色
发白、神志模糊，多次询问都无法回答。

随后，民警马上联系海尾镇卫生院及急救医
务人员前来救治。待医护人员赶到后，民警配合他
们对患者进行初步检查，并帮助将其抬上救护车送
往县人民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据医护人员介绍，
患者是突发性脑溢血，要不是及时发现救治，生命
将面临危险。

据了解，患病男子姓吴，今年58岁，系昌江县海
尾镇人。目前，吴某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康复之中。

58岁男子
半夜突发脑溢血
昌江边防民警及时救助

本报那大8月10日电（记者徐一
豪 特约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张琳）“儋州
交警”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正式上线运
行。据悉，该微信公众平台除了常规的
便民服务等功能外，还在全省率先推出
了轻微交通事故微信快处快赔服务。

据悉，车辆在路上发生擦碰等轻微
交通事故后，驾驶员拍摄事故现场前景、
后景、碰撞点3张照片，并上传至“儋州
交警”微信公众平台，再输入当事双方手
机号码，事后双方凭事故标号至理赔中
心理赔。

据介绍，适用微信快速处理的交通
事故范围为无人员伤亡、无饮酒、无吸食
毒品、麻醉药品的轻微事故，或各方车辆
损失不超过2000元，且要求各方驾驶人
均持有效机动车驾驶证，各方机动车辆
有号牌，年检合格，事故各方均有投保。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公众平台
快处办理时间为每天上午8时至下午6
时，其余时间段仍需报警处理。

儋州交警
微信公众平台开通
特设快处快赔服务

本报那大8月10日电（记者徐一豪 通讯员
王垚 蔡小龙）儋州人邓某道、邓某荣、邓某平以
改签机票为由，冒充航空公司客服，骗取林丹妻
子谢杏芳4.5万元。日前，三人因诈骗罪在北京
获刑。

据悉，今年 1月 24日，谢杏芳通过携程旅
行网订购了一张机票，1月 28日，她收到一条
落款为“海南航空”的短信，被告知其所乘坐的
航班因飞行系统故障取消，提醒联系客服电话
4006691262办理改签。谢杏芳与所谓“客服”
联系后，对方让她到银行ATM机转账工本费
10元。谢杏芳按对方提示操作后，发现银行卡
里的 4.5 万元不翼而飞。随后，谢杏芳打电话
报警。

经过调取银行监控录像以及相关技术手段，
北京、海南两地警方不断缩小侦查范围。并最终
锁定犯罪嫌疑人为儋州市木棠镇塘坎村的邓某
道、邓某荣、邓某平三人。今年4月，三人先后落
网，并被押解回京受审。

谢杏芳改签机票
遭短信诈骗
京琼两地警方追查3月破案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李关平 实习生
许钰）昨晚11时左右，海口市海甸岛人民桥上桥
位置发生一起事故，一名男子驾车醉酒驾驶撞上
两辆电动车致3人受伤。

记者赶到现场发现，车牌号为琼AT36XX的
日产轿车停在路边，车头变形，前保险杆脱落，前
方还有两辆电动车被撞得零部件四处散落，电动
车上3人受伤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令人感到意
外的是，轿车上司机一直呆在车内，方向盘上安全
气囊已经打开，尽管群众一再拍打车窗希望他下
来，但他无动于衷。

警方赶到现场后，将男子带往医院进行酒精
检测，结果显示男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
191mg/100ml，是正常标准的两倍多，属于醉酒
驾驶。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酒精含量是标准两倍多

醉驾男子海口撞伤3人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通讯员 陈琳 鞠波

在今年高考中，我省已有26名残
疾考生被大学录取，有的残疾学子还考
取了市县文科第一名。这是记者今天
从省残联获悉的。

他们往往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却在
人生的第一场大考中，交出了令人惊艳
的答卷。今日，记者走进两位金榜题名
的残疾学子，向大家真实地展现他们的
不屈与汗水。

考取琼海文科最高分

8月7日晚上，台灯下，琼海学子周
桃亦掏出上海复旦大学的学校招生简
册，摸了一遍又一遍。自高考成绩揭晓

以来，她以文科总分851分的优异成绩
夺得琼海市文科高考第一名，已顺利被
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专业录取。

因腿残疾，让周桃亦的求学路变得
比正常人要困难，同时也让她变得更加
懂事。学习过程中，她非常认真、努力，
她觉得残疾人虽身残但志不残，只要通
过学习完全可以超过正常人。

“脚不方便，思想却可以替我走很
远。”周桃亦说，多年前她就开始谋划人
生之路，一定要考取大学，今后还要找
一份稳定的工作，自己能养活自己，少
让父母担心。

在学习之余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每年寒暑假周桃亦都会主动帮助邻居
家的孩子补习功课；和班上同学一起去
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去街头清除小广

告……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为社会
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今年高考中如
愿实现了大学梦想。她希望能利用大学
的图书馆资源博览群书，也希望能参加
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结识更多的朋友。

因病休学两年后考上大学

今年高考中，海南华侨中学的高峰
以692分的成绩被海南大学录取。这
份迟到了2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承载
了太多的艰辛与汗水。

2012年，正在上高二的高峰因风
湿双腿肿痛，后病情恶化导致无法行
走。无奈之下只能休学求医。两年来，
高峰家人带着他从海南飞赴杭州、上

海、北京等多地寻医看病。并在北京
309医院做了膝关节置换手术，经过后
期的康复训练，去年8月份，他已经能
够拄着拐杖走路了。

刚开始，高峰担心自己休学两年
后，成绩跟不上同学。上课时，别人都
能自如地做笔记，他只能用脑子记下
来，然后一遍遍在脑海中回忆。虽然能
够脱离拐杖走了，但是他每天早上起来
的第一件事情仍然是做康复训练，练习
腿部肌肉和双腿弯曲并一边训练，一边
回忆课堂上的知识。努力之下终于有
了回报，今年如愿进入大学继续深造。

“我以为再也不能读书了，这份迟
到了两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重新燃起
了我对未来生活的希望。”高峰说。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

他们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却在人生的第一场大考中，交出了令人惊艳的答卷

这些残疾学子是好样的

开栏的话：人生总是那么千姿
百态，生活总是那么五味杂陈。在我
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从业者：他们离
我们很近，却又有些神秘和陌生；他
们和我们同在一个屋檐下，却有着不
一样的故事。他们不是“高大上”，也
非“白富美”，却是这个社会不可或缺
的一分子，他们每天都在默默无闻地
服务社会，为这个我们的城市添砖加
瓦。今天我们推出专栏“身边的打工
者”，带领读者走近这些普通而特别
的从业者，聆听他们的故事、记录他
们的艰辛、领略他们的精彩。

■ 本报记者 张婷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穿梭于城市高
楼之间，如同美国好莱坞大片里的蜘蛛
侠一般从空中俯瞰整个城市。他们艺高
人胆大，将性命交付于一根绳子；他们很
酷炫，可以在蓝天白云中自由降落；他们
也很神秘，少有人从他们的视角看世
界。他们将我们的城市高楼清洁得一尘
不染，他们是“蜘蛛人”。

“再干两年就不干了，
想回家了”

海口经济技术学院艺术大楼的蓝色
圆弧屋顶上，艾师傅身手敏捷地爬上离
地将近3米的木梯子，一手拉着安全绳，
一手拎着装有防水涂料的塑料桶，走在
半球型的屋顶上，如履平地，映着蓝天，
武侠小说里的飞檐走壁也不过如此。

一旁的黄师傅则先是将安全绳牢牢
地系在身上的马甲上，然后仔细地将另
一条绳子穿过坐板的U型扣，漂亮地打
了一个活结。在吊板上坐稳后，双腿着
力，顺着弧面一道接着一道地涂抹防水
涂料，同时有节奏地通过活结放着绳子，
调整高度。

“哈哈，这有什么厉害的，干久了自
然也就不害怕了，我单凭手上的力抓着
一根绳子爬两层楼呢。”艾师傅笑着说，
眼角皱起的皮肤刚好接住了额头上流下
的大颗汗滴。

艾师傅是湖南邵阳郦家坪镇蔡家田
村人，1992年上岛后先是从事彩印包装
行业，2008年在老乡的介绍下开始从事

外墙清洗和防水。
“第一次攀爬在一个8层的楼，大概

25米吧，还是师傅带着一起的，根本就
不敢往下看，一颗心一直悬着，直到落地
了才缓过来。当时就觉得这个活自由，
没那么多条条框框的束缚，干完就完，没
想到一干就这么多年。”艾师傅笑着对记
者说，似乎对现在的工作很满足。

相比艾师傅的健谈，较为瘦小的黄
师傅则有些腼腆，闷着头，弓着腰，一上
午硬是涂了大半个屋顶。“干这一行心里
都晓得有风险。每天开工第一件事，就
是检查绳子和坐板，看看绳子有没有磨
损，坐板有没有裂痕。而且都是自己系
绳子，自己绑的放心。”

黄师傅今年52岁，从1997年开始
干这一行，已经干了整整18年。“当初做
这个，就觉得虽然风险大，但挣的也多。”
黄师傅的爱人和孩子都在湖南老家，妻
子一个人照料着孩子和老人的同时还管
着家里的6分田地。

午饭的时候，黄师傅摘下帽子，额头
明显比脸颊白得多，由于顶着大太阳干
了一早上，黄师傅似乎没什么胃口，一碗
饭剩了一大半。黄师傅说，再干两年就
不干了，想回家了。

“别人看风景，我看楼”

“我第一次洗的是宝华海景那栋楼，
十几年前差不多是海口最高的楼了，26
层。第一次特别紧张，根本没洗干净，刷
子拿的角度不对也使不上劲，后来还是
师傅又洗了一遍才干净了。”老艾也是湖
南邵阳人，现在是海南森立防水清洁工

程有限公司的合伙人，可以算得上海南
最早从事外墙清洗的一拨人。

老艾说，他现在都有职业病了，别
人走在街上都是看风景，而他则是看楼，
看看脏不脏，需不需要洗。进陌生的楼，
脑子里想的也是这楼结构怎么样，方向
如何，外墙造型如何，该怎么固定绳子。

“我们这行有季节性，忙起来的时
候，一个月只能休息两三天。不过，干得
多，也赚得多，行规一般都是一天三四百
块钱。成熟的师傅最多一个月能赚
8000多。”老艾告诉记者，十几年前，外
墙清洗一个平方米都15元左右，现在均
价是3元。虽然价格低了，但是好在高
楼也多，就只能多做些。

老艾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前年6月
份和妈妈一起从湖南来到海南，现在帮
着老艾管工地，师傅们都叫他小艾。和
所有22岁的男孩一样，小艾喜欢打球、
游泳、或者宅在家里打游戏。不过妈妈
总会叮嘱他记得穿长袖，怕他晒得太黑
找不着女朋友。

“肯定担心，但没有办法啊”

艳阳高照，国兴大道海南大厦的玻
璃幕外墙闪着光。仔细一看，好几个“蜘
蛛人”正在辛勤地工作着。刘师傅就是
其中一位。

楼顶上，刘师傅的爱人小燕正仔细
的观察着刘师傅的下降高度，配合着调
节水管的长度。“他们洗，我们就配合着
放水管，还得观察着绳子的情况，像海南
大厦楼顶有个2米的凸顶，使得人降下
去离墙面较远，你看，我们专门在它凸起

的下沿绑了一圈，让绳子离墙近一些，但
绳子就比较容易磨损，虽然垫了被子，但
还是得有人看着。”

刘师傅和小燕都是湖南人，刘师傅
1993年从家乡来海南干起外墙清洗，
1999年小燕也来到了海南。

“肯定担心啊，但是没有办法，要生
活啊。”当被问到丈夫工作的安全性时，
小燕朴实地回答，干了会担心，不干又没
有办法，只能小心。小燕一边说，一边直
勾勾地盯着卡在凸起处的绳子。

中午十二点，刘师傅降到了地面，一
边收绳子，一边整理清洁工具，汗水浸透
了衣服，笑容也掩盖不住满脸的疲惫。

刘师傅说，由于下雨天无法施工，大
晴天对我们来说就是好天气，但就会热，
尤其这种玻璃幕墙会反光，相当于两个
太阳，一个晒着，一个烤着。

施工标准的主绳和安全绳直径22
毫米，一般作业的绳子长度是110米左
右，单根绳子自重就有60~70斤，等于
每次松绳子师傅都要单手提起这么大
的重量。而海南大厦之所以难洗，因为
它楼高有160米，所需绳子的长度就更
长，也更重。而洗高楼时容易受风的
影响原地打转，不过对于经验丰富的
刘师傅来说，只要稍稍调整下坐板的
位置，把重心调整到和风向反着的角
度就行了。

“最近新闻说内地发生几起‘蜘蛛
人’安全事故，许多朋友表示担心。但这
么多年也过来了，小心点一般也不会出
事。我们这行是真正的命悬一线，哈
哈。”刘师傅笑着说。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

飞走在城市上空的“蜘蛛人”

本报讯（记者张谯星）为进一步丰
富国防教育载体，推进全民国防教育普及
深入和创新发展，省政府近日下发通知，
命名16个单位为海南省国防教育基地。

这16个单位分别是：琼崖红军云龙
改编旧址、秀英炮台、海口市综合训练基
地、三亚市梅山老区革命烈士陵园、儋州
烈士陵园、德园、文昌市张云逸大将纪念
馆、南阳人民英雄纪念碑及革命斗争纪
念馆、琼海市周士弟将军纪念馆、万宁市
革命烈士陵园、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
园、定安县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澄
迈县玉包港登陆作战纪念园、陵水黎族
自治县陵水苏维埃政府旧址、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白沙起义纪念园、武警海南
省总队训练基地。

16单位被命名为
省国防教育基地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李关平 特
约记者周平虎）今天，位于定安县的黄竹驾考
科目三考场正式投入使用。首日57名小型
汽车学员参加考试，合格率为81%。

据介绍，针对近年来全省机动车驾驶人
考试需求的不断增长，驾考科目三考试出现
大量学员积压的问题，省交警总队科学统筹
全省机动车驾驶人考场建设，根据公安部对
于考场设置的要求，组织对原有考场进行改
建的同时，积极扩建考场。

新建的定安黄竹科目三考场，小型汽车
考试车辆24台（其中C1考试车辆20台、C2
考试车辆4台）、大中型汽车考试车辆6台，每
天可容纳500人次进行科目三考试。

此外，该考场的大、中型车辆驾驶人科目
三考试系统预计将于今年10月启用，这标志
着我省大、中型车辆驾驶人科目三考试人工
评判，开始逐步向计算机自动评判转变。

省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表示，位于五指山
市番阳镇的机动车驾驶人考场也正在抓紧建
设，预计明年初投入使用。另外，省交警总队还
将推进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机动车驾驶人考
场建设。届时，机动车驾驶人考场既可完全满
足驾驶人考试需求，同时，又大大方便了群众
就近参加考试。图为定安黄竹新考场启用，日
均容纳考生500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定安黄竹科目三考场昨开考
每日可容纳500名考生考试

正在海口某高楼作业的清洁工们。
本报记者 张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