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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椰林6月21日电（记者程范淦 通讯
员陈思国）经过一天的调查，陵水黎族自治县本
号镇艺童幼儿园发生的接送车内幼儿窒息死亡
的事件有了初步结果。记者从陵水有关部门获
悉，被遗留在校车内的该名幼儿因高温致心、
肺、肾等功能衰竭而死亡。日前，警方已对艺童
幼儿园4名相关责任人刑事拘留。

据了解，事件发生后，陵水有关部门立即查
封了艺童幼儿园，并控制了5名相关人员；经法
医鉴定该名幼儿的死因属中暑死亡。而后，经
多方调查取证，初步定性该事件属“重大责任事
故”，目前，该幼儿园4名相关责任人已被陵水
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为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陵水县委、县政府
昨晚立即成立了以纪委、组织部、教科局、公安
局、卫生局、属地乡镇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
组，对有关责任人进行问责；陵水县委、县政府
责成陵水县教科局召开全县校园安全工作紧急
会议，对全县所有幼儿园开展安全排查工作。

今天上午8时，检查组一行深入陵水县城区
及有关乡镇幼儿园，就园区的安全情况开展检查。

陵水幼儿校车窒息案
定性为重大责任事故
4责任人被刑拘

新闻追踪

本报海口 6月 21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刘伟）“吸毒者在自我毁灭
的同时，也损害自己的家庭，使家庭陷
入经济破产、亲属离散、甚至家破人亡
的困难境地。”20日上午，海口市山高
学校百名学生代表走进海南省琼山强
制隔离戒毒所参观，零距离接受禁毒
警示教育。

师生们在民警指导下参观了省
琼山所的“三区六中心”，即教育适应
区、戒毒康复区、回归指导区和教育

矫正中心、心理矫治中心、戒毒医疗
中心、运动康复中心、诊断评估中心
和后续指导中心，现场察看了戒毒人
员学习、生活现场，观看了戒毒人员
太极拳表演和海南司法行政戒毒工
作成果展。

随后，该所安排了一堂禁毒教育
课，为师生们讲解了毒品的种类、毒品
的危害性等知识。同学们纷纷表示，
通过此次活动，他们对毒品有了更全
面的认识。

海口百名学生接受禁毒教育

■ 本报记者 良子

当同龄的孩子在爸爸妈妈的呵护
中享受温暖时，她们却饱受毒魔侵害；
当同龄的孩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时，
她们却在戒毒所为摆脱毒魔挣扎。她
们正值花季，本应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
活，却走进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
未成年人吸毒，一直是我们不忍心碰触
的话题，但毒品泛滥的低龄化趋势已无
法回避。是什么让这些未成年人踏上
了吸毒的道路？学校、家庭和社会又该
担负起怎样的责任？记者来到省公安
厅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采访。

全家福是她实现不了的梦

“我不知道照全家福是什么感觉，
我没有照过全家福。”在省公安厅女子
强制隔离戒毒所。平儿（化名）说这话
时眼里满是泪水。跟父母照一张全家

福，对于孩子来说是件很平常的事情，
但对于平儿来说，那是她心中的梦，而
且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梦。11年前，她
的父母双双离开她。

平儿上到小学5年级就辍学了。
16岁时，平儿随着几个朋友跑到广州打
工，在一次朋友生日的聚会上，平儿第
一次吃了摇头丸，后来又吸K粉。2015
年4月，平儿来到海南三亚一家酒店打
工，这时，她已有3年的吸毒史，2015
年11月，平儿跟几个毒友在三亚一家酒
吧包厢吸毒时被警方抓获。

“爷爷已经90岁了，不知道我还
有没有机会看到他。”平儿哽咽地说，
从广州到三亚的那3年时间，她不敢
回家，因为她赚的钱全部吸毒了。

14岁吸毒，校花成了女魔头

阿蓉（化名）长得很漂亮，大大的
眼睛一闪一闪的，小巧的鼻子显得调
皮可爱，如果不是在强制隔离戒毒所，
记者很难将这么漂亮的女孩与丑恶的
毒品联系在一起。阿蓉告诉记者，母

亲管她很严。
“我最讨厌父母经常在我面前唠

叨，什么你要这样，不能那样，就连我
穿衣服都干涉”。阿蓉说，由于叛逆心
理严重，她很少回家，渐渐地她跟社会
上的朋友在一起吃饭或上酒吧玩。一
次在包厢唱歌时，在几个朋友的劝说
下，她吸了K粉，当时她只有14岁，还
是正在上初二的学生。从那以后，阿
蓉变了，同学见到她都躲着走。

后来，阿蓉交上了一位以贩养吸
的男朋友。2014年4月，在一次警方
的行动中，阿蓉与贩毒的男友等9人
在海口大致坡的一家旅店里被抓获。
因年龄太小，阿蓉被警方放了。2014
年11月，阿蓉与她的几个毒友聚众吸
毒被公安机关抓获。

遏制吸毒需共同努力

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从许多未成年吸毒人员的经历看，
超过半数人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各
类问题。有的孩子父母离异，有的父

母忙于打工、经商对孩子感情淡漠、疏
于管教，有的存在家庭暴力，有的父母
自身就有赌博、酗酒等不良嗜好。再有
就是对毒品有强烈的好奇心。有的人
不了解毒品知识，认为K粉、摇头丸不
是毒品，是消遣的东西。

该负责人说，从未成年人吸毒现
象看，全社会的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需

要深化，家长和学校也亟待担负起相
关责任。另一方面，学校、老师不应放
弃任何一个孩子，平时要加强禁毒教
育；另一方面，家长应当担负起责任，
多与孩子进行交流，及时掌握孩子的
心态、学习动态、交友情况等，以便有
效地采取对策。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

探访省公安厅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那些“花儿”的毁灭与重生

本报五指山6月21日电（记者
易建阳 通讯员赖思琴）近日，五指
山市人民法院民庭接到一起特殊
的变更抚养权关系纠纷案件。一
男子经亲子鉴定，发现自己辛苦养
育了 11 年的女儿非亲生，一怒之
下将孩子的母亲告上法庭。五指
山法院民庭法官先后 3 次前往海
口找被告做调解工作，成功化解该
起纠纷。

据介绍，2005年，王某和怡某确
立了男女朋友关系，但因两人性格不
合，摩擦不断，仅几个月后两人就分
手。2006年3月，怡某抱着一个女婴
来到王某家，说是王某的亲生女儿，
要求王某抚养。王某信以为真，当场
表示愿意自行抚养这个女孩。2016
年上半年，王某为了给孩子上户口，
在公安机关的要求下，和女儿做了亲
子鉴定。可鉴定结果却显示，王某不

是女儿的生物学父亲。听到这个消
息，王某将怡某告上法庭，要求变更
抚养权，并要求怡某赔偿25万元补
偿金。

五指山法院民庭受理该案后，
依法向王某和怡某送达了开庭传
票，但怡某以在海口上班没空、担
心此事被丈夫知晓会导致离婚为
由拒绝出庭。法官考虑到本案中，
怡某虽然有过错，但她已经成家，

如果此事被家人知晓，难免给怡某
的家庭造成新的冲击；最重要的是
涉诉的孩子已经 11 岁，正处青春
期，如果原被告的矛盾不能得到妥
善的解决，最受伤害的还是孩子。
在多次和怡某电话沟通后，法官先
后3次前往海口对此案做调解。最
终，该案的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被告愿意自行抚养孩子，并赔偿原
告10万元。

抚养小孩11年，亲子鉴定发现非亲生

男子向女方索赔成功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郭
萃 杨艺华）昨天上午，海口市龙华区
食药监局授予海口保税国际商品直营
中心“食品安全承诺示范店”称号，这
是我省首家被命名的“食品安全承诺
示范店”。

据了解，根据国家食品安全法规
相关要求，海口市龙华区食药监部
门制定了“食品安全承诺示范店”创
建标准，从创建企业的基本条件、场
地环境、设施设备、食品质量、现场
食品加工、从业人员、管理制度和食
品安全信用等8个方面作出了具体
规定。

据海口保税国际商品直营中心
总经理禤加加介绍，直营中心主要
经营来自世界各地的进口商品，这
些进口商品经过海关、检验检疫部
门的双重把关，商品来源和品质安
全更有保证，自开展创建工作以来，
直营中心严格对照创建标准逐条逐
项自查整改，在期限内顺利通过了
考核评估。

经过3个多月的创建申报和食药
监部门多次的检查指导，海口保税国
际商品直营中心近日通过了海口食药
监部门的考核评审，被授予“食品安全
承诺示范店”。据悉，龙华区食药监局
将对“食品安全承诺示范店”实行动态
管理，不搞终身制，每年将组织复查评
估，如发现该店未能很好履行向社会
公开承诺的事项，龙华区食药监局将
责令限期整改或取消“食品安全承诺
示范店”的资格。

我省首家“食品安全
承诺示范店”挂牌

禁毒，我们在行动

一男子扰乱客舱秩序
被拘留5天

本报三亚6月21日电（记者陈雪怡 通讯
员汤璐）记者今天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了解到，
日前，由杭州飞往三亚的航班上，一名男性旅客
因座椅调整问题与前排旅客起纠纷，随后引发
肢体冲突。最终，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公安分局
给予该旅客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6月19日晚上，首都航空JD5146航班由
杭州飞往三亚途中，旅客黄某因座椅调整问题
与前排旅客张某起纠纷，因言语不合，黄某便动
手袭击了张某。

据机上多位目击证人称，张某受到攻击后
并未还手，并选择请求机组作报警处理。飞机
安全落地三亚后，凤凰机场公安分局派出所民
警接警后迅速赶往客机机舱，将涉事的旅客黄
某、张某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警方通过航班
机组报警单、目击证人证言、涉事人员笔录等证
据证实，旅客黄某对该事件负有直接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二十
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凤凰机场公安局给
予旅客黄某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入室抢劫杀害婆媳二人

东方两凶犯被执行死刑
本报八所6月21日电（记者徐一豪 通讯员

符才丽）因被人催债，东方市两男子持刀闯进民
居抢劫钱财，又因担心罪行暴露，残忍杀害留守家
中的婆媳二人。今日，这起备受关注的抢劫杀人
案尘埃落定，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裁定，罪犯赵
某朝、赵某刚获判死刑，并被执行枪决。

经法院审理查明：赵某朝（男，1983年生）、
赵某刚（男，1986年生）均为东方市人。2014
年9月13日下午，赵某朝因无钱还债，便向赵
某刚提议抢劫，后者表示同意。随后，二人来到
东方市八所镇东海路八所加油站附近文某英
（被害人，女，殁年56岁，系两名罪犯的远房表
嫂）家中，抢劫和杀害文某英和文某英媳妇周某
妮（殁年27岁）。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分别判处赵
某朝、赵某刚死刑。二人不服一审判决，认为量
刑过重，提出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今天上午9时许，该案在东方市人民法院公
开宣判。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裁定，认定罪犯赵某
朝、赵某刚罪大恶极，法不容留，依法核准判处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下达了执行死刑命令。

本报三亚6月21日电（记者孙婧）
日前，海南省红十字会采用新的遗体
捐献流程，取消了自愿书公证这一手
续。三亚市立才农场退休职工雷淑
云成为了三亚地区采用新流程后的
首个捐献者。6月20日这天，她在自
家院子里签署了遗体捐献自愿书。

记者了解到，此前，海南的遗体
捐献基本流程为：捐献人先与省或市
县红十字会联系登记造册，然后填写
志愿捐献遗体申请，并到当地公证处

办理公证。其中特别规定，有直系亲
属的（父母、配偶、16岁以上子女），须
捐献者本人与主要直系亲属前往公
证处公证。仅这后一条规定，就挡住
了不少出行困难，或直系亲属出现意
见分歧的捐献者的脚步。

立才农场三区部十二队69岁的
雷淑云就是其中一个。她从电视新
闻中了解遗体捐献对医学研究的意
义后，于2015年5月，第一次将自己
捐献遗体的想法告诉家人，但除了

丈夫支持外，全家其他成员都表示
反对。

因为家人不愿意去公证处办理
手续，一年来，雷淑云的心愿迟迟不
能实现。但她坚持自己的决定。她
曾在遗嘱里写下自己捐献遗体的心
愿，还曾因为这和儿子吵过架，“最激
烈的一次，她要喝农药以死相逼，让
他儿子同意。”雷淑云的亲戚李青松
透露。

从2016年6月6日起，全省各地

红会简化遗体捐献手续，省去公证环
节，只需捐献者本人填写《中国红十
字会遗体捐献自愿书》，去世后，再由
直系亲属填写《中国红十字会遗体捐
献登记表》并全部签字即可。

6月20日这天，在丈夫的支持下，
雷淑云填表、签字、摁手印，再检查了
一遍手中的自愿书，初步完成了对自
己身体的安排。“人总是要去世的，还
不如捐出来，救人也好，做医学研究也
好，都比埋了值得。”雷淑云说。

红十字会简化遗体捐献手续，省去公证环节

三亚一老人签署自愿捐献书

省慈善总会
送医送药活动走进临高

本报临城6月21日电（记者李佳飞）测量
身高、体重、血压,做心电图、彩超……昨天上
午，由省慈善总会组织开展的“医疗扶贫·下基
层送医送药义诊”活动走进临高县，首站活动在
波莲镇政府大院内进行，当地不少中老年患者
前来寻医问药。

昨天上午10时，记者在义诊活动现场看
到，来自海南现代泌尿专科医院、海南省军休
所、海南武警总医院的近10名专家热心为当地
群众服务，不仅解答各类医疗以及用药的问题，
还免费为大家进行健康体检，建立健康档案，普
及健康知识，有外科医生还当场为中老年病痛
患者做按摩治疗。

省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是
为践行“精准扶贫”的思想，努力解决贫困地区
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问题，重点关注贫困患者、
弱势群体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情况，缓解
因病致贫的难题等。

义诊活动在临高将持续两天，首站在波莲
镇，下一站为临城镇。现场专家诊治后开具处方，
患者可免费领取相关药物。到场进行健康咨询的
患者凭处方还可免费领取一份钙片（或维生素）。

近日，琼海市公安消防支队举办的大型“大手牵小手 亲子游消防”活动在特勤中队举行。70个亲子家庭140余人共同开启一
场消防体验。此次亲子游消防活动，让小朋友和家长们过足了“消防瘾”，提高了参与家庭成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本领。

通讯员 樊骁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大手牵小手 过把“消防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