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全国交通安全日冶主题宣传日活动昨日举行

全省交警一天查处超速 1050起

省公安厅尧 海口市政府尧 省文明办尧教
育尧交通运输尧安监尧司法尧团委尧省交警总队
等部门负责人出席活动袁其中还有省市公安
机关尧运输企业代表尧驾校学员代表尧文明交
通志愿者等约 600人参与到活动中遥

本次活动内容分为现场宣传活动和路
口文明交通劝导两部分遥 在宣传活动现场袁
给 2015年度 野全省公安交管工作网络监督
员冶颁发聘书曰举行野文明交通我参与冶有奖
答题活动抽奖仪式尧海口市野椰城交警冶微信
公众平台尧微博上线仪式尧新驾驶证宣誓领
证及野我开车尧我宣誓尧不做低头族冶集中宣
誓活动曰现场全体人员共同参加抵制七类违
法袁安全文明出行签名承诺活动袁参观图片
展尧观摩执法装备尧交通安全模拟体验等遥

昨日上午 10院00至 12院00袁 文明交通志
愿者 50人分别在国兴大道与美祥路交叉路

口尧 海府路高检路口尧 海秀东路彩虹天桥路
口尧龙昆大转盘尧丘海大道与滨海大道交叉路
口等路段袁 对不文明交通行为进行查纠和劝
导袁对交通违法行为人依法进行处罚袁开展文
明劝导教育袁向群众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遥
据统计袁 当天共发放 3000多份宣传资料袁劝
导电动车尧行人不文明交通行为约 200起遥
据了解袁从昨日起袁全省交警集中开展

严查七类交通违法行为统一行动遥将对秩序
混乱尧违法突出尧事故多发的重点路段进行
重点整治遥严格执行行政处罚和记分管理措
施袁该暂扣的一律暂扣袁该吊销的一律吊销袁
该拘留的一律拘留袁 该降级的一律降级袁提
高其违法成本袁提高整治的威慑力遥昨日袁全
省交警共查处超速 1050起袁超载 320起袁闯
红灯 510起袁不礼让斑马线 22起袁占用应急
车道 31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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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位从小学习成绩优异袁
又考上大学还写出几十万字小说的
才子来说袁 是什么导致他走向这条
道路钥 对于犯下的大错他是否感到
后悔和反省呢钥近日袁商报记者走进
琼海市看守所袁 近距离和王某林进
行对话遥

记者院野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袁
这段时间你有过反思没有钥 冶
王某林院野母亲没了浴 感到十分

后悔浴失母之痛袁我现在几乎每天都
以泪洗面浴 冶
记者院野以前是否也多次动手打

过父母钥 冶
王某林院野以前出现过轻微的现

象袁并没有家庭暴力的倾向遥 冶
记者院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

况钥 冶
王某林院野受到长期的沉闷挫折

失败袁加上生活不如意袁有时就喝点
小酒袁导致和家人发生言语冲突袁几
乎没有拳脚相加袁 本意还是为家庭
着想浴

母亲是我的灵魂袁 是我失手造
成的袁我十分后悔浴 现在袁只想早日
开庭袁见到父亲弟弟一家人浴 冶

琼海 38岁武侠小说叶江湖战略曳网络写手

不孝子醉酒连掴六旬母亲耳光
母亲并发肺部感染身亡 男子涉嫌故意伤害被提请逮捕

商报讯 渊驻琼海记
者 王春棠 摄影报道冤
他袁 曾是农村人的骄
傲要要要从小喜欢读书袁
从村里的小学考上当时
琼海最好的中学要要要嘉
积中学读初中袁 后又以
优异成绩考上海南中学
读高中袁 随即考入海南
大学袁 成为一名大学才
子浴 他还曾写出 30万字
的武侠小说叶江湖战略曳
在网上连载发表遥 一说
起他袁 方圆百里的乡亲
都竖起大拇指院 这娃有
文化袁是个作家遥家长都
以他为榜样教育孩子遥
转眼间袁大学毕业了袁看
似前途一片光芒袁 幸福
的生活触手可及遥但是袁
他工作屡遭挫折袁 没有
固定的经济来源袁 生活
不尽如人意遥 如今 38岁
仍旧未婚袁 只好回到乡
下遥回家后袁他多次借酒
消愁袁家人劝告不听袁甚
至大声吵闹袁 辖区派出
所的民警尧教导员尧所长
也多次教育开导遥

今年有一天袁 他喝
醉酒后又和家人大吵起
来袁冲动之下袁失手殴打
六旬老母亲几巴掌袁导
致其母颅脑损伤并发肺
部感染抢救无效死亡浴
目前袁 这位曾经的

大学才子王某林袁 已被
提请逮捕并被羁押在琼
海市看守所袁 等待他的
将是法律的判决以及良
心的问责浴

协助政府征地 趁机“中饱私囊”
收受他人财物 21.9万元 海口一男子二审判刑 11年

8月 16日袁接到报案后袁琼海警方立即
展开侦查袁8月 29日袁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林
抓获归案遥经审讯袁王某林对其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遥

据琼海警方介绍袁 经海南省安宁医院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院1. 王某林在
本次作案时患有单纯醉酒 渊普通醉酒状
态冤遥 2.王某林本次作案系受单纯醉酒渊普

通醉酒状态冤影响所致遥
目前袁王某林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袁已被

提请逮捕袁现羁押在琼海市看守所袁有关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遥

王某林袁出生于 1976年袁琼海市龙江
镇深造村委会人遥 他的家境在村里还算不
错袁家里不仅有农作物收入袁父母还在村里
经营小卖部袁收入还算可观遥王某林还有一
位弟弟王某利袁 虽然书没有哥哥王某林读
得多袁但已经先于哥哥结婚成家袁经营着自
己的小生意袁而且育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遥
看起来袁这个大家庭还算幸福美满袁除了王
某林没有成家立业外遥

可能因为一直以来工作不顺心袁 生活
不如意袁 王某林总觉得家人朋友不能理解
他袁王某林经常一个人喝闷酒袁借酒劲抒发

心中的愤懑遥为此袁辖区琼海市龙江派出所
民警费了不少心遥

野我们所里的民警包括协警袁哪一个没
跟他打过交道啊遥 冶龙江派出所教导员黄晓
辉告诉记者袁野王某林几乎每次喝酒都会和
家人吵闹袁因为他书读得多袁道理也是一大
堆袁家人说的话他又不听袁每次家人少不了
给我们所里打电话求助遥 冶黄晓辉回忆袁他
到龙江派出所一年多袁 起码跟王某林打交
道不下七八回袁野每回都是因为喝酒引起遥 冶

今年 8月 15日晚袁王某林又独自一人
在自家老房子里喝酒遥据办案民警介绍袁刚

开始时袁 王某林先去自家小卖部里拿了 6
瓶力加啤酒袁到了晚上 11时许袁啤酒已被
他喝光遥
王某林仍觉得不过瘾袁 准备继续去小

卖部拿酒遥看着王某林喝了很多酒袁父母和
弟弟王某利多次劝他不要再喝了遥 已有醉
意的王某林不听劝袁 反而大骂弟弟王某利
多管闲事袁不懂尊重兄长遥王某利平时比较
野惧怕冶哥哥袁但当晚被王某林激怒袁随手拿
起空啤酒瓶打到王某林额头袁 之后跑出小
卖部袁到村外躲起来袁直到后来民警赶到才
回家遥

王某林被弟弟打了之后袁 并没有去追
赶王某利袁 反而捂着头埋怨指责父母平时
没有管教好王某利袁任他为所欲为袁还威胁
说要放火烧掉房子遥面对喝醉酒的儿子袁父
母赶紧好言相劝袁 让王某林赶紧早点睡觉
不要再吵闹袁让他以后少喝点酒遥

当晚 11时 50分许袁 王某林被打中额
头后袁心里很生气袁这会听到父母训斥袁王

某林走到父亲王某源面前袁 朝王某源的脸
上打了几巴掌袁 一边打一边朝王某源大声
说道院野叫你不要说我了浴 冶年迈的父亲哪经
得起王某林的殴打袁嘴里的假牙也被打掉遥
65岁的母亲陈某某见状袁 赶紧上前劝叫王
某林停手不要打了遥王某林听后袁又走到母
亲陈某某面前袁 朝陈某某的脸部打了几巴
掌遥 王某林嘴里骂骂咧咧地走回了自家老

房子遥 本来就患有血液病身体虚弱的陈某
某袁挨了儿子的几巴掌后袁立即昏迷倒在地
上遥

8月 16日袁 弟弟王某利将母亲陈某某
送到琼海市人民医院治疗袁 并向警方报案遥
过了不到一个月袁9月 8日袁陈某某因救治无
效死亡遥 经海南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鉴定袁
陈某某系颅脑损伤并发肺部感染而死亡遥

商报
独家

对话王某林

商报讯 渊记者 梁振文 通讯员 胡坤
坤冤 海口男子薛某学原为农村基层组织
人员袁 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用及
青苗补偿款工作中袁利用职务便利袁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 219600元遥 日前袁海口中
院二审判处薛某学有期徒刑十一年遥

2002年 8月 10日袁海口市琼山区中
税热带作物场渊以下简称野中税场冶冤将岭
脚二队位于琼山区云龙镇薛村的 700多

亩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海南某房地产公
司袁 薛村部分村民对土地使用权转让有
争议袁并在该地上种植作物遥

2009年袁 中税场领导委托时任中税
场薛村队队长的被告人薛某学协助农场
做好青苗补偿工作遥

2010年袁修建丽江路涉及薛村 20多
亩土地袁 琼山区政府委托时任中税场薛
村队队长薛某学协助政府做好土地征用

及青苗补偿工作遥
2010年 6月 8日袁 薛某学与林某海

找该房地产公司负责人张某超商谈处理
土地遗留等问题袁在薛某学要求下袁张某
超给薛某学 30万元作为岭脚二队的青
苗补偿款及劳务费遥
原判认为袁 被告人薛某学身为农村

基层组织人员袁 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
地征用及青苗补偿款工作中袁 利用职务

便利袁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219600元袁其
行为构成受贿罪袁应依法惩处遥 公诉机关
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袁证据确实尧充分袁
指控的罪名成立遥 依法判决被告人薛某
学犯受贿罪袁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遥
薛某学向海口中院提出上诉遥 二审

法院查明袁 原判认定上诉人薛某学收受
张某超 219600元的事实清楚遥 海口中院
近日作出裁定驳回上诉袁维持原判遥

商报讯渊记者 吴静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李盛兰 摄影报道冤 2014年 12月 2日是我国第三个野全国交通安全日冶遥 当日上午 9时至 12时袁
海口国兴大道省歌舞剧院举行 2014年野全国交通安全日冶主题宣传日活动袁今年的活动主题是野抵制七类违法袁安全文明出行冶遥

商报讯 渊记者 梁振文 通讯员 殷潇潇冤 近日袁
万宁大茂镇男子李某师因朋友小轿车与他人摩托
车刮蹭发生争吵袁之后袁李某师持刀砍人砸车遥 日
前袁 万宁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李某师有期徒刑
九个月遥

2月 4日凌晨 3时许袁夏某裕从野莎伊伊冶酒吧
出来袁驾驶摩托车欲离开遥 被告人李某师的朋友因
小轿车与夏某裕的摩托车刮蹭发生争吵袁 李某师
劝阻后各自离开遥 随后李某师与黄某伟等人到万
宁市财政局门口附近持刀追砍夏某裕等人袁 并打
砸与夏某裕同行的一辆丰田皇冠小轿车遥 经鉴定袁
夏某裕受轻伤袁该轿车受损 10547元遥 万宁法院遂
作出以上判决遥

两车刮蹭万宁男子持刀砍人

法院院判9个月

商报讯 渊驻三亚记者 蔡磊 摄影报道冤 12月 2
日袁网友野旷野棉殷冶在某论坛发帖袁称在三亚湾路
上一候鸟老人在路边袁只穿着一条内裤洗澡洗车遥
此贴一出袁引来众网友吐槽袁指责老人野脸皮厚冶遥

从上图看到袁 一位只穿着内裤的老人不顾人
来人往袁在三亚湾的路上搓澡袁身边停着一辆银色
小轿车遥 图片中还能看到三亚地标性建筑要要要凤
凰岛的野身影冶遥 网友野爱管闲事的小 P民冶说院野脸
皮要厚到什么程度才能把如此丑陋的一面呈现在
大众面前啊钥 冶网友野法律之剑冶说道院野对不文明的
行为必须谴责袁建议楼主向执法局投诉袁同时通知
媒体曝光遥 冶

老人三亚路边穿内裤洗澡洗车

网友院脸皮真厚

交警展示装备

王某林

王某林表示十分后悔

银老人仅穿内裤路边洗澡

事业不顺 经常酗酒和家人吵闹1

父母劝诫 扇掉老父假牙打倒老母亲2

母亲身亡 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提请逮捕3

野母亲死了
十分后悔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