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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色声香”叹文博

本月17日~20日，为期4天的第九届文博会即将在深圳开幕。每年的这个时候，国内外文化精品将“聚会”鹏城，洋洋大观，成为一场

琳琅满目的文化盛宴。今年有哪些稀世珍品亮相？有哪些创意新秀登场？有何等文化“大佬”现身？究竟怎样看尽看透文博会……

本报记者兵分多路，提前探营各大分会场，搜罗各大情报发现，稀世佛像、珍贵名琴、绝迹名瓷、“非遗”技艺等中外传统文化精品

已荟萃一城。还等什么，跟我们一起看尽各分会场的珍宝吧。

文、图/记者刘畅、鲍文娟、阮晓光、崔宁宁 通讯员薛春露、温现青、周媛、黄艳娥、李昌战

绝迹百年轧道彩瓷再现身

在斯达高瓷艺馆分会场，光彩照人的网印珐琅彩瓷艺，以晶莹润泽的装潢，再现并提升了轧道彩瓷这一绝迹百余年的高峰技艺。国内

陶瓷专业人士将现场品鉴并探讨传统工艺的再现续传及突破创新。据悉，现场还将展出近年新开发的现代陶瓷文化艺术精品、无铅环保珐

琅彩系列以及获国家发明专利的粉彩工艺作品和瓷板画艺术精品等。更有当代中华陶瓷大师艺术精品展和陶艺大师创意设计活动，众多国

内外陶艺大师将云集深圳进行现场制作，彰显各自创意才华。

149件工艺美术“国大师”代表作联展

由联合国授予特别奖的《成昆铁路》（牙雕）主创者王树文、当代“掐丝珐琅景泰蓝第一人”张同禄、“中国竹编书画第一家”掌门人

卢光华、“现代针神”任嘒閒等113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创作的149件（套）代表作，将于5月17日至20日在文博会工艺美术馆展出。这113

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来自21个省市自治区，漆作品涵盖11大门类各主要品种。

初步统计，本次参展的113名工艺美术大师，他们创作的作品被世界90多个国家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馆藏。此次来参展的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们个个身手不凡，巧夺天工。当代“掐丝珐琅景泰蓝第一人”张同禄，突破了景泰蓝传统的对称造型装饰方法，创造运用动静

结合富于变化的均衡对称法；“现代针神”任嘒閒，是虚实乱针绣、双面异色异样绣的创始人；“中国竹编书画第一家”掌门人卢光华，原

创了平面竹编立体书画和单色双面竹编书画，并成功解决竹编书画装裱难题……



本次“国大师”及作品参展规模、层次均为历届之最。其中，82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原创作品共106件（套）将登陆“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作品专场拍卖会”，类别涉及艺术陶瓷、雕塑、刺绣、编织、金属工艺、首饰珠宝、漆器、内画、年画等，起拍总价达1亿元。

在文博会深圳古玩城分会场，将有中国玉雕大师精品展，在卓玉馆将可一睹清乾隆碧玉灵瑞大瑗、玉斝杯、皇十二章纹圭璧、玉十二

生肖套印、白玉描金携琴访友画盘等，均为不可多得的玉器珍品。

而“南方印象——2013当代岭南名家国画展”将在深圳博物馆老馆举行，以本土岭南画派为主题，参展画家包括杨之光、林墉、许钦

松、王永、方楚雄、刘济荣、尚涛、陈政明、王兰若、杜应强等著名国画家。届时，将有现场讲座和笔会。

“非遗”传承人现场亮绝技

本届文博会不仅在主会场设有“非遗”专馆，各大分会场也可见不少“非遗”身影。

“舌尖上的丝绸之路”则无疑是文博会中丝园分会场的最大亮点之一，届时，来自众多“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特色美食临街而立—

—陕西的肉夹馍、兰州的牛肉拉面、土耳其的烤肉、印度的印度飞饼、伊斯坦布尔的核桃甜点及各地水果、干货、特产等最原生态的特色

美食为游客们献上一场味觉大餐。而该园的“锦绣华服”中国历朝历代服饰秀将在中心广场火热上演。这些表演的所有服饰由中国古代服

饰研究专家耗时六个月、精心设计制作完成，严格遵循历朝历代的服饰特点，其色彩、材质、款型、纹饰、工艺等都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历

史。

在梧桐山艺术小镇分会场，市民将可动手制作油纸伞，学习香云纱染整技艺，参加香云纱旗袍发布会。同时，现场还将有吉州古窑非

遗馆，井冈竹编非遗馆、梅州非遗馆等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馆组团展示。

而要看湘绣，则可去笋岗工艺城分会场。湘绣《飞天》作者、工艺美术大师毛珊女士以及其创作团队的一系列代表作品将展出。同时，

现场还有湘绣的传统用具、制作工艺、发展历程等精彩内容，观众可以现场参与湘绣制作，体验“十指夸针巧”的妙趣及非遗的魅力。

紫荆会分会场将开展别开生面的“中国面食文化展演品鉴会”，将集中晋陕两省“非遗”传承人，以精湛手艺把“中国面”摆弄得出

神入化，姹紫嫣红。届时，参观者将可现场欣赏和品尝到各路高手现场制作的“中国式蛋糕”——面塑花馍、刀削面、大刀铡面、大把拉

面等，还有百斤大麻花。



88尊稀世佛像将亮相

本月15日至25日，88尊佛像文物将在雅昌艺术馆分会场亮相。这些文物甄选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明清时

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含74尊金铜佛像，14尊石刻佛像。展品之全、内容之精、时间跨越千余年、价值逾15亿元之巨，其中50%以上为国

家二级文物，30%以上为国家一级文物，属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展示期间，市民可免费参观。

据了解，此次名为“智苑和光·善在福田”中国艺术中释意生活主题展由福田区雅昌艺术馆、中国保利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是深圳

乃至全国极为罕见的国宝佛像荟萃展览。每尊佛像各有千秋，朝代、地域、文化、教派的差异形成不同时期的艺术传承。届时雅昌艺术馆

还将配以各时期的重要绘画作品给予全面展示，通过造型艺术、书画艺术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解读，引导大众从艺术中了解不同时期的文

化风貌及其深邃的文化内质。

而为护国宝文物，展览所在地将实行周密安保方案，保安队24小时轮流值班，监视器、探测器等防范设备将24小时不停歇地运作。

300年前意大利名琴将现场发声

而在中心城雅乐荟分会场，文博会期间将举办意大利斯特拉迪瓦利名琴弦乐四重奏音乐会，4位演奏家将携4把18世纪初制作的提琴亮

相，业内人士估计4件乐器价值高达2亿美元。

意大利斯特拉迪瓦利弦乐四重奏乐团由4位分别来自中国、瑞士和意大利的青年天才音乐家组成，其中第一小提琴演奏家王晓明来自

中国，现年31岁，在26岁时成为该乐团成立一百多年来最年轻的乐团首席。乐团不仅因为4位音乐才俊精湛的演奏而蜚声全球，更因4位演

奏家手中的4件乐器都是价值连城的世界珍宝级乐器而闻名。其中，第一小提琴1715年制作，第二小提琴1710年制作，中提琴1734年制作，

大提琴1717年制作。

据介绍，文博会期间，雅乐荟分会场还将举办世界当代制琴大师小提琴名作展，其中汇集了出自斯特拉迪瓦利制琴家族之手的10多把

小提琴名作，这也是意大利克雷蒙纳当代制琴师联盟首次以规模方式在中国内地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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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改革优质发展的教育新高地 以深圳速度创深圳质量的新典型

深圳市罗湖外语学校

罗湖外语学校创建于1999年，是深圳市第一批“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也是一所具有外语优势的区属重点中学。罗湖区政府

决定，从2013年始，罗外由公办民助改为全公办体制，这使罗外如虎添翼，办学质量必将再上新台阶。罗外办学特色鲜明，是深圳市唯一

获得课改特色、德育特色、校园文化特色三项特色项目创建资格的学校。

优良的师资队伍

校长袁良平是“深圳市十佳优秀校长”、“十位感动深圳教育人物”，“全国教育改革创新优秀校长”，中国教育报、深圳商报和特区教

育等众多报刊先后长篇报道过他的办学业绩。2012年9月7日，深圳市市委书记王荣为袁良平校长颁发“教书育人模范”奖。

罗外名师荟萃，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教师1人，全国优秀教师3人，国家级骨干教师5人，特级教师5人，南粤优秀教师5人。还有

市、区学科带头人及中青年骨干教师18人。教师学历达标率100%。

卓越的办学质量

罗外秉承“激发学生潜能，促进多元发展”办学策略，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打造“学本课堂”和构建多元发展课程，在课堂教学中推

行“五步互动”、“三单两环节”等举措，实施英语分层流动教学和富有校本特色的语文阅读教学，创办传媒专业自编教材领全国之先。学

校教育教学质量逐年提升，高考成绩显著提升，中考600分以上的学生上重点本科加工率居全市前列。一大批学生在省市、国家级的学科

竞赛中获特等奖、一等奖，数百音乐、体育、美术、传媒等特长生被清华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国家重点院校录取。

多彩的社团活动

罗外成立了街舞社、话剧社、文学社、器乐社等40多个社团。其中，文学社当选深圳市十佳文学社；大众爱心协会等社团组织被评为

深圳市十大学生社团之一。一年一度的英语文化节、科技节、体育节、“Super Star”歌手大赛等活动，是学生的盛宴。

瞩目的科技创新

罗外毕业的青年才俊罗锐邦同学大二就在世界级《自然杂志》发表高水平论文，当选 2009 年广东省十大新闻人物。2010 年毕业的吴



迪男同学获得三项发明专利。2011年又有三位同学的作品获国家专利。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创新大赛获奖达1000多人次。

广泛的国际交流

罗外是 YFU 和 CSC 的基地学校，开设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等小语种课程。自2008年以来，学校已开办5届意大利语班，

共计75人考入罗马大学、米兰大学、都灵理工大学等世界名校，且获免三年本科学费；此外，罗外每个年级设有 E LS 国际班，历届国际

班毕业生以雅思或托福高分被录入英美加澳名校。

2013年，学校国际部将启动罗湖区政府与美国迈阿密教育公署的合作办学项目，开办中美高中2+1双文凭国际课程班，学历互认。

优美的校园环境

学校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梧桐山下、仙湖侧畔。校园绿化率达到60%以上，校园环境雅致优美、布局合理、中西合璧文化氛围浓郁，被

评为首批“广东省书香校园”、“深圳市花园式园林式单位”和“深圳市安全文明小区”。

完善的教学设施

学校开通校园网，开辟了电子阅览室，45个教学班和20间功能室均配置了计算机多媒体教学平台，实现了多机一幕进课堂，建有数字

化广播系统和电视监控系统。学校还建有设施齐全、管理完善的学生宿舍，运动场馆设施齐全，图书馆、阅览室资料丰富，为学生提供了

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是读书的理想胜地。

大面积奖学促进

高一优秀新生奖励标准：

中考700分以上(含700分)，

奖学金10000元；

中考680-699分(含680分)，

奖学金8000元；

中考650-679分(含650分)，

奖学金5000元；

中考600-649分(含600分)，

奖学金 2000 元。



学期奖励标准：

高中三个年级每个年级设：

一等奖10名，奖学金1000元；

二等奖30名：奖学金800元；

三等奖60名，奖学金500元。

招生 Q&A

Q：学校是何种办学性质？

A：罗外是罗湖区公办寄宿制重点高中。属广东省一级学校，深圳市第一批以 “优秀”等级获得“广东省普通高中教学水平”评估并

获得“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认证和挂牌的学校之一。

Q：学校的招生对象是哪些？

A：根据相关政策，我校面向全市招收符合市政府“5+1”规定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凡报考我校并达到正取分数线的暂住户籍学生，录

取后不收取择校费。

Q：如何收费？

A：根据市物价局和市教育局联合下发的文件规定，我校收费标准为：高中普通生学费1131元(学期/人)，择校生择校费10000元(学年

/人)，借读生3006元(学期/人)，住校生住宿费按照上级规定收缴。

Q：你校如何培养优秀生？

A：我校的策略有：

(1)导师制策略：对优秀生安排名师重点指导。

(2)竞赛提升策略：组织优生参加各类竞赛，让优生提升竞争力。

(3)对位教学策略：对优生弱科实施“家教式”个性化辅导。

(4)小班化教学策略：优生数学、英语采用小班化教学。

(5)奖学促进策略：设立高一优秀新生奖和学期奖学金，奖励优秀学生。



(6)社团培养策略：让优生广泛参与各类社团的组建和活动，提升优生综合素质。

(7)自主管理培养策略：让优生在学生活动担当管理职责，成就未来学生领袖。

(8)科技创新能力培养策略：积极开展科技活动，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Q：你校新生能否住校？

A：能安排大部分学生住校，600分以上优秀学生和确有困难的学生优先住校。新生入学后可提出住校申请，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酌情

安排。

Q：如何联系学校？

A：咨询电话：0755-25737282(教务处)/0755-25821886(学生服务中心)

学校网址：http：//lhw y.luohuedu.net/

联系地址：深圳市罗湖区莲塘国威路363号罗湖外语学校(可乘311/333/218/K 113/336/220/214/328/57/27路等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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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查获剧毒化学品”追踪

卖家厂家均盼权威毒性鉴定

除了江门，警方上月在深圳也查扣了大量丙尔金产品。本月初，深圳市罗湖区卫生监督所通报，该所对辖区黄金首饰加工业“丙尔金”

使用情况进行了排查，暂未发现罗湖区黄金首饰加工企业中有使用“丙尔金”的情况。

该所已向辖区存在职业危害因素的企业发布提示，如有使用“丙尔金”的企业，在具体情况明晰前应暂停使用“丙尔金”，并认真做

好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罗湖区卫生监督所称，他们将持续关注事件最新进展情况，并进一步加大对企业在含毒化学用品使用方面的排查力度，切实消除事故

隐患，保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安全。

之前有宣传材料称“丙尔金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毒控制所检测，该产品属实际无毒产品。”但 4月 28 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发布《关于“丙尔金”毒性试验结果的郑重声明》，否认曾作出该结论。《声明》说，该所曾接受企业委托进行大

鼠丙尔金样品急性经皮毒性试验，但在该所出具的检测报告中均没有“该产品属实际无毒产品”的结论。

针对外界种种质疑，本月 1日，丙尔金生产厂家、三门峡恒生科技研发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贴出一则声明，称“丙尔金是具有独立知

识产权及国家发明专利产品。经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经皮毒性试验属实际无毒，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鉴定不属于危险

化学品，并称“丙尔金市场销售 7年有余，从没有发现过任何中毒事件”，并在神七、神八等国防项目上使用。

记者了解到，丙尔金被爆含氰化金钾后，一些曾使用该产品的电镀企业已开始持观望态度，不敢进购丙尔金。广东省内一电镀企业负

责人称，希望国家相关部门尽快作出权威论断。“到底真的是清洁产品，还是挂羊头卖狗肉，这次我们希望有关部门给出个明确说法。”

三门峡恒生科技研发有限公司同样希望此事得到彻查。该公司官网表示：“近期市面上流传着一些与我公司产品不符文章和信息，相

信业内人士对此均有所判断。我公司……通过正规渠道与有关部门积极沟通并提供确凿的相关信息，已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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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驱赶流浪猫，你怎么看？

罗湖区银谷别墅物管禁业主喂流浪猫引来争议

南方日报讯 （记者/刘昊）物业贴告示禁止居民在小区喂野猫，并称将驱赶野猫，这令喜爱动物的居民感到气愤。但物业公司称，

这一做法是因为接到部分居民的投诉，并且出于安全、卫生等考虑。持反对意见的居民则认为，对待流浪动物，有比驱赶更好的方式——

这是近日发生在罗湖区银谷别墅的一幕。

“野猫影响小区卫生和居民安全”

“希望管理处不要把流浪动物赶尽杀绝”，昨日，家住银谷别墅的何女士对记者说。何女士非常喜欢小动物，常给小区里的流浪猫喂

食，并自费为一些猫结扎，还在野猫常出没的地方打扫清理。不过，她的一些邻居却不喜欢猫，其中一个因为种植的花被野猫踩踏向物管

投诉。

记者向小区物业负责人了解到，银谷别墅依山而建，周边都是开放式围栏，那里经常可以看到 “一窝一窝的野猫”。前几天，别墅管

理处贴出告示称，小区野猫泛滥，野猫是高危动物，没有经过防疫处理，容易让居民患狂犬病。而且野猫影响了小区卫生、居民的生活秩

序和人身安全，物业公司已经向清水河街道办反映，请其协助处理。通知还称，将发动全体员工对野猫进行驱赶，小区的垃圾桶都要盖上，

且不准居民在小区喂野猫。

没过多久，何女士从信箱收到一封信，落款是物业管理处。信中称“对喂小猫表示极大的愤慨，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这令

何女士感到愤怒。她担心，“驱赶”和“清理”的潜台词是“把野猫赶尽杀绝”。前几天，何女士发现自己帮助做过绝育手术的一只猫被打

死在小区，“样子非常惨”。何女士最近在加紧寻找救猫的方法，“听朋友说，弘法寺仓库里的老鼠很多，想要几只小猫去驱鼠，我想送给

他们几只”。

六成受访者反对驱赶

“为防止流浪猫影响小区环境，管理处要撵走它们，你怎么看？”日前，深圳新闻网就此发起调查。截至记者发稿，共有 184 名网友

参与其中。47%的受访者表示“坚决反对，小区居民应该和这些猫和平共处”，25.4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集中管理，但反对驱赶”，其余



25.55%的网友表示“流浪猫太多，管理处也属无奈”。

六成以上的受访者表示在居住的小区经常看到流浪猫。对于如何看待流浪猫，65%的人表示“觉得可怜，想保护它们”，而选择“虽然

觉得可怜，但是挺害怕”的人也占了 15%。

在如何处理流浪猫方面，超过六成网友认为，“应该让流浪猫在小区里有生存空间，但应该给它们做绝育手术”。两成以上的网友认为

应该把流浪猫送到收容所或为它们找主人。仅有不到一成的人认为应把流浪猫“直接赶出小区”。

物管：不会伤害，只是驱赶

“业主爱猫的心情我们理解，但希望不要在公共区域养野猫，影响其他业主的正常生活 ”，银谷别墅管理处的张先生称，曾接到业主

有关野猫扰民的投诉。物业公司曾考虑将野猫送去山林中，但是很难执行。另外，小区车库的架空层是野猫憩息的场所，天冷时一些猫会

钻入车辆发动机取暖，且往往不易被人察觉。去年和今年都发生过猫被运转的发动机伤害致死的事情，也给车主造成安全隐患。

何女士认为，这一问题并非不可解决，她说，“车主现在堵住了发动机口，猫钻不进去”。

对于何女士收到“追究法律责任”的通知一事，张先生称，物业公司没有办法处罚业主，“只能加强沟通，维持正常秩序”。针对爱猫

人士对野猫被“赶尽杀绝”的担忧，张先生表示，“绝对不会杀猫或是伤害猫，只是驱赶”，并坦言“驱赶的效果并不好”。

延伸 以绝育和领养替代赶杀与购买？

记者了解到，在香港，为流浪动物做绝育手术是政府和民间机构采取的普遍方式，而解决流浪动物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重任，则由动

物保护 NGO 承担。例如在香港大埔海岸一带就有许多野猫，它们都陆续接受了公益机构的绝育手术，耳朵被剪掉一小截，是绝育的标志。

在深圳，从事保护动物的民间机构亦为流浪动物提供收容和绝育，但普遍面临入不敷出的困境。福田区爱护动物协会收养了 200 多只

猫狗，虽然得到爱心人士的捐助，但仍无法避免“单打独斗”的窘境。深圳流浪狗驿站资深义工于姐告诉记者，驿站最紧迫的问题是领养。

“前几天自掏腰包为一只流浪猫做了绝育手术”，何女士介绍，费用是 700 多元，近几年她在流浪动物的救助上已经花了几万元，目

前收养了一只狗、4只猫。但张先生表示，物业处没有考虑为野猫做结扎手术，一没有技术，二没有经费。

“许多城市的经验说明，大规模杀死或者驱赶流浪动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深圳市犬类保护协会负责人指出，流浪动物产生的

根本原因是无序繁殖、主人随意遗弃以及相关市场管理不善。在她看来，做绝育手术、以领养代替购买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链接 请做负责任的宠物主人

近日，深圳市犬类保护协会、深圳千语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推出公益微电影《流浪 33 天》。它讲述了一只被抛弃的狗在深圳艰险流

浪、最后被人收养的故事。“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真实的流浪动物的世界比这要残酷许多。所以当你遇到它们，请不要漠视它们。”影

片末尾的这样说道。

深圳市犬类保护协会负责人说，宠物不是玩具，不是礼物，更不是身份的象征。你的不负责任会让它忍受饥寒，甚至被人虐待和捕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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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处“清剿”野猫遭“爱心”业主反对

本报讯 （记者阮元元）昨日，家住罗湖区银谷别墅小区的市民向记者爆料，该小区管理处近日贴出一纸通知，要将小区内的野猫强

制“清理干净”，令不少爱心业主不安。

管理处：野猫破坏小区环境

记者从银谷别墅物业贴出的告示上看到，目前管理处已请求相关部门协助清理野猫，并表示将发动全体员工对小区内野猫进行驱赶。

管理处“清理”野猫的主要理由是：“小区内野猫泛滥，属于高危动物”，抓伤人或动物可能传染狂犬病。

另一个理由则是野猫爱在小区内的车辆上歇息玩耍，有时会 钻进排气管或发动机内取暖，该小区曾经出现过猫钻进车辆导致猫死车

坏的案例。

因此，物管处的告示“总结”：“野猫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小区的环境卫生和业主正常生活秩序，有时甚至威胁到了小区车辆以及业主

的人身安全。”

随后，记者联系小区管理处工作人员，她表示，并不确定管理处是否会扑杀流浪猫，但将尽量采用“驱赶”方式，“送”走流浪猫。

业主建议：支持集中管理和绝育

银谷小区内一些常常喂食流浪猫的业主们对此表示坚决不同意，一时间跟管理处闹得有点僵。那么，生活小区里的流浪猫该不该被强

制“驱赶出境”呢？

对此，有本地网站临时发起一个专题调查，在参与的近 200 名深圳网友中，有 48%的人认为“居民应跟这些猫和平共处”，另外 27%的

人支持管理处，认为“流浪猫太多，实属无奈”，还有 25%的网友认为，“支持对流浪猫进行集中管理，但反对驱赶”。

该如何处理该小区的流浪猫？在近 200 名网友中，有 66%的人认为流浪猫“好可怜，想保护他们”，并反对直接驱赶。家住福田保税区

的薛女士说：“流浪猫是赶不走的，若实在不行要驱赶，也希望不要发生扑杀行为，最好的方法是绝育。”其中，有 60%的深圳网友，支持

“在小区应给小猫留出生存空间，但应给流浪动物做好绝育手术。”另外支持送到收容所和找新主人的网友也有 24%，而支持“驱赶出小区”

的网友约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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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客”踢伤城管睾丸

南都讯 记者肖友若 奶粉紧销，水客自然繁多。日前，南湖街道执法队对罗湖口岸周边地区水客占道摆摊设点收购行为进行打击，

遭遇暴力抗法，两城管队员受伤，其中一队员更是被踢中睾丸致数天内“没知觉”，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罗湖口岸派出所依法予以刑事拘

留。

事发在5月10日上午11时30分许，南湖街道执法队前往口岸广场附近开展执法工作，中途发现嫌疑人刘某与其妻子何某在口岸广场天

桥下占道经营行为，同时涉嫌非法收购鱼胶粉、奶粉等水货。

街道执法人员欲依法对两人非法占道经营收购货物予以暂扣，嫌疑人刘某拒不配合，拿出裁纸刀具挥舞，暴力抗拒执法，执法队员在

口头警告无效的情形下，赤手争夺刘某手中凶器，不料刘某竟用脚踢向一名执法人员裆部，造成城管执法人员睾丸红肿，何某则将执法人

员的胳膊咬伤。

南都记者在相关的事件视频中看到，刘某趁着一名城管队员不备狠狠地踢向城管队员裆部，该队员蹲在地上半天没起来。昨日了解到，

受伤的城管队员三天内睾丸“没知觉”，是否丧失功能还要等医院观察治疗之后才能鉴定。受伤的两名男子都是城管队员。

罗湖警方对二人予以刑事拘留，目前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

南湖街道办相关人士表示，由于水客走私暴力抗法的行为日益增多，加大了执法成本和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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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岁男子抢 4 名学生手机

南都讯 记者肖友若 昨日，南都记者获悉，一名贵州籍男子蔡某连抢4名学生手机，他准备再次下手时被一名被抢学生的家长认出，

就地报警得以将其擒获。

4月5日，一学生在东湖路北侧东湖公交站上被抢了一部 IPH O N E 5手机。案发后，东湖派出所开展侦查工作。发现同一名嫌疑人又

在东湖辖区不同的地段针对学生连续作案3宗，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该名嫌疑人的基本特征：男性，20岁左右，身高1米8左右，偏瘦，穿

格子衬衫。

根据这一线索，东湖派出所与110巡逻民警联手，在东湖辖区布网。

5月8日下午3时许，巡逻民警经过布心中学时接到群众报警，称在东湖路公交车站附近发现前几天抢夺其孩子手机的男子。接报后，

民警赶赴现场，该男子发现警车，便立即夺路而逃，民警追至东湖路布心地铁站 D出口处将其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蔡某(男，18岁，贵州人)对其近期在东湖路、金稻田路一带4宗抢夺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东湖派出所已将

蔡某实行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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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频道报道 追踪报道，举报深圳市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陶明哲贪污受贿。就在该事件还在调查的时候，12 日网上又出现

了一篇帖子，这次则是该院麻醉科医生写的联名信，力挺陶明哲。10日，深圳市政府官方微博透露，深圳市纪委目前仍在调查，并称这

名麻醉科副主任肯定有违规违纪现象。就在事件调查情况暂未明朗的时候，又有一封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医生名义写的联名信出现在网

上。网帖说：“对于自己 ‘被代表’在网上发帖举报陶主任贪污受贿的情况表示强烈的愤慨!个别对陶主任有私人恩怨的人肆意代表‘全

体麻醉医生’，歪曲和捏造事实，达到对陶主任进行打击报复的目的。”深圳市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张先生证实，自己在联名信上签了

名。联名信中，还针对举报贴中的内容进行了回应。针对举报信中提到的，陶明哲有多处房产，还有价值千万的豪宅，联名信中回应千

万豪宅只是位于惠东的一套五六十万的小公寓；举报信中提到的陶明哲以开学术会议为由请药商买单，举报信中回应称，科室学术活动，

未拿厂商药商任何好处，更未靠此盈利，包括科室工作人员都未拿任何劳务费。联名信中称，该院麻醉科有医生及护士共 37 人在岗(个

别医生工休)，除了网帖涉及的陶主任等 3 位当事人不便回应外，还有 34人。有 31人自发签署了联名信。深圳市人民医院院方表示，目

前他们也收到了这封联名信，正在配合相关部门对事件进行调查。

■都市频道报道 这两天有不少司机师傅投诉，在位于罗湖区新都酒店门口的一段春风路这两天变得特别堵，由于这段路属于单

行，只允许由东往西通行，然而由西往东的路口有一个探头，这个探头现在已经停止使用，并且该路段的方向指示标线也被修改。过路

的车辆只能往一个车道上通行。不少群众表示，这样的封路很不合理给他们的出行生活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由于这个段路属于单行，

只允许由东往西通行，然而由西往东的路口有一个探头，这个探头现在已经停止使用，并且该路段的方向指示标线也被修改。新都酒店

的负责人介绍，原本酒店的停车位共 180个，可地铁施工暂时征用该酒店的地下停车场，交警部门就在酒店门口封了三个车道给酒店使

用。现在使用三个车道的停车位只能停下 45个，预计该地铁施工要到 2016年才能完工。深圳市交警局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地铁九号线

施工的原因，上周五开始暂时将单行车道进行封闭，目前处于试行阶段，交警部门表示他们将根据交通实际情况再做进一步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