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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下水道突冒污水
数户居民家中被淹，正等物业给个说法

本报 1 月 11 日热线消息
(记者 张希文)10 日 18 点开始，

一小区几家住户家中的下水道

突然污水外冒，将墙壁和地面都

弄脏了，卫生间里也冒出了粪
水。目前，几家住户在等待物业

给个说法。

10 日 20 点左右，市民周先
生向本报反映，家里厨房和卫

生间里的下水道都顺着出水口

向外冒污水。10 日 20 点 30 分

左右，记者来到市区解放路东

段的一小区 1 号楼 4 楼的周先
生家，刚走到门口就闻到了阵

阵臭味，地上有一些明显的水

印，周先生正和妻子一起用水

盆向外舀污水，客厅里的地毯

已经全部掀起来，整个客厅一

片狼藉。

“大约 18 点左右，我们正准

备做饭，污水突然从厨房里的下
水道口冒出来，很快就流进了客

厅，卫生间里冒得更厉害，10 分
钟后，整个客厅里水就满了，孩

子的卧室也进了水，因为床矮，

都被污水泡湿了。”周先生说，随

后他们就拨打了物业电话，接着

就开始掀地毯，排水。

周先生称，大约 15 分钟后，

物业工作人员也来到家里，一面

将整栋楼的供水中断，一面与他

们一起排水。“用孩子的洗澡盆，

前后大约弄出去了十几盆水了，

虽然现在污水排得差不多了，但

是木地板下面全是水。”周先生

说着用脚踩了踩木地板，记者看
到，地板缝还有水往外渗。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该小区

1 号楼 4 楼为第一层居民住房，

整个 1 号楼 4 楼有多户居民家中

冒出了污水。

10 日 21 点左右，记者来到

该小区物业办公室，一王姓工

作人员表示，接到业主反映后，

物业王经理就带领人员到居民

家中处理了，随后他们关闭了

整栋楼的供水，目前维修人员

正在对下水管道进行检查维

修。

11 日 17 点 30 分，周先生告

诉记者，自 9 日晚关闭供水后，

直到 11 日中午才恢复供水。由于
家中损失严重，11 日下午他去物

业讨说法未果，目前仍在等待物

业的处理结果。

本报 1 月 11 日热线消
息 (通讯员 曲红 赵绪宁
记者 张希文)一司机撞人逃

逸后，想看看被撞者伤情如何，

便步行返回现场，当起了围观

群众，不料被民警识破。

1 月 9 日 18 时许，在市

区通达路水田桥北段，家住

兰山区的陆某驾驶越野车

沿涑河北路由东向西行驶，

行至通达路桥右转弯时，与

沿通达路由北向南行驶的

李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相

撞，致使李某受伤，两车部
分损坏。

事故发生后，陆某驾车逃

逸。民警赶到现场后，协助 120

急救人员将李某送往医院，同

时对事故现场勘查取证。

勘查现场时，民警发现人

群内一男子神情紧张，看起来

忐忑不安，于是上前询问，这名

男子却结巴得说不出话来。在

民警的追问之下，该男子露出

了马脚。民警将其现场抓获，经

突审，该男子对交通事故事实

供认不讳。

据陆某交代，逃离现场后，

他心里一直很紧张，想看看被

撞者以及现场情况到底怎么

样，于是将肇事车放在现场不
远处后，又步行返回了现场，假
装围观群众，看看现场情况。

1 月 10 日，临沂交警直

属一大队将违法嫌疑人陆某

行政拘留 10 日。

撞车逃逸心忐忑

装成路人来“围观”

本报 1 月 11 日热线消
息 (记者 张斌)一男子过

马路时横遭车祸，当场被

撞晕，肇事车辆不仅没有

及时施救，反而加速逃离

现场。然而该车车牌却遗

留在现场，并已被交警部
门保留。

1 月 11 日，郯城县的郑

安国打来热线反映，1 月 6 日

下午 6 时许，他在郯城汤庄
206 国道与汤庄办事处街道

交会处盛达超市附近过马路

时，被一辆由北向南驶来的

银白色面包车撞倒，郑安国

当场被撞晕。

后经过交警部门走访
现场目击者调查发现，车辆

在行驶过程中没有开前车

灯，面包车的挡风玻璃被撞

得粉碎，车牌也落在现场。

事发后，肇事司机只顾着逃

离现场，并未察觉到车牌掉

落。据郑安国介绍，肇事车

辆 车 牌 号 为“ 鲁 Q ·

V78XX”。

如今，郑安国还躺在郯

城县汤庄骨科医院的病床

上，经医院检查，郑安国身体

部分软组织挫伤，头部有脑

震荡的症状，现在所有治疗

费用都由郑安国自己承担，

他希望肇事司机能投案自

首。

据了解，目前警方已经

对事故立案调查。

面包车撞人逃逸

不料车牌掉现场

面包车跌落路沟“四脚朝天”

警民联合救出四名伤者

本报 1 月 11 日热线消息
(通讯员 闫方勇 记者 刘

海蒙)11日下午 3点半左右，在

省道沂博路沂水县北越庄路段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面包车

四轮朝上跌落在路沟内。沂水消
防官兵和附近居民联合营救，将
4名伤者救出。

11 日下午 3 点半左右，

沂水县公安消防大队接到事

故报警求救电话后，消防官兵

到达现场发现，一辆面包车四

轮朝上跌落在路沟内，附近的

居民告诉救援人员，两名伤者

已经被救出，但正副驾驶座人

员还困在车内。

消防战士钻入车内，发
现被困两人基本成倒悬状

态，此时男司机已经从昏迷

中清醒过来，给救援工作带

来了便利。救援人员将座椅奋

力拉扯，扩大伤者的转身空
间，终于将伤者从座椅上依次
解救出来。

据了解，当时该车由沂水

方向向淄博方向行驶，不知什

么原因突然窜入路沟内，幸亏

沂水消防官兵和附近居民联

合营救，成功将 4 名伤者救

出。 ▲面包车“四脚朝天”跌在路沟里。

据悉，美国美瑞达视光

科技公司“救助老花眼,大型

免费发放价值 1398 元的美

瑞达智能多焦老花镜行动”

现已走进临沂。

笔者了解，本次活动将

历时一年，逐步走进全国各

大中小城市。届时将有一亿
名老花眼患者在这次活动中

得到救助，以免有老花眼的

老人因使用劣质的老花镜而

逐渐损伤视力。

美国美瑞达智能多焦老

花镜根据人眼成像原理，采

用智能多焦技术，在镜片的

上下区域里渐进式采用深浅

不同的老花度数，使老花眼

在看不同距离的时候自动对

应焦距，能够看清远近各区

域物体，有效控制老花度数

上升。戴上智能多焦老花镜，

行、走、坐、卧，看远看近都只

需一副不用换，并能够解决

老花眼眼酸、眼胀、头痛、头

晕等典型症状。

本次活动将在我市解放

路与临西二路交会处的卫康
惠民药店免费发放 500 副，

市民在领取时请携带个人身

份证，每人限领一副(手续费
139 元自理)。

领取时间：12-14 日，我

市老花眼患者可拨打 0539-

3070174 报名领取。 (李麟)

免费领取
美国智能多焦老花镜

消防栓扛不住寒冷被冻坏

“喷泉”结冰路人滑倒

本报 1 月 11 日热线消息 (记者

孟凯)11 日早 8 时许，在市区平安路

与通达路交会处，一消防栓突然爆

裂，喷出近 2 米高水柱，水不断涌上

路面并结冰，致使数名行人滑倒。

11 日早上 8 时许，市民杨先生

打来热线反映，在市区平安路与通

达路交会处，一消防栓爆裂了。记者

赶到现场见到，消防栓倒掉后，喷出

了一条近 2 米高的水柱。三名自来

水公司的维修人员，正穿着长雨靴

站在水中抢修，准备关掉阀门。

“这水白白地流了半个多小时

了。”环卫工人孙娟告诉记者，当时

她在打扫卫生时，突然听到“砰”的

一声巨响，发现是消防栓倒了，喷出

了高高的水柱。

在现场记者看到，涌出的水流

不断涌上路面，因为天冷都结了冰，

有几位市民行至此处滑倒←了。

过了一会儿，水势被控制住了。

一位维修人员告诉记者，连续的低

温冰冻天气是造成消防栓爆裂的原

因。由于近期天气持续强降温，天冷

地冻，消防栓又都是生铁铸造，耐不

住低温，被冻住的消防栓渐渐承受

不住水的压力，便爆裂了。

消防栓爆裂后，喷出了近两米高的水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