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灭了又着着了再灭，一楼火灾引发二楼连续三度失火

咋弄的，一场火一晚烧了四次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寇润涛) 2月11日晚上
11点半，天桥区纬北路铁道
北街9号楼一住户家突发大
火，而楼上的邻居家也跟着
遭殃。从当晚至12日上午，消
防部门先后四次扑救，终于
将火扑灭。所幸，家住二楼的
老人当晚不在家。

2月12日上午7点半，铁道
北街9号楼1单元201住户家中
再次冒出了滚滚浓烟，消防官
兵架起木梯从阳台爬到该住
户家中灭火。“这已经是第四
次来灭火了，起初邻居们还想
帮忙，没想到这次火灾太厉害
了……”邻居高先生说。

原来，2楼之所以起火，

是因为一楼住户深夜起火，
才跟着遭了殃。

居民袁先生告诉记者，11
日晚11点半左右，9号楼1单元
101住户阳台上不断往外冒
烟，一闪一闪的火苗映红了周
围邻居家的窗户玻璃。突然，
租住在该处的女孩小井和另
一女孩从屋里跑了出来，并大
喊：“着火了！救命……”

听见呼救，周围的邻居
纷纷赶来帮忙。邻居们连浇
十多盆水后，火势并未见减
弱，并迅速蔓延了整个房间，
为了避免发生危险，小井和
同伴一直呆在楼外，邻居们
也帮忙拨打了119报警。

12日凌晨2点10分左右，

大火烧了两个多小时后，消
防官兵将大火扑灭。正当消
防官兵准备离开时，位于101
室上层的201室突然开始起
火。邻居们都知道，201室住
了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他
平时在家里收藏了很多书。

“一旦这些书都烧起来，后果
不敢想象。”居民高先生说，
他赶紧和其他邻居一起去敲
老人家的门，半天也没人开
门，随后才听说老人一早就
被儿女接走了。

半小时后，大火又被消
防官兵扑灭。但是，出乎意料
的是，消防官兵离开不到一
个小时，201室再次烧了起
来。居民们赶紧报警，经过消

防官兵半个多小时扑救，大
火再次被扑灭。

“居民们本以为能睡个
安稳觉，结果大火在清晨又
烧了起来。”袁先生告诉记
者，这一次火势比前三次都
大，可能因为201室里的书籍
还有火星，一刮风就复燃起
来。201室阳台上的玻璃被烧
得全都掉了下来，火苗又蹿
上了三楼。

看着被烧毁的自家阳台，
家住三楼的高先生很郁闷。他
介绍说，大火过后，家里窗户
的玻璃都烧坏了，空调外机也
被烧了，受损严重。目前，火灾
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线索提供者 袁先生)

为陈旧破损广告“整容”

13日起，槐荫执法局整治四类违法违章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赵伟 殷亚楠
通讯员 李国兵) 12日，
记者从槐荫区城管执法局
了解到，为打造干净的市
容环境，展示槐荫文明新
形象，该局以迎接中国第
十届艺术节为契机，在全
区范围内，启动陈旧破损
广告、墙体等专项整治活
动。

槐荫区城管执法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整治
行动，从2月13日开始，分
为宣传摸底、限期整改、集
中整治、巩固提高四个阶
段。按照城乡环境整治全
覆盖的要求，对全区主干
道、次干道、支路街巷、广
场周边、居民区、城乡接合

部、近郊农村、施工工地、
城市出入口、市场周边、铁
路沿线、河道两岸等区域
进行整治，不留死角，不留
空白。

此次主要针对四类
违 法 违 章 行 为 进 行 整
治，包括夜间灯光显示不
全和污损的户外广告、霓
虹灯、电子显示屏等；未按
照城市容貌标准要求定期
粉刷、修缮的临街陈旧、破
损的房屋、围墙、实体文化
墙及未经批准设置的临
时设施；在临街建 ( 构 )
筑物或树木、线杆上拉
绳晾晒的物品；在城市
道路两侧或公共场所堆
放的影响城镇容貌的物
料。

因琐事发生口角，女子将丈夫赶下车

反锁车门，高架桥上怄气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尉伟 实习生
杜彩霞) 2月11日晚，顺
河高架桥上，一辆轿车“抛
锚”在路上，一男子还不时
向过往车辆挥手求助。莫
非车出了故障？110民警
闻讯赶来才知，原来是那
名男子与车内的妻子发生
争吵，他的妻子先是将丈
夫赶下车，后又反锁车门
怄气。

2月11日晚10时20分
许，市民苏先生开车行至
顺河高架桥少年路路段
时，突然看到一男子挥手
求助，旁边还停着一辆轿
车。“高架桥上一般不允许
停车。”苏先生以为对方的
车出了故障。可当热心的
苏先生停车询问时，那名
那子却向他借手机报警，
说自己的妻子反锁住车
门，躲在车里不肯出来。热
心的苏先生见状，随即帮
其拨打110报警。

接到报警后，110巡
警迅速赶至现场。那名男
子王强(化名)也向民警吐

露了实情：当晚，他和妻子
一同开车回家。结果路过
此处时，却因琐事与妻子
发生争吵。妻子随即停车
将他赶下车，并反锁车门，
躲在车里。

无奈之下，王强不得
不拦车找人拨打 1 1 0 报
警。不过，面对110巡警，
王强的妻子仍在气头上，
坐在车里不出来，也不愿
意将车挪开。

对此，110巡警告诉
王强的妻子，她将车停在
此处妨碍其他车辆的通
行。若她还不开门、挪车，
110巡警将找来交通救援
车将轿车拖车。

经过民警十几分钟的
劝导，王强的妻子终于将反
锁的车门打开。事后，王强
又与妻子同车离去，他也向
110巡警表示了感谢。

“高架桥上严禁停车，
停车怄气既是对自己不负
责，也对其他车辆造成安
全隐患。”对此，110巡警
提醒，司机在行车时切勿
意气用事，以免出现险情。

12日上午8点半，消防官兵爬到201室灭火。 (袁先生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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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走工友钱，公厕挖坑藏起来
贪心打工仔机关算尽还是被民警发现破绽
本报记者 尉伟 实习生 杜彩霞

一摸钱包少了两千九

2月11日上午，省城八涧
堡村附近一配送仓库内，小
杨正忙着将一箱箱酒水搬上
货车。

这个配送仓库是小杨表
哥的，里面存放着不少副食
品、酒水等货物。五六天前，
听说表哥这里缺人手，小杨
就从河北来此帮忙。

11日正好有俩客户需要
大量酒水。小杨就和表哥、工
友小张等人一起将仓库里的
酒水装车。

因搬货忙得满头是汗，
小杨就随手将自己的外套挂
在了一辆小推车上。

外套口袋里有一个钱
包，里面装着5000多元现金，
那是小杨在济的生活费。不
过，小杨觉得外人不知道里
面有那么多钱，钱在口袋里
应该比较安全。

随后，小杨和表哥等人
兵分两路送货。

可送货路上，想掏钱买东
西的小杨突然心里一紧，厚厚
的钱包咋变薄了？他打开钱包
一清点，竟少了2900元。

到底是谁偷走了钱？

究竟会是谁偷的呢？小杨
觉得：除了表哥，一起干活的
几名工友嫌疑最大。因为现场

没有外人，而且自己的外套就
挂在仓库旁的小推车上。

接到小杨的电话后，小
杨的表哥随即决定“货暂时
不送了”，两辆货车马上掉头
回仓库集合。

尽管小杨的表哥和小杨
对两辆货车以及参加搬运的
几个工人进行了检查，没有
发现异常，但他们认为打工
仔小张嫌疑最大。

小张，二十来岁，老家齐
河，在小杨表哥的仓库干了
有半年了。

面对接警而来的历下公
安智远派出所的民警，小杨

的表哥说，小张这家伙不是
很本分。作为仓库一辆货车
的司机，小张拿着公家的钱
去加油时，常少加油，私自扣
留一部分油钱，“比如给他加
五十升油的钱，他只加四十
升，剩下的或揣进自己腰包
或买其他的东西。”

除此之外，小杨还回想起
一个细节：挂在小推车上的衣
服并不是自己拿下来的，而是
小张主动递给自己的。

偷走钱公厕挖坑埋藏

起初，面对老板、小杨以

及民警，小张信誓旦旦：他绝
对没有拿。

历下公安智远派出所的
民警了解到，小张开车和老
板送货途中，他曾中途下车
解手。当民警要去小张曾下
车解手的公厕检查时，他却
紧张起来。

原来，小杨钱包里的2900
元钱，正是被小张拿走的。

小杨来找表哥后，曾与小
张同住一屋。小张由此发现小
杨的钱包里有不少现金。

当日上午，见小杨将外套
挂在推车上，小张趁人不备
从钱包里抽出一叠现金就塞
进了自己的口袋。

搬完货，小张怕小杨发
现异常，就主动将推车上的
衣服取下，十分热心地递了
过去。

尽管小杨离开仓库时没
有发现异常，可小张心里却
仍盘算不停：一旦小张路上
掏钱买东西就会发现有钱丢
失，到手的2900元现金必须
转移出去，才能摆脱自己的
嫌疑。

于是，送货路上，小张借
口去解手，就把那2900元现
金埋在了经十路附近一处废
弃公厕的土坑内，以便风声
过后再来挖取。

没想到，小张机关算尽，
还是被民警发现了破绽。

目前，小张已被警方刑
拘。

为将工友钱包里的现金占为己有，2月11日，在省

城八涧堡村一仓库打工的德州小伙小张可谓用尽心

思：先是顺手牵羊，又是暗渡陈仓。可他再狡猾，也没

能瞒过历下公安智远派出所的民警。

小张指认废弃公厕里的埋钱处。 王亮 摄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赵伟 殷亚楠
通讯员 杨雅男) 12日，
记者从槐荫区城管执法局
了解到，自全市开展依法
整治违法违章建设工作以
来，乱盖房的现象得到有
效控制，但依然有人暗存
侥幸心理，试图以翻新、危
房改造等借口进行加建或
扩建。日前，在槐荫区城管
执法人员及办事处的监督
下，槐荫区青年公园办事
处辖区一处扩建房屋被拆
除。

槐荫区城管执法局负
责人介绍，此次被拆除的违
章建筑物位于纬七路小巷
深处，前面有楼有院，地理

位置比较隐蔽。起初房主只
是想对原有楼体外的钢结
构楼梯进行维修，拆除后却
打起了扩建的主意。

没想到，钢结构的架
子还未完全搭就，青年公
园执法中队的执法人员及
时发现了违章现象，并当
场下达了责令停止施工通
知书。此后，中队向当事人
深入宣讲了我市严控违法
违章建设的相关政策，经
过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
当事人充分认识到了事件
的严重性，并写下保证书
愿意自行拆除。

2月9日，在办事处、
执法中队的监督下，当事
人自行拆除了扩建部分。

假借拆除楼梯扩建房屋

槐荫区拆除一处违章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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