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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今日济南

随着声响楼板一阵阵晃动，承重墙遭破坏？

一楼砸墙，二楼居民心发颤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
习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袁丹) 4月1日，济南市
中 心 医 院 东
门，两名工人
爬 上 4 0 余 米
高 的 烟 囱 顶
层，一榔头一
榔 头 地 对 烟
囱 实 施 拆 除
作业。路过市
民连称惊险。

4 月 1 日
上午，市民袁
先 生 路 经 历
山东路，走到
中心医院东门
附近时，偶然
间抬头看到的
一幕，让他心
里猛地一颤：医院一个40来
米高的烟囱上，两名男子正
挥动着榔头，一下一下砸在
墙体上，看起来他们身上没
有防护措施，“这么高，没有
防护措施多危险啊！”

上午9点半，记者来到

现场看到，两名男子正骑坐
在高高的烟囱顶上，不时挥
动手中的榔头，碎砖随之坠

落。医院对面
商店的老板李
先 生 告 诉 记
者，烟囱属于
中心医院的锅
炉房，在他的
印象里似乎已
经有相当长的
时间没用了。

记者在施
工现场见到了
烟囱拆除作业
的负责人张先
生，他告诉记
者，因为烟囱
在市中心，不
能使用炸药定

点爆破。
对于记者的安全质疑，

张先生笑了：“不危险，我们
就是专业干这个的，早习惯
了。”他还告诉记者，工人腰
上都系有安全带，在塔的内
部有竹笼，一般不会有危险。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
习记者 张泰来) 一中年
妇女想要从邻居家窗户爬
到自己屋里取钥匙，不慎失
足从4楼坠落。坠落过程中，
幸好先落在了楼下的电缆线
上缓冲了一下，保住了性命。

4月1日下午两点左右，
升平街西段，贵都大酒店的
保安李永 (化名 )突然听到

“啪”的一声响，抬头看见有
人从对面济南建筑材料集
团总公司的楼上摔了下来。

小李见状赶紧拨打了
110、120，放下电话，又立即
跑到现场，看到一个40来岁
的妇女躺在地上，头部右侧
受伤，还流着血。

“我当时问她要不要
紧，她也不吭声。不过过了

一会儿，她自己爬了起来，用
手捂着伤口跟旁边的人说
话。”小李说，120急救车很快
赶到，把伤者送到了医院。

下午3点，记者来到现
场，地面上虽然已用黄土掩
盖，但依然可见斑斑血迹。

知情者告诉记者，坠楼
女子平时就在附近一家商
务酒店工作，在济南建筑材
料集团总公司的四楼租房居
住，“今天把钥匙忘在了屋
里，就想着从邻居的窗户爬
到自己屋里去，一不小心摔
了下来”。

“她从四楼掉下来时，先
荡到了下面的电缆线上，缓
冲了一下，伤得不大严重，不
然就危险了。”济南建筑材料
集团总公司一位工作人员说。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李飞 通讯员 姚心
晖) 记者从济南市工商局
直属分局获悉，4月1日，该
局在省城西部某汽配市场
查处5个销售假冒汽车配件
窝点。

根据商标持有人举报，
4月1日，济南市工商局直属

分局集中20多名执法人员，
同时进入5家涉嫌销售假冒
汽车配件的店面突击检查，
共查获了 4 2 个品种共计
4000余个涉嫌侵犯“现代”
“起亚”等商标注册权的汽
车配件。据介绍，这些假冒
汽车配件做工粗糙，具有极
大的安全隐患。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
习记者 娄士强 实习生

张姗姗) 3月30日上午，
家住省药材公司宿舍三楼
的史先生感到楼板一阵阵
晃动，同时隐约听到撞击墙
壁的声音。他急忙跑到楼下
一看，“一楼装修在砸承重
墙”。

据史先生介绍，撞击的
声音来自一楼，是自己家房
子正下方的饺子馆在进行装
修。据史先生介绍，被砸开的
墙至少有50厘米厚，露出的
钢筋有三根手指头那么粗，
由此判断“肯定是承重墙”。
看到这番景象，史先生立即
对现场工人的行动质疑。

看到居民找上门来，装
修工人立即停止了施工。店
主闻讯赶来，否定了史先生

的判断，“不是承重墙，绝对
不是。”由于双方各执一词，
史先生报了警，出勤民警当
即制止了饺子馆的施工行
为。此时一楼房屋中间两堵
墙已经被砸开，地上堆满了
碎砖，墙体中伸出五六根断
掉的钢筋。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饺
子馆正上方的二楼上，外墙
和阳台出现了几道明显的裂
缝。二楼房主孙女士告诉记
者，一楼这家店铺曾经多次
更换承租人，每次都要进行
装修，“原来这些裂缝很小，
没想到楼下一次次装修，裂

缝就渐渐变大了。”
据孙女士介绍，30日当

天的装修与以往明显不同，
声音特别大，“感觉房子在震
动，我都不敢在屋里待了。”
居民史先生也表示，宿舍楼
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了，自
己一直在这里居住，最担心
的就是承重墙被砸，给整栋
楼带来危险。

接到举报后，市中区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多次派工
作人员前往现场进行核查。
执法局泺源中队队长吴先生
告诉记者，饺子馆一直关门
给核查工作带来困难，目前
正时刻和周边居民保持联
系，“如果确定是破坏了承重
墙，将要求相关责任人恢复
建筑原状，依法对其进行处
罚。”

李先生是一家建筑企业的结构工程师，对于房屋承重墙破坏给出了形象的比喻。“一张
方桌有四条桌腿，断了一条也能站住，一旦发生震动，肯定立刻就倒了。”李先生告诉记者，房
屋的承重墙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都是经过科学计算的，即便部分破坏也会使墙体的应力线
发生断裂，严重影响建筑的稳定性，会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李先生同时表示，目前市内有很多老房子，多数属于砖混结构，凭借墙体的外观和内部
是否有钢筋很难判断是否属于承重墙。因此装修时一定要有专业人员参与。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
习记者 张亚楠 ) 3月31
日，阳光100小区G区地下停
车场，6辆车先后被砸。这是
继2010年8月份后发生的第
二起小区内多辆车被砸事
件。

4月1日上午11时，记者
来到阳光100小区G区17号
楼物业办公室。此时，6名车
辆被砸业主正在跟物业协商
处理砸车事件。

被砸车主告诉记者，3月
31日下午，北停车场地下一
层有三辆车被砸，紧接着，当
天晚上，南停车场地下二层
又有三辆车被砸。

被砸宝马车车主李先生
告诉记者，4时30分许，他去
取车就发现车子后挡风玻璃
被砸烂了。

与李先生的宝马车同时
被砸的还有一辆宝马和一辆
奥迪。在南停车场地下二层，
记者看到一辆白色奥迪车的
后窗玻璃被整个砸落在地。

在北停车场地下一层，
业主胡先生带领记者看了一
辆被砸的本田和一辆雪弗
兰。两辆车的后挡风玻璃都
被整个砸落在地。

胡先生的帕萨特也在这
个停车场被砸。“被砸的都是
比较好的车，没有车主东西

被偷。而且都是后挡风玻璃
被砸，看起来不像盗窃，像是

故意捣乱。”胡先生分析说。
让胡先生更气愤的是，

这么多车辆被砸在小区不是
第一次。记者查阅媒体报道
发现，2010年8月份，同样是
在阳光100小区G区，近20辆
车被砸，同样也是没有车内
物品被盗。

“当初买停车位花了10
万多，物业有责任尽好管
理责任。”胡先生说，“问题
是摄像头太少了，停车场
很多地方都是盲区。这次
车 子 被 砸 区 域 就 没 有 监
控。行人出入的楼梯口处
也没有监控。”

在南北停车场内部，记
者只看到各有一个摄像头，
拍摄区域为车辆进出口。在
G区视频监控室，记者看到，
车子被砸区域的确没有摄像
头。

“我怀疑是了解停车场
状况的人所为，外人不知道
监控情况，应该没有这么大
胆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被砸车主说，“不管怎样，物
业应该负责”。

4月1日下午，记者来到
阳光100小区的物业负责公
司——— 万怡物业，相关负责
人拒绝接受采访。

高空拆烟囱，市民连呼惊险
作业工人表示，他们早已经习惯了

工商部门突击检查西部某汽配市场

4000假冒汽车配件现原形

爬窗取钥匙，女子坠下四楼
幸好先落在电缆线上保住性命

二楼孙女士家的阳台上出现了两条明显的裂缝。
实习生 张珊珊 摄

格专家观点

方桌四条腿，

断一条很危险

同一天，停车场内6车被砸
该小区一年多前也发生过类似事件

六辆车都是后挡风玻璃被砸。 见习记者 张亚楠 摄

工人正在拆除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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