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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凌晨4时左右，一辆载满钢筋混凝土枕木的大型货车在
G204烟上线行至莱阳龙旺庄镇堑头村路段时，猛然偏离方向驶
向公路中央，在隔离墩上骑行80多米后，货车才停下来，车上百
余根火车枕木散落一地。此次事故主要是因为货车严重超载，再
加上司机夜间赶路，疲劳驾驶造成的。所幸司机并无大碍，只是
大货车受损严重。 本报通讯员 宫旭 李宝彬 记者 张琪

摄影报道

大货“骑”行

电梯被查封 装修工叫苦
芝罘区一24层高的居民楼电梯未检被封，装修工人爬楼累断腿
本报记者 苑菲菲

2日，记者来到芝罘屯路
85号1号居民楼看到，每个单
元都有2部电梯，除了1单元
外，其他单元的电梯正常运
行。在1单元2部电梯上均贴
有市质监局的封条。

在单元门口，记者碰到

了2位在11楼工作的装修工
人。“腿都累断了，真受不了
了，那几个给20多层装修的
工人都不干了。要不是这个
业主是我们认识的人，我们
也不肯再干了。”这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装修工人说，电

梯停运已经 6天了。6天来，
他们负责装修的几个工人
每天都背着七八十斤的东
西上下11楼十几趟。为了省
力，他们都尽可能攒多点垃
圾，再一口气背下楼。

据介绍，1单元有 9 6户

居民，除了几户住得低的业
主还在装修外，大部分装修
都被迫停止了。“得亏现在
还不住人，业主们也不经常
回来，可这样下去，工期就
得拖延了。”一位装修工人
说。

砖墙坍塌，工人被压双脚
龙口消防棍撬手挖，将被困男子救出

本报热线6610123消
息(通讯员 王岩 记者

王敏) 1日上午，龙口
港七号门北附近一挖掘
电缆通道的施工处，突然
传来“轰”的一声，一面混
凝土砖墙倒塌，一名工人
被压住了双脚。龙口市公
安消防大队电厂路中队接
警后迅速赶到现场，用棍
撬手挖，将被困男子救
出。

1日上午11点10分，
龙口市公安消防大队电
厂路中队接到报警称，
位 于 龙 口 港 七 号 门 北
1 2 0米处有一人双腿被
坍塌的砖墙压住，急需救
援。7名消防队员到达现
场后发现，一面混凝土砖
墙倒塌在一道不宽的沟
渠中，一名小伙子侧躺在
土沿上，两脚的脚踝被约
3米长、1米宽、三四百斤
重的墙体压住，而且无法
使 用 大 型 器 械 将 墙 搬
走。

据现场施工人员介

绍，当时施工队正在挖
电缆通道，不小心把墙
挖塌了。当墙倒下时，被
困男子试图逃跑，但被
电缆绊倒，双脚被压在
下面。

中队指挥员马上叫
人抬来液压泵接上风镐，

想将混凝土砖墙一点点
钻开，但机器震动使被困
者疼得喊了起来。中队指
挥员遂让消防队员用混
凝土切割锯把墙壁锯开，
由于锯片大小有限，无法
锯透，消防队员只好用撬
杠将墙一点点破开。同

时，消防战士不断地用手
将泥土和砖挖出。经过20

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者
被救出，并被立即抬上了
救护车送往医院。记者从
医院了解到，被困者右腿
粉碎性骨折，正在医院进
行治疗。

本报热线6610123消
息(通讯员 邵剑飞 记
者 苑菲菲) 3月31日，
烟台市开发区古现街道
办事处大王家村村东砖
厂的一名工人，在操作机
器时被卡住了胳膊。因不
熟悉机器构造，救援一度
陷入僵局。长江路消防中
队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
援，终于将伤者成功救
出。

3月31日下午2点多，
消防队员刚到现场，就看

到一群工人围着一台制
砖机在商量对策。一名40

多岁的男子半蹲在机器
东侧，胳膊被制砖机的轴
承卡在了机器的飞轮和
轴承之间，表情很痛苦。
据了解，被困者是在制
砖机高速运转时，不小
心将胳膊卷了进去，旁边
有工友及时将机器停了
下来。

救援人员仔细查看
了制砖机的构造，发现卡
住被困者胳膊的轴承后

端和后面的大飞轮之间
有缝隙。救援人员先用液
压剪扩钳试试，由于液压
剪扩钳的受力角度有限，
根本没有着力点，救援人
员尝试多次均未果。

时间过去了一个多
小时，被困者情绪很焦
躁。救援人员一边稳定
他的情绪，一边继续寻
找其他救援方法。就在
救援陷入僵局时，大王
家村的一名村民带着制
砖机用来卸轴承的液压

分离器赶来了，救援人
员立即根据这名村民的
介绍开始使用起液压分
离器。经过 2 0多分钟的
努力，轴承和制砖机间
有了一条很大的缝隙。

救援人员将被困者
胳膊上的衣服剪下来，慢
慢移动后面的转轮，将被
困者的胳膊拿了出来。随
后，医护人员对被困者的
胳膊进行了包扎，并配合
救援人员将被困者送上
救护车。

6610123来电实录：家住芝罘区的王先
生拨打本报热线反映，芝罘屯路85号居民
楼1单元的2部电梯停运，一些住在高层的
业主家的装修工作被迫停止，他们希望能
尽快解决电梯停运的问题。

记者调查>> 爬楼梯干活累死人，工人不干了

王先生是芝罘屯路 8 5

号铁路小区 1号楼 1单元的
业主，去年 1 0月，小区交钥
匙，今年开春后大部分业主
开始装修。28日，1单元的部

分高层业主接到装修工人
的电话，称楼内仅有的 2部
电梯全部停运了。

王先生说，居民楼都是
24层的高层，平日里建筑材

料、建筑垃圾等物品的运送
全部依靠电梯。“装修材料
都特别沉，电梯一停运，一
些装修工人就不愿意干了，
装修工作只能暂停。”王先

生说，小区里的居民曾经去
找过物业，物业工作人员称
是质监部门封了电梯，至于
为什么封电梯，他们也不是
很清楚。

业主反映>> 高层电梯停运，装修只能暂停

记者从市质监局了解
到，居民楼的电梯是芝罘区
质监局接到楼内居民的举报
电话后前去查封。“居民举报
说，电梯经常出故障，有安全
隐患。工作人员检查发现，2

部电梯都没经过检验。”工作

人员说，考虑到这个居民楼
是高层，查封电梯会给业主
带来不便，所以他们向物业
下达了安全检查指令书，要
求物业整改。到了限期整改
日期，他们又去小区检查，结
果发现电梯丝毫未见整改，

仍然在使用。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当时质检工作人员找到物业
协商，希望他们提出一个整
改方案，但物业方面没有要
整改的意思。为了防止安全
事故发生，他们才查封了这2

部电梯。“只要物业整改了，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立刻恢复
电梯的工作。”

对此，小区物业工作人员
说，他们的主管领导已经专门
开会研究电梯的事了。至于什
么时候恢复，物业也不清楚。

部门说法>> 电梯未检被查封，整改后恢复工作

消防队员试图将墙体锯开。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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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福建建散散货货船船出出故故障障失失控控
救救助助船船舶舶成成功功营营救救1177名名船船员员

本本报报热热线线66661100112233消消息息((通通
讯讯员员 张张宁宁 苏苏敬敬勇勇 记记者者

张张琪琪)) 44月月11日日，，交交通通运运输输
部部北北海海救救助助局局““北北海海救救111111””
轮轮大大风风浪浪中中成成功功救救助助因因主主机机
故故障障失失控控的的散散货货船船““顺顺兴兴隆隆””
轮轮及及船船上上1177名名遇遇险险船船员员。。

11日日1144时时2255分分，，北北海海救救助助
局局接接福福建建泉泉州州顺顺达达船船务务公公司司
求求救救电电话话称称，，该该公公司司所所属属满满
载载1166000000吨吨钢钢材材的的散散货货船船““顺顺
兴兴隆隆””轮轮在在石石岛岛东东北北1166海海里里
处处发发生生主主机机故故障障，，船船舶舶失失控控。。
由由于于现现场场风风力力巨巨大大，，船船上上1177

名名船船员员处处于于危危险险中中，，急急需需救救

助助。。
接接报报后后，，北北海海救救助助局局立立

即即指指派派在在附附近近海海域域待待命命的的
““北北海海救救111111””轮轮前前往往救救助助。。1155

时时5566分分，，““北北海海救救111111””轮轮抵抵达达
现现场场与与遇遇险险船船取取得得联联系系并并确确
定定拖拖带带方方案案。。在在接接拖拖作作业业过过
程程中中，，现现场场风风力力达达到到77级级，，““北北
海海救救111111””轮轮克克服服风风大大浪浪高高、、
靠靠帮帮困困难难等等风风险险，，成成功功将将主主
拖拖缆缆带带上上遇遇险险船船。。

1199时时5544分分，，““北北海海救救111111””
轮轮将将遇遇险险船船““顺顺兴兴隆隆””轮轮拖拖抵抵
石石岛岛港港锚锚地地，，1177名名遇遇险险船船员员
全全部部获获救救。。

1单元电梯上贴了封条。本报记者 苑菲菲 摄

男男子子胳胳膊膊卷卷进进制制砖砖机机
因因不不熟熟悉悉机机器器构构造造，，救救援援持持续续了了一一个个多多小小时时

船舶拖带中。通讯员 朱德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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