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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城西北轰隆响像过飞机
原来是热电厂新锅炉“吹管”清理管道，今天下午就该不响了

本报 6982110 热线消息(记者
赵兴超) 三天来，泰城虹桥宾馆附
近传出的轰隆声，十里外都能听得
见。周边居民难忍噪声污染，纷纷闭
门关窗。12 月 11 日，热电厂表示这
是新锅炉启用清理管道杂物，将于
12 日下午结束。

“哪里来得这么大的噪声，家里
老人都快吓出心脏病了。”11 日，家
住泰城五环小区的居民陈女士打来
电话称，附近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很大
的噪声，每隔几分钟就会响上六七分
钟。声音非常大，以至家中必须关门
关窗，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76 岁

的母亲在一惊一吓之下，差点犯了心
脏病。在 6 公里外的南高新区附近，
记者就听到陈女士所说的噪声，有点
类似飞机低空掠过地面，隔大约十分
钟就会出现一次。在五环小区，记者
发现随着噪声响起，不远处的热电厂
也开始冒出白色蒸汽。

顺着声音来源，记者来到鲁邦大
河热电厂。热电厂工作人员称，这是
新安装的锅炉正在清理管道，专业术
语称为“吹管”。施工负责人介绍，吹
管是新锅炉安装投入使用前必须经
过的步骤。在安装过程中，锅炉管道
内可能残留铁锈、异物、铁渣等杂物。

直径 0 . 8 毫米的杂物，在每平方厘米
50 公斤的管道内部压力下，就能使
汽轮机扇叶报废。每次吹管时间约 6

分钟，直接对空排放，会产生一定的
噪声污染。吹管使用除盐水，与纯净
水类似，不会产生空气污染等问题。

工地负责人江焕永表示，吹管将
于 12 日下午结束，为减少噪声污染，
只安排白天早 8 点至晚 6 点进行，夜
间停止。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已经尽
可能采取措施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影
响，希望居民能理解。吹管结束后，新
锅炉经过 96 小时试运行和后续调试，
最快将于 12 月下旬正式投入使用。

女子吵架后跳入 河
同行男子下河救人

本报 6982110 热线消息
(记者 邵艺谋 ) 12 月 9

日傍晚，一女子跳进 河，
同行的男子赶紧下河救人，
路人帮助他们上岸。据目击
者称，这名女子很可能是因
为和男子发生争吵，一时冲
动跳下河。

9 日下午 6 点 20 分，
记者来到下河桥与十二连
桥中段，隐约看到 河中有
两个人影，岸上还有两个人
正在拉他们。记者跑上前
去，看到一男一女正泡在冰
冷的河中，手紧紧拉着停放
在河里的垃圾清理船。

记者赶紧和路边一位市
民跳上船，帮已经爬上船的
男子上岸，然后又抓住女子
的衣服往船上拉。河水冰冷，
加上棉衣里吸满水，女子已
经没了力气。大家费好大劲
才把她拉上船，送到岸上。

女子上岸后，路边一名

女子和救人的市民把她扶
上一辆面包车，然后开车离
开。跳入 河的男子则不断
地对记者说“谢谢”。当询问
落水原因时，他简单地回答
说“没事，没事”，随即上另
外一辆轿车。几分钟后，民
警赶到现场了解情况，那名
跳水救人的男子才开车离
开现场。

家住 河东路的张女
士目击女子跳河的经过。

“刚才跳河的女子、男子以
及救人的一男一女都是一
起的。”张女士说，丈夫 6 点
整下楼遛狗时看见一男一
女在争吵，争吵声没有断。
6 点 20 分她下楼准备和丈
夫一起散步，看见女子跑向
河边跳了下去，男子赶紧跟
着跳下。“河水这么冷，泡了
那么长时间，谁受得了？”张
女士说。

监控录下真面目

小偷俩月后再现身被抓

本报 6982110 热线消息
(记者 陈新 通讯员 刘
小海) 网管手机放在服务
台上被盗走，监控清楚记录
了小偷面目。网管时时留
心，两个月后，小偷再次现
身被抓获。

12 月 11 日，财源派出
所接到辖区一网吧报警
称，发现了 2 个月前偷手
机的盗贼。民警迅速赶到
现场将嫌疑人抓获。经审
查发现嫌疑男子姓张，10

月中旬一天，张某来到网
吧，让网管小刘给他开一
台机器上网。当时小刘正
给别人调试机器，让张某
等一会儿。这时张某发现
服务台上放着一部崭新的
诺基亚手机，手头拮据的
张 某不禁打起手机的主
意。发现周围无人注意，张
某将手机塞到口袋就溜出
网吧。小刘回到服务台，发

现刚才来上网的张某不见
了，感觉不对劲的小刘立
即盘点物品，果然找不到
手机了。小刘赶紧调取监
控，监控清楚记录张某盗
窃手机的全过程。张某还
没有上网，没有登记身份
信息，但是张某的面貌被
监控拍得清清楚楚。小刘
感觉张某还会再来上网，
就暗地里观察来网吧的
人 ，果 不 其 然 ，2 个 多月
后，张某又来到了这家网
吧。有心的小刘一眼就认
出张某，赶紧报了警。

张某交代盗窃手机后
并没有走远，而是找了个隐
蔽的地方藏起来，发现没有
警车过来，于是推断没有人
报警。时隔 2 个多月后，自
以为没事的张某又来到这
家网吧上网，没想到刚进门
不久就被抓获。目前，张某
已被派出所治安拘留。

喝醉酒误开邻居家门
半天没打开，还落下手机

本报 6982110 热线消息
(通讯员 施鹏 李新成)

一名男子喝醉后，误把楼
下邻居错当自家，开了半天
门没打开，被屋内主人报警
吓跑。通过遗落现场的手
机，民警找到这名糊涂男
子。

12 月 10 日 0 时 30 分
左右，泰山大街某小区居民
王先生正在熟睡，突然被门
外一阵嘈杂声惊醒。他起床
到客厅仔细一听，感觉有人
在开自家的防盗门，猜测可
能是小偷要入室盗窃，随即
拨打 110 报警。

接到出警指令的巡特
警支队二大队二中队民警，
赶到王先生家，在门外仔细
查看现场后，并未发现有任
何撬盗痕迹。惊魂未定的王
先生告诉民警，他听到有人
撬门时就大喊了一声，那人

听到喊声好像跑到楼上去
了。他把在门外捡到的一部
手机递给民警，称可能是那
个“小偷”仓皇逃跑时丢的。
民警立即上楼查看，也没有
发现任何可疑人员。

民警做好登记后，带
着王先生捡到的手机回到
办公室。第二天，民警通过
手机上的通话信息与机主
取得联系。机主小赵称自
己租住在王先生楼上，10

日晚和几个朋友吃饭时喝
多了，回家时晕晕忽忽走
错了门。拿着钥匙开起了
王先生家的防盗门，打不
开门时才意识到这一点，
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快步上
楼回了家，早晨一觉醒来
才发现手机不见了。民警
随后带着小赵向王先生说
明情况并道歉，小赵凭手
机发票领走手机。

车打不着火司机推着下坡

没法踩刹车撞向路边平房
本报 6982110 热线消息(记者

刘来) 12 月 9 日早上，泰山疗养院
内，一辆轻卡车撞到路边的平房，车
头受损，司机腿被卡住，后被消防官
兵救出。

9 日上午 9 时，记者赶到泰山疗
养院 8 号楼时，被困司机已被救出。
只见一辆唐骏欧铃轻卡，一头扎进路
南平房的一堵围墙上，将北侧的围墙
撞出一个大洞，车前玻璃整个落到地
面的石头上。泰安市公安消防支队迎
胜中队官兵告诉记者，他们早上 8 点
07 分接到报警。赶到现场后发现，轻
卡车的车头受损较重，由于撞击力，
司机的腿被卡住不能动弹。救援人员
先是拉开车门，随后利用扩张器扩大
挤压的驾驶室空间，把司机救了出
来。

车主告诉记者，早上 8 点钟，司
机准备发动车辆，但是由于天冷打不
着火。车子正好停在一个坡上，就想
利用下坡的惯性发动车辆，没想到车

没发动起来，也没法踩刹车，就撞向
平房。记者了解到，平房是用来存放
东西的，没有人居住。

司机被救后就到疗养院拍片子
去了，车主说司机没什么大碍。参与

救援的消防官兵告诉记者，冬季天
冷，汽车经常出现打火慢或者打不起
火来的情况。他们每天早晚两次发动
车辆，以备有应急救援和出火警时，
能够第一时间出动。

轻卡车一头扎向平房的北墙。 记者 刘来 摄

新物业清了几天垃圾

月季花园一天天干净起来

本报 6982110 热线消息(记者
刘来) “有了物业，就是不一样。”12

月 11 日，在月季花园小区内，看着忙
着清理垃圾的物业工作人员，小区居
民黄女士感慨说。

11 日下午，长城路北段的月季
花园小区内，几名工作人员把路边
的垃圾袋铲到垃圾车里，装满一车
后，再推到垃圾站内。“从周五就开
始清理，这都第三天了。”一名工作
人员说，由于小区长时间没有物
业，垃圾没人清理，每个单元楼下
都堆积很多垃圾袋，清理起来难度
不 小 。“ 要 全 部 清 理 完 还 需 要 几
天。”

在小区原来的物业办公室内，
记者看到两间屋子的地面都刷上
了红色油漆。即将进驻小区的万森
物业公司聂经理告诉记者，这两间
屋是 11 日刚刷的。“马上就要正式
进驻了，必须把屋子收拾干净点。
物业公司要是自己的办公室都弄
不干净，还怎么给居民服务啊。”物
业公司还和小区开发商商议，把物
业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屋腾出来，作
为小区居民的活动室，“以后居民
没事就可以到活动室里打打牌，聊
聊天。”

看着小区的环境一天天好起来，
住在 10 号楼的朱先生很高兴。“以前

居民和物业沟通少，很多小事慢慢积
累起来成了大矛盾，才导致接连换了
俩物业公司。”朱先生说，小区没有物
业，居民住着不放心，环境卫生也很
差，现在看着新物业这么积极主动，
他们一家人都很支持。“希望小区能
够越来越好，成为整个泰安市的模范
小区。”朱先生说。

天元房地产开发公司张波主任
说，经过开发商和物业方面的协商，
大家都同意物业先清理小区环境，尽
快让小区生活秩序恢复正常。开发商
将尽快与物业公司签订合同，并且完
善小区配套设施，让居民住得更安
全、更舒心。

物业人
员 清 理 垃
圾。

记者
刘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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