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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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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7日讯（见习记
者 马健） 市南区徐州路
98号大院内一些楼房的外墙
从一年前起就出现墙砖、木

条脱落，至今没有修复。院内
多数居民担心墙砖再次脱
落，伤到行人。近日，记者对
此事进行了调查采访。

近日，有市民反映，徐
州路 9 8号大院的一些楼房
外墙从一年前开始就出现
了墙砖、木条脱落的情况，
2 6日，记者来到这里看到，
位于大门口位置的 1单元 1

号楼的楼顶外墙砖部分已
经脱落，剩下的一些砖瓦还

在空中摇摇欲坠，楼下的过
道空地上，散落着几块碎裂
的红色砖头以及四五根长
约 1 米 、宽 0 . 1 米 的 腐 朽 木
板。家住 1号楼的居民高先
生告诉记者，楼顶的红瓦从
1年前就开始松动、时常掉
落 ，一 到 刮 风 天 气 尤 为 严
重，有的时候一天甚至会出
现五六次掉落的情况。由于
掉落的位置是行人必经之
路，而且院内有健身设施，

老人孩子经常会在此活动，
几次险些伤到人。“我现在
上下班、外出都是提心吊胆
的，回家都要仰着头，生怕
一块砖头落下来砸头上，我
妻子现在是个孕妇，大部分
时间都在家，进进出出这么
危险，我真的很担心。”居民
宋先生说。

居民们表示，他们多次
向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等相
关部门反映，有的居民拨打

市长公开电话反映此事。反
映之后，确实有人来查看过
很多次，但至今未解决。据了
解，该大院内其他居民楼也
曾有过楼顶外墙砖松动脱落
的情况，只是情况没有1号楼
和2号楼脱落得频繁严重，这
让每天都要经过此地的居民
们很是担心。

记者联系到负责该小区
的八大湖街道办事处，该街
道的工作人员高先生表示，

徐州路98号院内确实出现楼
顶外墙砖松动掉落现象，这
所大院的房子从建好起至
今十多余年了，出现墙砖松
动实属正常，街道的工作人
员会尽快联系相关部门进
行补修。街道曾多次查看并
在其周围施行了圈禁标示，
但因为修补楼外墙需要申
请经费，具体的整修工作还
要等上级批准并要等待补
修措施。

楼顶落砖掉瓦 居民提心吊胆
反映数次无人理，没有经费难修复

本报4月27日热线消息（见习
记者 周衍鹏） 近日，有市民向
本报反映，辽阳西路一段不足百
米的人行道上，古力盖被接二连
三地偷走，留下了一个个陷阱，市
民担心，这样长时间没有人管，有
人会因此受伤。

近日，有热心市民向本报反
映，辽阳西路一段不足百米的人
行道上，古力盖接连被偷。27日，
记者来到位于市北区辽阳西路易

初莲花超市附近，在这里，相隔不
足 2 0 米的两个古力井都“张着
嘴”，没有任何警示提醒。附近不
远处的一些地方，虽然古力井盖
还在，却也有裂痕。

家住东盛花园的隋老先生告
诉记者，这里的古力盖已经丢了
很长时间了，到现在也没人管，行
人路过时很不安全，他每天都会
途经辽阳西路这一段，因为年龄
大了，眼神又不是太好，碰上这么

段陷阱路，心里就打怵。据隋先生
称，这段不足百米的路上的古力
盖频频被盗，这些“吃人”的陷阱，
已经伤了不止一两个人了。

针对居民反映的这些情况，
崂山区以及市北区市政公用局
排水科的工作人员都称，人行道
上的古力盖跟他们关系不大。

“我们只负责排水的古力盖，而
这类古力盖一般很少会出现在
人行道上的，大多都是在马路

上，我们会尽快派人员过去查看
一下。”市北区市政公用局的一
名工作人员说。

在询问过多个部门后，记者发
现目前市区古力井盖种类多，管理
婆家也多，却没有一个统一管理单
位。只有具体弄明白了古力井的

“户口”，才能及时联系相关负责
人，更换新的古力盖。像辽阳西路
上这些没有“户口”的古力，要想弄
明白归谁管，有点难。

本报4月27日讯 (记者
刘爽 通讯员 王友科 )

“五一”小长假自驾游沿海底
隧道、青银高速公路进入青
岛市区的车辆增多，为防止
驾驶员找不到合适的车道和
出入口，市北交警为驾驶人
规划好了交通导向路线。同
时，交警部门将增设警力，加
大处罚力度，违反新增划的
震荡标线也将按照上限处罚
200元记3分。

据悉，胶宁高架路主线4

月17日已施划震荡标线，西
向东由广饶路出口 (隔离护
栏起点 )至镇宁桥下口段全
长2900米，东向西由桑梓路
至登大桥底路段全长 1 8 0 0

米，禁止车辆随意变道。4月
23日胶宁高架路桥上路段将
划归交警市北大队统一管
辖，交警拟在胶宁高架路上
增设多处导向标志，提醒驾
驶员提前择道行驶。

为防止自驾游司机找不
到合适出口，交警规划了交
通导向路线：西向东由海底
隧道进入高架路的车辆，从
广饶路出口驶出经广饶路、
京山路、齐河路、延安一路可
到达动物园、中山公园、第一
海水浴场、海底世界、鲁迅公
园、小青岛、海军博物馆、八
大关景区。从澳柯玛立交桥
驶出经山东路可到达五四广
场、音乐广场、奥帆基地；从
宁夏路出口驶出经燕儿岛路
可到达奥帆基地、海信广场，
经宁夏路可到达麦岛、雕塑
园；经银川西路出口可到达
国信体育场、青银高速。

东向西由青银高速进入
高架路的车辆，从澳柯玛立
交桥驶出经山东路可到达五
四广场、音乐广场、奥帆基
地；从海信桥出口驶出经上
清路可到达湛山寺、第三海
水浴场、八大关景区；从台东
一路出口驶出可到达台东商
圈、辽宁路信息城。从桑梓路
出口驶出可到达花鸟鱼市
场；从广饶路出口驶出经登
州路、大学路、太平路可到达
鲁迅公园、海军博物馆、小青
岛、海底世界、第一海水浴
场、八大关景区、动物园、中
山公园；从市立医院出口驶
出经胶州路、中山路可到达
火车站、栈桥；经快速路三期
接线桥可到达海底隧道、轮
渡驶往黄岛。

同时，交警部门节日期间
将在胶宁高架路全线出入口
增设执勤警力，对各种交通违
法行为现场处置。针对违反交
通标线尤其是新增划的震荡
标线加大执法力度，一律按照
上限处罚200元记3分。

百米路上数张“吃人”大口
辽阳西路上的古力盖频频被盗，想要找人补有点难

27日上午11时许，在
青银高速青岛方向K72+
300M处，一辆拉载着3万余
元家具的江淮轻卡货厢突
然起火，货车司机被困驾
驶室内。山东高速青岛路
政执法大队的值班路政员
砸碎车玻璃，拉开变形的
车门将被困的司机营救出
来。但货车和家具被烧毁。
据货车司机刘某称，起火
原因可能是烟头点燃了车
厢内的油毡。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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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卡卡高高速速上上起起火火

压了振荡线

全按上限罚

百年马牙石路遭“开膛破肚”
市民喊心疼，施工方坚称能恢复原貌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蓝娜娜
见习记者 程凌润) 用马牙石

铺成的百年老街德县路是青岛极
具特色的一条路，一个月前，供热
管道的铺设让百年老街“开膛”了，
不少市民大呼心疼的同时，对百年
老街的保护方案提出质疑。27日，
市南市政总公司养护部门王经理
回应称，德县路待供热管道安装完
毕，将原样恢复。

近日，有市民反映，岛城百年
老街德县路惨遭“开膛”，被挖出
的马牙石胡乱堆弃在一边。在德
县路与浙江路、博山路、潍县路的
交界处，马牙石路也被沥青路取
而代之。总之，整个老街被切割得
支离破碎，让市民们看着心疼。

27日下午，记者站在德县路
下坡处向上看，从该路与潍县路
交界口起一直往东，长长的马牙
石路北半段被挖开，取而代之的
是细散的黄沙，不少车辆通过，激
起沙土飞扬。在路北侧的人行道
上，被卸掉的马牙石比较整齐地
堆放着，一旁的马路沿下还放置
了七八根又长又粗的管道。整体

来看，裂口延伸至德县路与浙江
路交界口，再往东，便是柏油马
路。记者注意到，原本平坦的柏油
马路也“毁”了容，在路中间偏左
位置新铺设了一长条新砖块路。

“听说楼下铺的是供暖管道，
前不久刚铺了几根，铺完后就用
沙把路埋了。”居住在德县路85岁
的席元凤老人说，她在这里已经
居住了40多年，家中始终没有安
装暖气。近一个月前，供热单位来
施工，但提前并没有告知她们，见
到路面忽然被破坏，她还有点意
外。在德县路上开海产品店的姜
先生称，他曾询问过施工单位关
于马牙石路日后怎么处理，被告
知会按照原样恢复，但到时究竟
如何，他也没法确定。“这可是青
岛的标志，不会真给破坏了吧。”

对于姜先生的疑问，青岛市
市南市政总公司养护部门王经理
解释称，德县路路面开挖是因为
要铺设暖气管道，3月下旬就开始
施工。原计划4月24日左右施工完
成，可因下雨等原因延误了工期。
目前，工作人员已记录下拆卸的

马牙石数量，并有专人负责保护，
待供热管道铺设完，立即按照原
样恢复。

王经理称，自己也是一个老青
岛人，对马牙石路也有独特的感
情，因此请市民放心，马牙石在施
工完成后会原貌呈现。对于浙江路

与德县路交界口往东“毁容”的路
面，他称这是由于供热管道铺设还
没有完全结束，为了防止沙土扬
尘，先用新砖块将路面铺平，起到
临时硬化路面的作用，等施工全部
结束，并验收合格，再统一铺设柏
油路面。

马牙石路“开膛”，不少市民很心疼。 蓝娜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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