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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梯梯降降到到22楼楼，，一一开开门门““墙墙来来了了””
“电梯惊魂”把市民吓坏了，原来是有人砌墙封了电梯通道

本报热线6 6 1 0 1 2 3消息
(记者 阳佳 实习生 闫卫
巧 ) 坐电梯时不小心摁了 2

楼，到了之后电梯门一打开，
眼前竟是一堵墙，李女士想赶
紧摁1楼下去，又发现所有楼
层 按 钮 都 有 ，就 没 有 1 楼
的……近日，发生在福山区星
河城小区的“电梯惊魂”把市
民李女士吓得够呛。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呢？

11月27日上午，李女士去
福山星河城小区7号楼找朋友
办事。进电梯后她按了10楼，
并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事情办
完后，她一个人乘电梯准备下

到1楼。因为在玩手机，也没有
注意，李女士凭感觉按了最下
面的数字按钮。电梯运行到2

楼时停住了，李女士这才发现
自己按了2楼。然而，令她惊诧
的事情发生了，电梯门缓缓打
开，眼前出现的居然是一堵结
结实实的墙，毫无心理准备的
李女士吓得尖叫，赶紧去找1

楼按钮，可是楼层按钮上，从2

到14都有，唯独没有1。惊慌失
措的李女士胡乱按了4楼，到
了 4楼后有惊无险地跑了出
来。

“大白天的，就像演恐怖片
一样，吓死我了！”回忆起那一

幕，李女士仍心有余悸。“电梯
应该是没坏，可能是2楼电梯门
口被砌墙了。”但李女士很纳
闷，为什么2楼都没有电梯出口
了，电梯还能在2楼停靠？

28日上午，记者来到该小
区，进了李女士所说的电梯，
发现该电梯确实没有 1楼按
钮，但多了一个关门键。记者
摁了2楼，电梯门打开后，门口
就是一堵砖墙，确实有些吓
人。

随后，记者找到小区物业，
物业解释，2楼是正在装修的临
街商铺，平时也没有居民会去。
另外，2楼的楼道门也是封闭

的，所以偶尔有居民不小心进
了2楼，出来都不大方便，为了
避免这种情况，所以干脆就砌
墙把电梯门口封死了。

烟台博达电梯工程有限公
司的工作人员解释，之前也没
接到类似投诉，另外2楼在装修
完后可能还要用电梯，所以就
没有取消该层按钮。该工作人
员表示，他们将会尽快取消2楼
电梯。此外，1楼按钮最近坏了，
临时找不到相同按钮，从南方
的工厂购买需要时间，所以他
们暂时用关门键代替了。“我们
会在年底之前换上新按钮。”工
作人员表示。

不是卡壳就是猛降

小区电梯总“闹腾”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
者 王伟平 ) 近日，市民杨女士
反映，她到福山区寰宇小区朋友家
玩，乘坐电梯从17楼往下走，到12

楼的时候，电梯里上来一位老人。
这时，电梯门出现了故障。“电梯外
门已经关严，内门却有10多厘米的
缝合不上。等了几分钟后，电梯也
不运行，电梯里的3个人意识到电
梯坏了，门也打不开了。”市民杨女
士后怕地说。仨人被困了40分钟后
才被“解救”出去。

12月1日下午，记者到达了事
发地点寰宇小区20号楼2单元。该
楼住在8楼的业主反应，她在电梯
也曾2次遇到“电梯惊魂”。一次是

“电梯突然从3楼猛降到负一楼，之
后，又自动从负一楼升到楼上去。”
另外一次是，电梯到了一楼，门打
不开，并随着隔壁电梯的按钮而升
降。这位业主担心地说：“不知道是
什么缘故，小区里的电梯经常出现
故障。”

12月2日，记者联系到寰宇小
区物业公司王经理。据他介绍，电
梯本身不存在问题，电梯每年要经
过质监部门检测，维保单位每月要
进行3次维保，居民反应电梯突然
降落的情况应该不存在。

据负责小区内电梯维修的黎
师傅介绍，整个小区内的电梯是由
电路板控制，如果电路板检测到电
梯遇到故障，便会执行相应的程
序。电梯门被卡住，可能是因为有
沙子等硬物进入到电梯门滑道上，
致使电梯门关不上。至于居民遇到
电梯自动降下和升起，是因为电梯
遇到故障后，会重新执行电脑的命
令，从出现故障的楼层下降到负一
楼后，再从负一楼重新上升到其他
楼层。

打消防培训幌子

发通知骗钱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通讯
员 崔新明 记者 苑菲菲) 日
前，海阳市观海大酒店收到了一份
烟台消防支队《关于举办烟台市从
业人员消防安全知识培训班的通
知》，通知要求各有关单位消防负
责人和管理人员参加消防专业知
识培训班，培训时间为3天，培训费
用为2800元，汇款到农业银行一个
开户名为汤泉的账户，不参加者，
会在随后的执法检查中，对于发现
隐患的从重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
停业整顿。

收到这份通知后，酒店消防安
全管理人感觉事有蹊跷，立即打电
话向当地消防大队咨询，并将其送
到消防大队进行鉴别。大队监督人
员立即表明这是份假文件，一些不
法分子利用消防培训的名义骗取
钱财。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擦亮
双眼，遇到类似诈骗活动或发现相
关线索，要及时向消防部门联系或
向公安局报案。

组织对变电设备

进行“健康体检”

本报讯(通讯员 唐居诚) 11

月28日，为了提高迎峰度冬期间变
电设备健康运行质量，国网龙口市
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人员早部署、早
安排，组织对辖区内变电设备进行

“健康体检”，保障了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

父父亲亲自自责责，，没没在在家家多多陪陪陪陪孩孩子子
孩子多次离家出走他有责任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苑菲菲) 9岁小男孩倪航
在开元新村小区B区“流浪”一
周后，民警联系到他的家人，倪
航于11月29日被爸爸和继姥爷
带回家，但11月30日，他又回到
超市，且脸上带伤(详见本报12

月2日C07版)。2日，孩子的爸爸
倪先生说，当天带孩子回家后，
家里人的确没有对孩子动过
手，他猜测孩子是翻墙时摔伤
的。但对孩子屡次离家出走，倪
先生承认自己也有责任，他说
打孩子出生起，他就没在家待
过完整的一天。

2日，倪航的继姥姥于女士

告诉记者，倪航的父亲在1日因
担心儿子，在工地干活时差点
从架子上摔下来，晚上回家暂
时没去领儿子。因工地上活多，
2日一大早倪航的父亲又去工
地干活了。于女士只知道倪航
父亲在福山区汇福街上的一处
工地，记者在汇福街的几个工
地上问了一圈倪先生的名字，
也没人认识。

2日中午，倪航父亲倪绍界
给记者打来了电话。他说，因为
工作忙，他暂时没办法跟记者
见面了，但可以在电话里说一
下倪航的事。对于倪航脸上有
伤的事，倪绍界已从家人处听

说，“那天家里没有人打过他，
我家的墙2米多高，是不是他翻
墙掉下去摔的？”倪绍界猜测
道。

他说，从倪航出生开始，他
就一直在工地上忙，没有在家
待过完整的一天。“我早上4点
多就出门，晚上10点多才回家。
出门之前就给他(倪航)做好早
饭了，可他走的时候连早饭都
不吃。”倪绍界说，打孩子小他
就忙于生计，孩子从小跟着患
有精神病的妈妈生活，后来孩
子三姑姑可怜孩子，把孩子接
到自家住了几年。因为这个，孩
子跟他三姑姑之间的话比较

多，但是却很少跟爸爸沟通，也
不大跟爸爸说话。

而记者在1日拨打倪绍界
电话时，自称是邻居的女子其
实就是孩子的继母。记者第4次
打电话时，对方才承认自己的
身份。孩子的继姥爷刘先生说，
因倪航几次出走，大家对他女
儿产生了误会，她不好意思承
认是孩子的继母。

倪绍界打算再去领孩子，
好好跟孩子沟通一下，听听孩
子自己的想法。倪绍界也答应
记者，如果孩子愿意，就送他去
上学，想回超市玩的时候就回
超市玩。

12月2日，文化中心广场旁
的电线杆上，悬挂上了红彤彤的
灯笼，让广场上有了一丝年味
儿。距离过年还有一个半月，为
啥挂得这么早？据广场的保安人
员介绍，这排灯笼是企业悬挂
的，已经半个多月了。等到快过
年时，市政才会统一悬挂喜庆的
红灯笼。

本报记者 韩逸 摄影报
道

商商场场购购物物，，被被22米米高高货货架架砸砸了了头头
顾客迈购购物遇到意外，赔偿问题双方一直没达成一致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杨薪薪) 近日，顾客慕女
士来到龙口市迈购商场购物，
不幸被突然倒下的货架砸伤头
部，商场工作人员把她带到附
近医院进行检查，而伤者家属
赶到后商议决定，让慕女士住
院观察。11月28日，伤者家属向
记者反映，商场一直推脱，至今
未支付慕女士的住院费。

28日下午，记者见到了慕
女士的家人。据慕女士丈夫介
绍，11月13日，慕女士陪同朋友
在龙口市内迈购购物，不料被

货架砸伤。“可能是‘头重脚
轻’，高近2米的货架一下倒了
下来。”慕女士的丈夫告诉记
者，妻子已经50多岁，反应不及
时，货架正好砸中头部，“幸好
当时她用手挡了一下，否则会
更严重。”

“事发后，商场服务员就赶
忙把她(慕女士)扶了起来，并
陪同来到医院。”经医院拍片检
查发现“不是太严重”，2人随即
准备往回赶，而此时慕女士也
通知了家人。丈夫赶到时，慕女
士感觉有些头晕，于是他决定

让妻子住院观察一段时间，据
慕女士丈夫回忆，当时自己曾
要求商场服务员一同前往，但
被她拒绝了。

11月15日，住院2天后慕女
士出院，根据住院病例和单据
显示，慕女士头部外伤，总计住
院花费3395 . 73元，慕女士的丈
夫说：“这些住院费应当由商场
赔付”，但他多次联系商场负责
人，打算协商赔偿住院费，问题
至今没有解决，“联系的几次
中，对方总是回应‘忙’‘在出
差’。”

随后，记者联系了事发商
场的负责人，负责人回应说，
事发时并没有员工目击整个
过程，而事发后员工也陪同伤
者赶到医院进行了相关检查。
至于伤者住院费赔偿的问题，
负责人则表示，住院的事情他
们并不知情，“从医院检查完
后，伤者及家属曾向员工索要
几百元的赔偿，被员工拒绝后
可能才动了住院的想法。因为
顾客被砸伤的事故，现在我们
商场的服务员也受到很大影
响。”

《九岁男孩小区里“流浪”一周》追踪

国网龙口市供电公司

大红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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