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会 C08-C09

2014年1月23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蓝峰 组版：颜莉

抽抽烟烟引引燃燃被被子子，，浇浇灭灭后后又又复复燃燃
一居民楼清晨烟头引发大火，众人惊魂逃生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习记
者 田宇 实习生 袁红 ) 21

日晚8点左右，市中区公安分局巡
警大队一中队接到群众报警，在
经五小纬六路交叉口附近的农业
银行，一台自动取款机上放着一
沓现金。民警赶到现场后，一点这
沓现金足足有5000元。直到发稿
前，这5000元仍没有找到失主。

21日晚，市民张凤娥女士去
农行存钱，一进大厅，她看到取款
机上放着一沓红纸，走近一看，这
沓红纸竟然是人民币！“这么多钱
还真吓我一跳呢，钱我也没敢点，
要是丢点我可说不清了。”张女士
告诉记者。

张女士往右一看，旁边一台
取款机上有一名女子在取钱，张
女士忙问钱是不是她放的，“她告
诉我刚才有个男的在这取钱，刚
走没多久，会不会是他落下的，说
着还指了指门口。”张女士朝门口
的方向看去，可是大街上这么多
人，哪个才是刚取钱的男子呢？

“这么多钱丢了，失主得多着
急啊！咱又找不到失主，只能让民
警想想办法了。”于是张女士拨打
了110。

接到报警后，市中区公安分
局巡警大队一中队指导员田伟和
民警管振杰赶到银行，“大厅里的
工作人员早就下班了，我们很难确
定谁是失主。”田伟解释道，“钱是
用纸条捆着的，我们数了一下正好
5000元，当时还录了像”。

田伟将现金送到了大观园派
出所，到记者发稿前，这5000元仍
没有找到失主。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孟燕 通讯员 宋玉娟 ) 为帮
助素不相识的王大爷追回忘在公
交车上的药品，恒通公司巾帼车
队驾驶员龙秀英用两个多小时追
车拿回了药品，并免费把老人送
回了家。21日，感动不已的王大爷
特意将感谢电话打到了恒通出租
公司。

21日上午11点左右，王大爷
在市立五院看完病后拎了一大兜
药坐上了K109路公交车。“车到
十四中时，我就只想着赶快回到
家吃午饭，下午好赶回医院打吊
针，可下车时把一大兜药忘在了
公交车上。”王大爷表示，他望着
离去的公交车急得在站牌下直打
转儿，过了十几分钟后才想起打
辆出租车去追公交车上的药品。

此时，的姐龙师傅正驾车经
过，她问明情况后，拉上王大爷直
奔K109路公交车追去。他们追上
一辆K109路公交车后，发现并不
是王大爷所乘的那辆车。龙师傅
拉着王大爷继续追赶前面的车，
一直追到了K109路车的终点站
桑园路公交车站房。

但是站务员告诉他们，这里
是副站，驾驶员已签点后返回了。
于是，龙师傅又载着王大爷又返
回了五院。来到五院站房，正逢驾
驶员把药品上交，此时已是下午1

点多了，听说王大爷下午还要打
针，龙师傅又把王大爷送回了家。

“得花费了两个多小时，跑了
30多公里，俺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了。”王大爷拿出一百元钱酬谢龙
师傅，被婉言拒绝了。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
习记者 戚云雷 ) “一年
挣的钱全赔进去了，这个年
过不舒服了。”22日下午，
北园大街豪鲁大厦地下电
子商场，商户刘女士站在
店里，看着一箱箱被水浸
泡的货物满面愁云。21日
夜间，因为大厦地下室的
消防泵突然爆裂，包括刘
女士的商铺在内的30余家
商铺被淹。

22日下午1点，记者来
到豪鲁大厦地下室。虽然已
经清理了一上午，但地板上
还是能看到明显的水迹。从
早晨8点半开始，商户们一
直在忙着抢救店里的货物，
地下室门口也堆放着不少
被水浸泡的货。

“这两箱货是准备上午
发给客户的，没想到早晨就
被泡了。”在地下室东侧的
一家商铺里，店主刘女士指
着放在地上已经包装好的

两个箱子说。
刘女士称，由于箱子里

的LED屏都是由电子板组
成的，上面都是线路，所以
被水泡过后基本上就不能
用了。

豪鲁大厦地下商场的
商户基本上都是做LED生
意的，有几十家商铺，其中
30多家被淹，只有少数几
家幸免。由于地下室西高
东低，东侧的商铺受淹最
严重，有的商铺积水四五厘
米。

“因为过完年要货的客
户比较多，我就把仓库里存
的货都搬到了店里，没想到
会碰上这事儿。”刘女士拆
开一箱被水泡过的货物，从
箱子底层拿出几块电子板，
可以看到电子板还在滴水。

“这一箱2000块钱的货就算
报废了”。

商户宁女士刚开始并
不那么担心，因为她知道自

己几个月前已经向大厦招
商办交了保险费，“如果出
了什么意外，可以得到5万
元的保险赔偿，差不多可以
弥补这次的损失。”但当商
户向大厦招商办询问保险
赔偿时，却被告知因当时交
钱的商户少，未达到规定的
人数，也就没有给交钱的商
户入保险。

“为什么现在出了事才
说没给我们入保险？没入保
险为什么也没见人给我们
退钱？”面对物业人员的说
法，宁女士很不认同。

豪鲁大厦物业部门一
位姓管的经理称，这次消防
泵管爆裂是突发事件，“先
把被淹的货物搬出来晾晾，
年后各商铺统计一下自己
损失后，年后再协商如何处
理。”

“消防泵管三四个月前
就已经爆过一次了，大厦要
负全责。”刘女士说。

没有人会想到，火已经浇灭的被子会在客厅复燃。22
日，一场清晨突发的大火引发楼上居民一片慌乱，有人扯
窗帘系成缓降绳，有人毛巾捂鼻向下冲，有人选择借助空
调外机跳到楼下。

所幸消防队员仅用十多分钟就控制住火势。除了着
火房间内有人受轻伤，其他人只是虚惊一场。

文/片 本报记者 杜洪雷

这是一座位于花园路与
二环东路交叉口附近的居民
楼，历经风雨洗礼已显得陈
旧。楼上的老住户大多已经搬
离，现在居住的多是租客。五
楼的一个房间里，住着三名年
轻人。21日晚，由于需要加班，
三人睡得很晚。

为了提神，住在外侧卧室
的小王(化名)就点了一支烟。
他没有注意到，烟头飘落在被
子上面。不长的时间，被子就
被引燃了。小王一看，马上冲
出房间，从洗手间端了一盆子
水浇下来，被子上面的火灭
了。

由于被子无法再盖了，
小王就暂时把被子放到了

客 厅 一 张 空 床 上 。返 回 房
间，小王忙碌了一会儿就休
息了。可是，被子内顽固的
火星并没有完全浇灭，慢慢
地扩大开来。

22日早晨6时许，呛人的
烟味开始传入两个卧室，被子
的火引燃了床板。很快，房间
内正在睡觉的人被烟呛起来，
睡眼惺忪地看到门外有一片
火光。

内侧卧室的两个年轻人
行动迅速，很快地冲出卧室。
由于大火封住了房门，两人转
入洗手间，用盆子接水试图灭
火。住在外侧卧室的小王发现
卧室房门已经引燃，而且卧室
内烟越来越浓。

火势并不大，烟雾却浓烈
得吓人。感觉到卧室内的温度
越来越高，冲出房门无望，小
王看着门上的玻璃被火烧裂，
只能返回头，打开窗子。他朝
下望了望，四楼有一个空调外
机。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小
王沿着墙外侧凸起的横梁，朝
着空调外机跳去。

小王很幸运，尽管脚崴了
一下，身子稳在了空调外机
上。此时，住在四楼的居民已
经察觉到从楼上跳下来的小
王，赶紧打开窗子，把小王拉
到房间里面。小王并没有在房
间多呆，而是冲上五楼，一脚
踹开了房门。敲开邻居的房

门，拿着盆子接水和卫生间里
的两个室友协力灭火。

楼道的烟囱效应，将浓烟
很快引上了六楼。住在601房
间的小刘听到楼下忙乱的声
音，打开卧室门就闻到了烟
味。打开房门，小刘发现整个
楼道都是烟。他赶紧返回房
间，拿了一块毛巾，浸了水之
后捂着鼻子冲出门外。刚开始
没有捂好，小刘吸了一口烟，
顿时觉得眼角流泪。

快速冲下楼梯，小刘看到
是五楼着火。在三楼略微停顿
了一会儿，小刘又捂着口鼻，
低着身体冲上六楼。卧室里面
还有他的女朋友。

同样住在601的小吴发现楼
下着火之后，并没有选择楼梯逃
生。他来到阳台，将挂在窗子上
的窗帘扯下来，然后撕成了布
条。“我看了看地形，我可以选择
逃到旁边六楼，或者下到四楼，
这条缓降绳足够长。”小吴事后
说道。

在小吴忙着制作缓降绳的
时候，返回房间的小刘又拿了一
块湿毛巾，催促着女友赶紧穿好
衣服。随后，两人用手巾捂着口
鼻，放低身子从六楼逃下来。“前
一段时间晚报在户外大屏上播
放《消防警示录》，我们公司外面
的大屏上也放过，我们都看了，
视频介绍了很多逃生的方式。”

小刘和小王说，这回用上了。
忙乱的场景持续的时间并

不长，因为接到报警的消防队员
很快赶到。由于火基本上都在客
厅，消防队员很快就将火扑灭。
着火房间内的三个年轻人由于
忙着救火，结果身上被火燎起了
一些水疱。准备缓降的小吴动身
前消防队员赶到，随即安全。

灭火之后的房间，狼藉一
片，地面上满是碎玻璃。房门和
卧室门都已经被烧坏，门框黑漆
漆的。外侧楼道内也被烟熏得乌
黑，整个楼道依旧弥漫着烟味。

一个烟头，一床被子，一场
突如其来的大火，让楼上的居民
度过一个惊魂的清晨。

取款机旁放着

5000元现金

的姐追公交两小时

拿回老人遗忘药品

浇湿的被子放在空床上又着了

门出不去，跳到四楼空调外机上 看消防警示录学到的逃生常识用上了

消消防防泵泵爆爆裂裂，，3300多多家家商商铺铺被被淹淹
有商户早已向管理方交了保险费，出事后却被告知没投保

小吴将窗帘扯成缓降绳自救。

店铺门外堆满被水浸湿的纸箱。
见习记者 戚云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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