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复

记录

本报8月26日讯 8月
25日清晨时分， 桃江县大
栗港镇五羊坪村木材厂突
然起火，火光冲天。桃江消
防救援中队立刻赶到现场
救援， 利用水罐车远程运
水共计80吨，鏖战4小时后
终于将大火扑灭。

参与救援的消防员介
绍， 由于厂内存放着大量
成品干木材， 火势蔓延极
其迅速，情况危急。桃江消
防救援中队火速调动3辆
消防水罐车、1辆高喷车、
14名消防员赶赴火灾现场
扑救。 经过供水组近80余
吨的运水作业，灭火组约4
个半小时的全力扑救，现
场明火基本扑灭。

据统计， 此次火灾过
火面积约200平方米，火灾
烧毁了大量木材， 据木材
厂的负责人估计， 直接经
济损失至少在40万元以
上， 火灾可能是由于电线
短路引起， 好在没有造成
人员伤亡。

目前， 具体事故原因
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洪秀妍通讯员杜沛

近日， 常德市武陵区
消防部门在全区消防安全
排查中发现一家居市场存
在重大火灾隐患。

位于常德火车站附近
的亮万家家居广场是常德
市最大的家居卖场之一。
检查人员发现该市场两个
楼梯防火分隔未采用实体
墙、走道连接处未设置防火
卷帘， 未设置火灾自动报
警、自动喷水系统，顶层办
公室采用聚氨酯泡沫彩钢
板作墙体， 超过20米的内
走道未设置排烟口，消防控
制室值班人员未持证上岗。

家具主要材料均为易
燃物品，一旦发生火灾，火
势会迅速蔓延， 并可能造
成重大人员伤亡。 武陵区
消防部门依照相关规定，
判定该单位构成重大火灾
隐患， 依法提请政府挂牌
督办。 ■邓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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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记者交谈过程中，
这位广西妹子脸上不时露出
爽朗笑容。钟园园告诉记者，
从初中开始， 她利用每一个
寒暑假兼职补贴家用，“做过
餐厅服务员、缝纫师、快递仓
分拣、宠物店学徒，只有高三
那年的寒假没打工， 因为假
期只有10天。”

“妈妈每个月给1500元
生活费，学费都是自己承担。”
今年夏天，钟园园送了2005单

外卖，结算工资超一万元，“去
年兼职换了新手机、 新电脑，
今年赚的钱想存起来，为之后
实习、创业做准备。”

谈及为何要用漫画来
记录兼职生活， 钟园园说
道， 美术是表达感情最直接
有效的方式，“我想通过这些
简单的漫画， 体现外卖员送
餐的不容易， 同时希望顾客
能多一份理解，不要随便投
诉骑手。”

“车库漏水、入户门不达标……”
8月23日， 中铁西江悦小区业主彭
女士向三湘都市报投诉称， 虽然小
区3、6号栋房已过交房期， 但房屋
仍存众多问题。开发商却通知业
主先收房，再整改，且从当日起不
再承担逾期交房补偿责任。

“这就是三无产品。”23日上午，
记者来到中铁西江悦小区，业主质
疑称同批次交房的3栋和6栋安装
的入户门不一样，其中3栋的门上面
标注了生产日期、生产批号、厂家、生
产地址等详细信息。 而6栋除了一
楼外，其他楼层的门上不仅没有详
细信息，质量也明显差很多。

“门很轻，敲起来中间是空心
的。”业主指出，按照国标强制性
条款， 防盗安全门应有永久性防
盗安全级别标记， 但他们的入户

门却没有这样的标记。
“收了房再让他们整改，我们

就更被动了。”彭女士介绍，按照
购房合同， 开发商应于6月30日
交房， 可是房屋至今未达到交房
条件。令业主们最不能接受的是，
现在开发商强制要求业主先收
房，再整改，且逾期交房的补偿款
截止到8月23日，物业费也从9月
1日开始计费。

“还没开始住，电梯里就已经
漏水了。”一名业主带记者入户查
看房屋质量时， 发现有水从电梯
顶部滴下。经过一番查看，是该栋
地下室车库的电梯入口处已经积
水，水是从地下室漫进电梯的。至
于地下室电梯口为何会积水？小
区开发商工程部负责人李先生表
示需要进一步查明。

不少业主还对前期物业合同
也提出不少质疑， 质疑的条款包
括物业费逾期15天， 可以对业主
停水、停电等。

女大学生送餐50天手绘《骑手的一天》
用生动形象的漫画记录外卖生活，诉说：“女骑手也可以做得很好”

“每次下雨，都会爆单。路面变得湿滑，骑行很危险。”8月26
日，21岁的钟园园结束为期50天的兼职外卖骑手工作， 在A4纸
上写下这句话，字旁还有一位戴着头盔冒雨前行送餐的外卖员。

《骑手的一天》是钟园园以自己为原型，绘制的一部简笔漫
画。在这套由9幅简单人物和文字组成的漫画中，她用略显生涩
的手法记录了难忘的兼职经历，“我想让别人知道， 女骑手也可
以做得很好。”（扫报眉二维码看女骑手视频）

钟园园是湖南科技职业
学院一名大二学生，出生在广
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
的她从小对画画产生极大兴
趣。父母靠着微薄的收入养活
一家四口，总在她耳边说：“钱
得花在学习上。”

小学的时候，靠着母亲买
的一支画笔和12色颜料，钟
园园开始在白纸上临摹美少
女战士贴纸和课本插图，在自
己的额头画出月亮的形状，
“没条件进行系统学习， 但我
几乎承包了学校绘画竞赛的
大奖和班级黑板报。”

而今，烈日下，身着蓝色
工作服、扎着小辫的女外卖员

提着餐食疾行，顾不得额头上
滴落的大颗汗珠；单手握住瓶
身，将容量为1.5L的矿泉水瓶
送到嘴边，喝水时发出“咕噜
咕噜”的声音……枯燥无味的
送餐故事，在钟园园笔下都变
成了一幅幅生动形象、可爱活
泼的漫画。

“电梯故障停运，订单6
分钟后超时。” 在第五幅画
中，A4的白纸被分成 4框 ，
记录了钟园园在一次送餐
时，偶遇电梯故障 ，爬上27
楼送餐的经历 ，“顾客开门
后看到是个女生送餐，觉得
挺不好意思的，还给了我20
元打赏。”

外卖经历绘制成漫画

7月5日， 钟园园成为饿
了么长沙马栏山站点一名女
骑手， 站点有108名员工，可
女骑手只有4名。第一次电话
求职， 站长听到来电者是一
名女性， 便在电话中再三强
调送外卖的辛苦。“面试当天
办公室停电了， 我直接爬上
17楼面试， 站长听到我是爬
楼梯上来的， 立马说这个女
孩子靠谱。”钟园园笑着说。

“每次跟家人、 同学视频，
她们都说我肉眼可见的黑了。”

她掀起套在手臂上的冰袖，不
断翻转着手肘，她的大臂、小臂
和手肘呈现出深浅不一三种颜
色，“弄了防护措施也没用，涂
防晒霜出点汗就没了。”

钟园园的送餐区域覆盖
广电中心、 长沙大学、163医
院等地。“送到广电T2演播厅
时， 经常会看到明星在录制
《快乐大本营》，但是根本没时
间看。”她告诉记者，目前日平
均送餐40-50单，“战绩”在站
点排名前30。

女骑手也可以很强

想体现骑手送餐的不易

房屋问题多，业主被强制收房
事发中铁西江悦小区 政府部门已约谈开发商

家居市场存重大火灾隐患
常德武陵区
对其挂牌督办

木材厂突发大火
80吨水扑灭它

■记者 黄亚苹 视频 郭辉 实习生 刘文 陈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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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下午，记者致电中国中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青竹
湖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明军。王明军表示，业主可以收房，也
可以不收房，但交房逾期补偿截至8月23日，物业费从9月1日收取。
若后期整改耽误时间，开发商可承担物业费。王明军对业主质疑的
入户门不达标问题回应称：产品质量没问题，也满足相关设计。

对于业主提出的物业合同中物业费逾期15天， 物业可对业主停
水、停电的条款，王明军则表示，对此尚不清楚，将向客服部了解情况，
再行回复。8月26日截稿时，记者仍未收到开发商的相关回复。

“今天政府部门约谈开发商， 之后将组织开发商与业主进一
步协商。”8月26日，业主彭女士告诉记者。 ■记者 胡锐

不强制收房 门没问题

送餐50天， 钟园园
用手绘漫画记录了难忘
的经历。 记者 黄亚平 摄
（漫画为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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