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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醉了，人更醉。”
9月16日下午，怀化市辰溪县
板桥乡方向223省道一辆载
满啤酒的小型货车发生侧
翻， 车上啤酒瞬间倾倒出
来，并有人员被困。路过市
民第一时间呼叫消防救援。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
场后了解到： 事故车辆为
一辆载满啤酒的小型货
车， 弯道急转弯时由于车
速过快侧翻在路边防护栏
旁， 后厢载满的啤酒洒落
一地， 驾驶员被卡在驾驶

室内无法动弹。
消防指战员立即展开救

援， 使用液压破拆组对驾驶
室先进行破拆， 医护人员上
前对被困者的伤情进行初步
检查。 消防指战员继续使用
液压破拆组将驾驶室方向盘
破拆掉，半个小时后，被困者
成功脱困。 救援人员一人托
住伤者腋下， 一人护住其双
下肢， 将伤者缓慢抬离驾驶
室，转移至医用担架上。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詹加福

本报9月20日讯 今日市民
王先生爆料称， 位于长沙市芙蓉
区晚报大道与东二环交会处有一
大捆电缆线被货车刮落， 横亘在
马路中央。 路口斑马线信号灯也
失灵了，车来车往，十分危险。记
者赶到现场进行核实采访。

目击者芙蓉区环卫工李师傅
介绍，“清早， 一辆货箱上蒙着油
布的大货车在晚报大道东西方向
行驶， 将路面上方的电缆线挂
落。”李师傅告诉记者，由于距离
较远，没看清车牌号。记者从芙蓉
交警大队获悉， 交警部门正在对
此事故进行调查。

9点半， 记者在事发现场发
现， 被刮落的电缆线总共有8根，
被系成一捆。 掉落在地的电缆线
部分被刮开， 露出五颜六色的导
线。通过辨别，可以看清其中有电
缆线上印有中国移动、 湖南湘江
电缆有限公司等标志字样。 东二
环南北方向的斑马线信号灯已经
熄灭，不少过路行人径直穿过，十
分危险。

芙蓉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已联系市政和相关运营商前来
处理维修。上午10点，马王堆街道
滩头坪社区彭干事来到现场参与协
调处理， 并协助联系上芙蓉区园林
局赶到现场。“不好处理， 我们对这
块不专业，只能协助。”园林局工作
人员称。11点半左右， 长沙国安网
络工作人员来到现场， 对其中一根
电缆线进行拆检处理，“我们只能对
自己公司的线缆处理。”12点，芙
蓉区城管局工作人员也来到事发
现场，参与协调。

截至下午3点，记者发现仍有
电缆线横亘在马路中央， 未得到
妥善处置。 ■记者 张洋银

本报9月20日讯 在
开车过程中， 有的司机会
选择抽烟解乏。昨天，沪昆
高速醴潭段K1017+200M
处，中央隔离带着火。好在
工作人员及时赶来处理，
没有造成较大损失。

9月19日15时许，醴陵
路政大队值班室接到求助
电话称， 沪昆高速醴潭段
K1017+200M处中央隔离
带着火，火势较大。大队值
班队长王庆立即联系醴陵
市消防大队， 并同当班班
长古弘远赶往现场。

“我发现中央隔离带
的灌木正以迅猛的势头燃
烧并不断蔓延扩散， 起火
范围延伸至50米左右的距
离，呈点状分布，加之现场
风速较大，火星飘至护坡，
导致东往西右侧护坡也开
始着火。”王庆介绍，现场
着火点的路面整个被烟雾
笼罩， 在浓烟滚滚中行驶
的过往车辆可视距离只有
二三十米。 由于路面车流
量较大，情况十分危急。

见此情况， 王庆立即电
话通知附近的施救队携带灭
火器等设备前来灭火， 并将
巡逻车停在着火点后方，一
边以打开双闪鸣警笛的方式
对过往车辆进行安全警示，
一边协同交警人员设置警戒
区，封闭超车道及行车道，利
用车载灭火器控制火势，协
作灭火。16时05分， 通过路
政、交警、消防、施救四方合
力，现场火势被控制。由于扑
救及时，现场未造成二次事故
险情。16时10分解除交通管
制。在确认现场没有复燃的情
况下，大队人员撤离现场。

通过消防员现场分析判
断， 此次着火应该是由于过
往车辆随意从车窗抛弃烟头
所致，由于天气较干燥，火星
随着风势迅速将隔离带的树
木点燃。醴陵路政大队提醒，
高速行车请勿向车窗外随意
抛弃烟头等火源物， 共同维
护高速平安、畅通（扫报眉左
上角二维码看视频）。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蒋翔

本报9月20日讯 近段时间
以来， 家住长沙市芙蓉区西街花
园的朱女士家中总是离奇被盗，
丢失大量现金和黄金首饰，价值7
万多元。 在辖区派出所民警的帮
助下，找到了行窃者，竟然是保姆
的儿子。今日，长沙芙蓉警方通报
了相关情况。

8月31日， 长沙芙蓉公安分
局东屯渡派出所接到市民朱女
士报案，称家里丢失了一件价值
一万多元的黄金首饰。家里门锁
都没坏，房里也没被翻动。朱女
士怀疑是前两天上门维修空调
的师傅。

办案民警刘子阅调取了小区
监控，未发现异样，与工人师傅取
得联系后，也排除了其作案可能。

在民警的询问下， 朱女士想
起， 家中保姆的儿子最近经常来
探望母亲。去年，朱女士雇请远方
亲戚来家中当保姆。她做事勤快，
家里照顾得井井有条。 保姆的儿

子小胡也经常来串门。
民警找到小胡进行盘问 ，小

胡矢口否认，后在母亲劝说下，承
认了偷窃事实。小胡交代，今年8
月8日， 小胡上门探望母亲时，碰
巧主人不在家。 他不经意间看到
了放在主卧的一个手提包， 翻看
发现里面装有很多黄金首饰，就
慌慌张张地拿了一把， 迅速离开
了。事后见没人发现，8月20日，小
胡再次上门作案。得逞后，小胡拿
着到手的2万多元现金提前开启
了自己的“小长假”。

“两次‘顺走’了200余克黄金，
4000多元人民币以及1000元美元，
价值七万多元。”刘子阅说道。

找到“内鬼”后，朱女士直言不
敢相信，因为是亲戚，家人都非常信
任小胡的母亲， 贵重物品也是随意
摆放。“以后还是要留个心眼才行。”

目前， 芙蓉警方已将涉嫌盗窃
的嫌疑人胡某刑事拘留。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于鉴桐

9月13日，岳阳君山区消防救
援大队对辖区家宁购物广场二层
儿童游乐区火灾隐患整改情况复
查核实， 确定该场所存在符合临
时查封条件的火灾隐患问题已全
部整改完毕。

此前， 大队在监督检查中发
现， 君山区家宁购物广场二层儿
童游乐区擅自拆除火灾探测器，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四条和《消
防监督检查规定》 第二十二条的规
定，经集体议案研究，决定对该场所
二层儿童游乐区予以临时查封。

查封期间，该单位按照《临时查
封决定书》 的要求积极整改火灾隐
患， 按要求在二层儿童游乐区安装
火灾探测器，依据《消防监督检查规
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决定对君山
区家宁购物广场二层儿童游乐区解
除临时查封。 ■通讯员 杨舒源

“家贼难防”！保姆儿子顺走主人7万元
保姆是远方亲戚，深得信任；其子见财起意，已被刑拘 警方提醒：贵重物品妥善收拾

真缺德！
谁的货车“闯祸”了
挂倒电缆线跑了

一车啤酒侧翻，马路“醉了”

真无良！谁又在高速上丢烟头了？
沪昆高速中央隔离带起火，疑为过往司机乱扔烟头导致

消防隐患曝光

9月17日， 张家界市桑植县消
防救援大队来到桑植县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开展“校园火患我找茬”活
动，进行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督查学
校的火灾隐患及问题整改情况，现
场对存在的火灾隐患进行曝光。

执法监督员来到县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进行实地检查。 检查发
现学校配备的应急照明灯有损坏
但未及时更换、 安全通道指示标
志多处未安装或被损坏、 楼梯间
堆放易燃物、 学生宿舍过道摆放
洗衣机等问题， 遗留的火灾隐患
仍然存在。

据了解， 执法监督员前期对县
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进行了消防检
查， 发现学校存在微型消防站配置
不符合要求、 学生宿舍楼梯间堆放
易燃物、疏散通道摆放洗衣机、宿舍
安全通道门上锁、 宿舍消防栓设置
不符合标准、 未安装火灾监测系统
等火灾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防法》的相关规定，并责令学校
限期整改。

学校消防安全负责人表示会严
格按照桑植消防的整改要求， 将消
防设施完善到位，消除火灾隐患，确
保消防安全。 ■通讯员 尚生涛

日前， 常德市临澧县政府将
临澧县联合易购商贸有限公司列
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并对其进
行挂牌督办。

据了解，临澧县消防救援大
队联合多部门，对全县商场市场
开展安全检查时发现，临澧县联
合易购商贸有限公司存在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声光报警不能正
常启动； 场所窗户被货架遮挡，
自然排烟不能正常使用；冷冻库
与商场未进行防火分隔；消防控

制室无人员持证上岗；大部分防火
门闭门器损坏；场所内部分电气线
路未进行敷设套管等火灾隐患，该
单位存在的火灾隐患已构成重大
火灾隐患。

临澧县政府依法对该重大火灾
隐患单位进行挂牌督办， 并组织县
住建、 消防和工商等行业主管部门
召开重大火灾隐患整改调度会，抽
调相关部门业务骨干成立隐患整改
专家组，以现场办公的形式，跟踪督
办隐患整改。 ■通讯员 王颂扬

岳阳君山区依法解封一家火灾隐患单位

常德临澧县政府对一重大火灾隐患挂牌督办

张家界桑植消防查处曝光校园火灾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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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下午，沪昆高速醴潭段K1017+200M处中央隔离带起火。 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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