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安手拿502胶在涂抹门锁。 视频截图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何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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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画面显示，12月3日凌
晨3点20分许，一名身穿印有“外
勤” 制服的男子出现在某居民小
区2栋501的房门外。 男子右手持
手电筒，左手拿着一瓶502胶水往
门锁处涂抹， 一分多钟后转身离
开。视频中的501号房，正是裕华
名苑小区业委会主任肖艳红家。

“12月2日装的监控，3日凌
晨就抓拍到这样的事情，要不是

有监控说出去都没人相信。”12
月6日， 肖艳红告诉记者，12月3
日早上7点多， 她意外发现自家
房门的门锁突然无法正常使用，
疑似遭到人为破坏。调取刚刚安
装在自家门口的监控，看到了令
人惊讶的一幕。当肖艳红准备将
情况告诉住对面502室的小区监
督委员会主任凌宝胜时，发现凌
宝胜家的房门也被破坏了，于是

赶紧报警。
事情发生后，长沙雨花公安

分局东塘派出所立即介入了调
查。经查明，监控视频中这名男
子，就是裕华名苑小区的物业安
保人员赵某某。之所以做出这样
的行为，是受到小区物业经理龚
某某和保安队长刘某某的指使。

目前，警方已经将3人控制，
并予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本报12月6日讯 今日上午9
时28分许，长沙市岳麓区沿潭州
大道荷叶路路口发生一起车祸，
一辆水泥罐车与救护车相撞，救
护车失控后又与道路上的其他3
台小车相撞。救护车上5人受伤，
其中一人抢救无效死亡。

长沙交警发布通报称：2020
年12月6日上午9时28分许，在长
沙市岳麓区发生了一起道路交
通事故。张某（男，29岁，准驾车
型：B1）驾驶牌照为湘AD17**的
“120”救护车沿潭州大道由南往
北行驶至荷叶路口时，恰遇陈某
（男，32岁，准驾车型：B2）驾驶牌
照为湘A6A5**的混凝土搅拌车
沿荷叶路由东往西行驶至该处，
混凝土搅拌车的前部与救护车
右后侧相撞，导致救护车失控后
又与道路上的其他3台小车（车
牌 号 分 别 为 湘 J15X**、 湘

A81K**、湘AX4Z**）相撞，救护
车内乘车人林某立被甩出车外。
事故造成五车不同程度受损，救
护车上乘车人林某立、蔡某、林某
谊、 高某及救护车驾驶人张某等
5人受伤， 其中林某立因伤势严
重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13时
47分死亡。

接到事故报警后， 岳麓交警
大队立即派民警赶到现场， 迅速
抢救伤者，对事故现场进行勘察，
目前，受伤人员已得到妥善救治，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 虢灿 胡锐

本报12月6日讯 今天，常德
市公安局武陵分局成功破获一起
利用其租住房， 以低于市场价假
冒房主出售， 诈骗涉案价值高达
3000多万元的诈骗案。嫌疑人熊
某娟利用租来的房子， 用低于市
场价“出售”安置房，诈骗了40多
名买房心切的受害人。

11月20日，常德赵女士来到
芷兰派出所报案，称其在2018年
6月10日以63万元的价格购买了
南坪花园安置小区里的一套安置
房。房东熊某娟告知她，安置房由
于3年内不能买卖， 暂时不能办
证， 且不得向外人说明房子买卖
的情况， 也不要与对门邻居谈及
买房事宜。事后，赵女士无意发现
所购房屋房主另有其人， 找熊某
娟要求退款， 两人多次协商未果
后，赵女士只好选择了报案求助。

警方调查发现， 赵女士所购

买的房屋系周某所有， 熊某娟只
是租客。2018年3月，熊某娟以2.5
万元的价格租下周某的房屋，为
了降低其警惕性， 还声称自己准
备用租来的房子开设民宿宾馆。

民警在侦办此案时， 又陆续
接到市民反映有类似遭遇。 进一
步调查发现熊某娟以相同手法在
常德市城区多次实施诈骗， 涉及
房屋有50余套， 受害人达40多
人，涉及地点有高泗安置小区、白
马嘉苑安置小区、白马湖安置小区
等多个安置小区。其中，有一名受害
人刘某帮十多名亲友组团优惠团购
安置房，被骗了1700多万元。

目前， 熊某娟已被公安机关
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警方提醒，房产租售一定
要通过正规渠道，切勿贪小失大。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吴林芳
实习生 龚正伟

“12栋3门4楼楼道灯不亮，
已于6月8日维修；二栋与三栋
中间的臭水沟不畅通， 仍需处
理……”12月6日上午，三湘都市
报记者在长沙市开福区蒋家垅
社区看到了这本“小区故障登记
本”， 里面记载了小区里有待处
理的各种小问题。

今年66岁的莫桂科和63岁
的左新利都是退休职工，两人不
仅是小区垃圾分类、 提质改造、
人口普查的“义务宣传员”，还从
2年前开始为小区义务看守大
门，小区内再未发生过电瓶车电
瓶偷盗事件。（扫报眉二维码看
退休职工义务服务小区视频）

“2017年， 湘涂小区经过社
会化职能分离后移交给社区管
理， 取消了24小时轮班的安保
员。之后，就经常有邻居反映电

瓶车电瓶被偷。”莫桂科介绍，湘
涂小区建成于1994年，是湖南省
湘江涂料集团的职工宿舍，共有
14栋654户居民。

小区里住的都是曾经共事
的老同事，热心的莫桂科便找到
左新利，讨论治理小区偷盗事件
的良策。 两人达成一致意见，给
小区大铁门安上一把大铁锁，并
给小区每户业主配备一把钥匙，
每晚11点30分两人轮流将大门
锁住。从那以后，小区果然再没
有发生过偷盗事件。

莫桂科告诉记者，自告奋勇
接下“守门人”的工作后，准时准
点给小区上好“安全锁”也成了习
惯，“如果哪天不锁门，我总觉得心
里的石头没落地，谁都睡不着。”

“都是一点小事， 不需要报
道嘞，趁着身体还硬朗，为社会

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只要邻里邻
居满意，就值得。”采访中，满脸
笑意的左新利说。

事实上，两人不仅是小区的
义务守门人，还是小区住户和社
区间的“传声筒”， 谁家房屋漏
水、楼道照明灯损坏，邻居们都
会第一时间想到莫桂科和左新
利，问题收集后会被逐条上报给
社区。 略微泛黄的记事本上，便
记录着这些具体又繁杂的小事。

莫桂科介绍，今年春天一个
雷雨交加的夜晚，小区一住户来
电称，暴雨导致楼顶的排水管排
水不畅， 房屋也出现渗水情况，
“凌晨一点， 我打着雨伞帮忙掏
水管，浑身都淋湿了。好在住户
家的渗水问题解决了，我才放心
回家睡觉。”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周珈萱

物业指使保安拿胶水堵业主锁芯
业委会决定自管激怒物业，3名涉事物业人员被拘

一段长沙某小区物业
人员趁半夜，用502胶水堵
塞小区业委会成员房门锁
芯的视频，近日在网络上引
发热议。三湘都市报记者12
月6日了解到，涉嫌违法的3
名物业人员被抓获，并予以
行政拘留。

物业指使保安拿胶水堵业主锁芯

小区业委会和物业公司本
是相辅相成、 互相依赖的关系，
为何关系会闹僵？

肖艳红说，裕华名苑小区的
吉屋物业为开发商的前期物业
公司。2019年7月， 小区成立了
业委会后， 作为小区业委会主
任，她和小区监督委员会主任凌
宝胜一同向物业公司提出相关
意见，包括小区地下车库存有重

大的消防隐患、围墙开裂、地面
坍陷等，但一直未得到解决。今年
11月27日， 业委会召开业主大
会，一共563户业主，有420户同
意自管物业，业委会决定实施自
管，“可能是这个举动激怒了物业
公司，采取了报复行动。”

东塘街道牛婆塘社区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自小区业委会成
立之后，双方因为续签物业合同

等出现分歧，渐渐引发了双方的
对立，街道和社区曾就小区的物
业管理问题进行过多次协调，但
收效甚微。“业主大会投票表决
结果有争议，物业说未按流程和
相关要求进行。”

目前， 东塘街道、 牛婆塘
社区都已介入此事， 将指导小
区业委会按流程重新召开业主
大会。

物业对业主大会投票结果存争议

利用租来的房子她“赚”了3000多万
常德一女子假冒房主利用出租房骗了40余人
涉嫌诈骗被抓获

每天准时落锁，他们相约义务为小区“守门”
长沙湘涂小区两名退休职工一干就是2年，再无偷盗事件发生

水泥罐车与救护车路口相撞
事发长沙市岳麓区，事故致一死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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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警方清点嫌疑人作案工具。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