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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17 日早上 5 时
许，郑州高新区市政局环卫队的谷
师傅，到化工路与凯旋路交叉口西
侧打扫卫生时,发现南半幅的快车
道上，横着两根硕大的水泥大梁。
在水泥大梁的西边，堆着两块半截
预制板，几乎占据了整个路面。为
避免过往车辆撞上大梁和预制板，
谷师傅赶紧将自己的扫帚、自行车
等物品，放在马路中间，以提醒过
往司机减速绕行。

早上6时，环卫队王队长赶来，
看到路中间的水泥大梁一根长约两
米、一根长约1.7米时，也无计可
施。记者看到，两根水泥大梁的边

长约30厘米，端口裸露着几根1米
多长的钢筋，两根大梁的钢筋缠绕
在一起。环卫工说，这些大梁可能
是夜间运送拆迁建筑垃圾的大货
车，因车厢未进行封闭，行至此处
时，车速过快，掉在马路中间的。

十几分钟后，在附近打扫卫生
的10名环卫工赶来，大家决定用
绳子套住两根水泥大梁，一起往路
边拖。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才
将水泥大梁拖到了路边人行道上。

据家住附近小区的张女士说，
昨天凌晨3点左右，她突然被外面
一声巨响惊醒，但没看到有事故发
生，天亮后才看到路中间掉了两根

大梁和几块断裂的预制板。
上午10时，环卫工们将路中

间的大梁和预制板清理到路边后
离开，只留下两个人用大铁锤把大
梁一点点砸碎。王队长提醒那些
运送建筑垃圾的司机，不要图一时
之快和一时之便，随意在路上抛撒
垃圾，给环卫工增加劳动负担。

目前，此事已被反映至高新区
行政执法局进行调查处理，希望执
法局加大夜间的巡查力度，及时查
处疯狂垃圾车。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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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中间惊现两根水泥大梁
十余位环卫工人合力移开

昨天，紫荆山路和城南路交叉
口的99号院内，一条长约30米的
白色管子，从院子一口窨井内拉至
紫荆山路上，管内大股泛黄的污水
流在路上，沿东侧路边向北延伸出
200米长的污水带，最终流入一个
雨水井内。整个污水带占据1/3
路面，一些泛白的沉淀物已渍在路
面。

记者现场发现，污水占据紫荆
山路由南向北的慢车道，不少市民
步行从快车道上走。污水散发着
刺鼻的味道，从此经过的市民均捂

鼻快速通过。附近市民肖先生称，
该小区向路面排水已一个多月，

“排的都是臭水，太影响市容了，也
没人来管”。

“市政污水管道堵了，小区污
水排不出，我们也没办法”。昨天，
该小区物业公司经理党迅表示，今
年3月开始，大晴天小区污水井也
开始上翻，涌出地面，小区院子地
面全是污水。“今年7月中旬，小区
内污水上翻，小区有3栋楼的负一
层都被污水淹了，有些楼1层的业
主家中，污水顺着马桶上翻。”无

奈，他们专门请施工队对小区内所
有管网进行排查，但没发现任何堵
点。随后，他们便向社区、办事处
以及市政部门反映，结果查到市政
的污水管网堵塞，导致小区附近污
水排不出去，形成了污水倒灌。

党迅表示，为了排污水，他们
已经花费上万元，但一直没能解
决。因此，他们只能每天通过水
泵，将污水井内污水排到小区外
面。“小区不向外排，小区就要被污
水淹了。”

市政管道堵塞 小区将污水排路上
路面形成污水带，最终汇入熊儿河，市政部门表示将尽快找到堵塞点

□记者 田育臣
实习生 张天一 文图

核心提示丨 昨天，市民肖先
生致电大河报反映，一个多月
来，紫荆山路和城南路交叉口
附近一小区将污水排到马路
上，给附近市民带来诸多不
便。记者调查发现，该小区污
水不仅影响道路市容，还最终
汇入熊儿河污染了河水。

该小区为何要将污水排
到路上？河道管理部门为何
不进行制止？记者进行了采
访。

昨天，记者在现场发现，熊儿
河北侧一雨水管道出水口，发臭的
污水正流进河内。附近居民吴女
士称，该出水口距路面雨水井仅
30米，小区污水沿路流进雨水井
后，全汇入了熊儿河。“污水排进熊
儿河已经半个月了，眼睁睁看着熊
儿河被污染，真心疼。”吴女士惋惜
地说。

对此，党迅表示，他们起初通
过水泵将污水排进附近雨水井，但
河道管理部门发现污染了熊儿河，
禁止他们排进雨水井。“我们不往
雨水井里排，只能排到路上了。”

对于这一情况，郑州市城管局

河道管理处一工作人员表示，由于
污水是从市政雨水管道排出，他们
只能向市政工程管理处反映，由他
们来排查、解决问题。

昨天，郑州市市政管理处养护
科副科长扶涛涛表示，8月10日他
们便接到了相关反映。经排查发
现，堵塞点位于地铁2号线与陇海
路高架工程项目之间，但双方施工
将地下管网改动较大，寻找堵塞点
难度大，目前，他们正协调两个施
工单位，24小时工作寻找堵塞点。

为啥一周多了，还未解决？扶
涛涛说，8月10日起，他们沿紫荆
山路对市管网线进行摸排，3天前

才确认是以上两个项目负责的管
线出现堵塞。“我们也正在加班加
点地寻找堵塞点，争取3天内将问
题解决。”扶涛涛说，他们要先找到
污水网口的出路，将小区污水排进
污水管网，避免污水再向路上排。

污水流进雨水井汇入熊儿河，
为何不排到污水井？对此，扶涛涛
无奈地说，紫荆山路的排水管道目
前仅有雨水管和污水管两个管道，

“污水管堵塞，要想给污水寻个出
口，只能先排入雨水管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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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泛黄臭水排到路上，形成200米长污水带

回应 小区物业：不向外排，小区将被污水淹没

现场 污水汇入熊儿河，河水被污染

回应 市政管理处：24小时工作寻找堵塞点

□记者 李岚

□记者 周广现
实习生 李钊

本报讯 8月 16日凌
晨2时许，租住在郑东新区
圃田乡圃田村的刘先生睡
觉时，翻了一个身，潜入室
内的窃贼以为刘先生发现
了他，举起菜刀朝刘先生身
上连砍 9 刀，伤势非常严
重，窃贼抢走刘先生200元
现金后逃跑。目前，郑州市
公安局龙子湖派出所已对
此立案进行刑事调查。

8月17日上午，大河报
记者在郑州市第七人民医
院神经外科病房见到了正
在输液治疗的刘先生。刘
先生说，他在郑州市的一家
旅游公司开旅游车，经常出
差，3个多月前，他在圃田村
租住了一个标间，每月房租
300元。8月16日凌晨2时
许，他在睡觉时翻了个身，
突然感觉到头上麻了一下，
好像流血了，这时，只见床
前站了一名男子，该男子个
头约1.7米，偏瘦，该男子手
里掂着一把菜刀正朝他身
上砍去，他的头上、脖子上、
肩上、手上都是血。

砍完，该男子说：“把你
身上的钱拿出来。”刘先生
去拿钱包时，手上的血把钱

都染红了。“我不要你带血
的钱。”说着，窃贼就去翻他
的钱包，刘先生对窃贼说：

“你把我砍伤了，我还要看
病，你给我留点钱治病吧。”
窃贼从他的钱包里拿出
200元后离去。

刘先生说，晚上睡觉
时，由于嫌热，房间的窗户
没关，窃贼可能是从开着的
窗户爬进房间的，“窃贼听
口音像是郑州本地人”。郑
州市公安局龙子湖派出所
的民警已去勘查过现场，也
给他做了笔录，但还没有抓
获窃贼。截至目前，医疗费
已经花了近万元。

“医生说，我的身上共
被砍了9刀，头上被砍3刀，
脖子上被砍1刀，肩上被砍
1刀，背上被砍2刀，手指上
被砍 1 刀，手背上被砍 1
刀。”刘先生说，他不认识这
个窃贼，他才从福建来到郑
州工作，也没有和谁结过
仇。

随后，大河报记者来到
圃田村，该村不少房子已经
被拆除，刘先生租住的房子
是一栋4层民房，他住在二
楼，二楼的窗户上没有防盗
窗，二楼下边有一堵围墙，
围墙有3米多高。K

新闻热线 96211

睡觉时翻了个身
被入室窃贼连砍9刀

□记者 张瞧

本报讯 昨日下午，郑
州市中原区文化宫路上，一
辆正在行驶中的出租车突
然失控，先冲上道牙撞倒一
辆电动车后，又撞翻一辆卖
水果的电动三轮车，紧接着
又将一名骑单车少年撞倒
在地。

下午4时许，记者赶到
文化宫路汝河路口的事发
现场，看见路口东南角处一
辆卖香蕉的电动三轮车侧
翻在马路上，一辆绿色桑塔
纳出租车停在十字路口处，
右前车灯被撞毁，右前轮已
撞瘪。出租车右后轮处地
上瘫坐着一名10多岁的少
年，少年后背上有车轮印
记，腿部有轻微擦伤，身旁
倒着一辆白色单车，车前轮
被撞变形。

据被撞电动三轮车主
刘女士介绍，事发时她正坐
在三轮车上，听到异常响声
后发现一辆出租车正向自
己冲来。“我赶紧往路边跑，

那出租车撞翻我的三轮车
后又带倒一个骑自行车的
男孩。”现场目击者 称，失
控的出租车右侧车轮从男
孩身上碾过，奇迹的是男孩
竟从车底爬出。“估计出租
车先从三轮车上碾压过，男
孩倒地的地方挨着三轮车，
出租车车轮被垫起，男孩才
得以逃过一劫。”有围观者
推测。

男孩神志清楚，他告诉
记者，自己姓乔，今年12岁，
家住桐淮小区。出租车司
机自称姓程，在交警调查时
称自己没酒驾也没犯困，车
失控后自己也采取了相应
的制动措施，自己也不清楚
车失控的原因。随后，120
急救车赶到现场将受伤的
少年送往医院。

目前，此次事故的具体
原因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
中。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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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突然失控
连撞两电动车后
撞倒骑车少年
事发郑州中原区文化宫路,少年车底逃过一劫

小区将污水排到紫荆山路上，路面形成200米长污水带。

目前，警方已立案进行刑事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