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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建豪

本报讯 前天上午8点左
右，郑州一名46岁环卫工正在
扫地时，突然倒地猝死，经过
40分钟抢救无效死亡。这名
环卫工对82岁老母亲非常孝
顺，曾在郑州租房照顾母亲，自
己睡在楼道。昨日，本报C06
版曾报道了此事。昨日中午12
点左右，环卫工家属与环卫工
生前所在环卫公司签订协议，
家属获赔47万元。昨日下午，
死亡环卫工遗体被运抵老家项
城，但至今仍瞒着其老母亲。

昨日中午12点左右，环卫
工张天亮的家属收拾了张天亮
的遗物，用车将张天亮遗体运
往其老家周口项城。此前，因

张天亮家属与环卫公司在安葬
费等方面意见不一，张天亮遗
体被一直摆放在事发地，张天
亮家属拉起条幅要求赔偿。昨
日中午，经过协商，张天亮长子
张建党与张天亮生前所属环卫
公司签订协议，由环卫公司一
次性赔偿张天亮家属47万元。

昨日下午4点左右，张天
亮遗体被运抵老家。因担心其
母亲受不了打击，家人将遗体
运到了亲戚家里，举办丧事。
张建党告诉记者，奶奶年纪大
了，和父亲感情非常好，而老人
常年生病，身体不好，如果把这
个事情告诉她，她肯定会受不
了，“等丧事办完后，会想办法
慢慢告诉奶奶。”

□记者 张瞧

本报讯“骗子的手段实在
是高啊，我朋友家的孩子在家
被骗走了100元钱，那可是孩
子的压岁钱！”昨日，郑州市民
李先生向本报热线爆料称，相
似的报警器在网上几元就能买
到！

昨日，记者来到经五路某
家属院，在9号楼见到了张女
士和其儿子。“这报警器没什么
用，一直开着还扰民！”居民张
女士指着门上安装的报警器气
愤地告诉记者。记者看到安装
在门内上方的白色报警器体积
比烟盒小些，其中一拇指粗的
感应器安在门上，另一个感应
器安在门框上。打开开关，若
房门打开，报警器便会发出刺
耳声响，不关闭电源就会一直
响。

张女士的儿子小乔现年16
岁，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被骗
经过。“两天前的中午，我独自

在家午休，被敲门声惊醒，看到
门外站着一名大哥哥，他告诉
我说自己是安防公司的，按照
国家规定居民小区每家都得安
报警器。”男子还称9号楼楼上
的住户都已安装完毕。“我还在
犹豫，他就已经将报警器安好
了。他告诉我若家里大人不同
意，可以退款，并送了我一个一
模一样的报警器，收了我100
块钱。”小乔说，这钱是自己的
压岁钱。

“根本不值这些钱，这几天
我给对方打了不下20个电话，
对方以各种理由推托，说安装
后就不退了，再打干脆就不接
了。”张女士说。记者按照收据
上留下的号码拨打，始终无人
接听。

记者查询发现类似的报警
器网上售价普遍在10元以下，
外地已有多起用同样手段骗取
居民钱财的事件发生。K

线索提供 李先生 稿酬
100元 新闻热线 96211

本报讯 昨日上午，郑州市
政四街8号院一租户家中着火，
消防队员从着火现场抢救出了
三四个煤气罐。据现场的巡防
队员透漏，火灾起因是户主用明
火检查煤气罐安全造成的。

事发地点位于政四街8号院
一老式居民楼的一楼。现场，消
防人员正站在窗口、门口用水枪
向屋内喷射，压制火势。火势被
控制后，消防人员从屋内抢救出
了三四个煤气罐。

很快，着火居民楼的火被扑
灭，屋内的两张床及一些家具被
烧毁，未殃及邻居。“在房子里租
住的是一个20多岁的男子和他
媳妇。着火时，女子连鞋都没有
穿就跑了出来。”家属院一位居
民表示。

巡防队员邓某告诉记者，事
发后，男子被赶到的民警进行询
问。男子说，当时他新换了煤气
罐，害怕漏气，就打开阀门，在旁
边用火机测试是否漏气。没想

到，煤气罐竟“嘭”的一声着了，
“着火后，男子找来棉被覆盖在
煤气罐上，但仍控制不住火势。
后来，男子被民警带到派出所做
笔录。”

对此，消防人员提醒：最好
的方法，是用肥皂水检查管道和
瓶口是否漏气。一旦发现漏气，
应立即关闭阀门。目前，火灾具
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K

线索提供 刘先生 稿酬
100元 新闻热线 96211

□记者 张弢

本报讯 昨天本报C07版
刊发的《被大风从 33 层刮落
——瓷片砸中楼下祖孙两人头
部》，报道了秦岭路与棉纺路交
叉口东南角的电新街小区4号
楼，2月16日上午因33层上面
的装饰框架瓷片掉落，砸中楼
下的刘某祖孙俩的头部。幸亏
4、5号楼楼下过道上方搭有方
木遮挡，祖孙俩受伤后被及时
送到医院。因高层住宅不少都
在上方设有装饰框架，框架上
贴的瓷片经常掉落，砸车、砸人
现象时常发生，不少读者提议
能否淘汰在外立面上装饰瓷
砖。昨天记者在采访郑州市建
委领导时获悉，建筑行业早已

要求高层装饰使用外墙漆。
郑州市建委副主任高必成

昨天受访时说：“近年来高层建
筑外立面瓷片脱落，频繁惹祸，
实际上建筑行业早已不提倡使
用贴瓷片这种装饰了。”

因目前尚无强制性的国家
规范，高必成提醒小区物业管
理人员和楼宇所有权单位的管
理人员，因高层建筑外立面和
高层的框架装饰上的瓷片，经
长时间的风吹雨淋，有的在自
然风化状态下或在大风作用
下，都有可能会脱落，建议管理
部门能及时让专业人员进行检
查，必要时及时加装防护网，避
免高层瓷片脱落伤人事件的发
生。

□记者 李岚 文图

本报讯 2月17日上午，一
名老汉在建设路西流湖桥南侧
湖边东南角一块空地上烧荒时，
不慎引燃了旁边的小树林。消
防官兵赶到后，因消防车无法驶
入事发现场，便用水泵从湖中直
接抽水扑救。1个小时后，大火
被完全扑灭。

当天上午10时30分左右，
记者赶到现场时，看到两辆消防
车呼啸而至。由于失火的小树
林紧邻湖边，道路崎岖狭窄，消
防车难以通过。消防官兵见状，
立即从车上抬下抽水泵，直接从

湖中抽水进行扑救。
燃烧的树林里是新栽不久

的松树和一些落叶乔木。火借
风势，迅速向周边蔓延着。火苗
蹿起数米高，并不时发出噼噼啪
啪的响声。大量的浓烟向空中
弥漫，远在 1公里之外就能看
到(如图）。上午11时30分，大
火被完全扑灭。记者上前查看，
发现被烧毁的林地，约有一个篮
球场那么大。

据在湖边散步的市民王大
妈介绍，大火是一名在湖边烧荒
的老汉点燃。当天上午10时，
她正在湖边走着，一名看上去有
60多岁的老汉，头戴黑色帽子，

扛着一把铁锨从湖的东边走过
来，要在长满荒草的湖边开垦一
片地。老汉用铁锨铲了几下地
上的荒草后，可能嫌费事，便掏
出打火机将地上的荒草点燃。
由于当时正刮风，火苗瞬间顺着
风向朝东边的小树林里迅速蔓
延。老汉见状，赶紧拿铁锨去拍
打，不料大火越烧越猛，火势已
无法控制，老汉惊恐之下，慌忙
带着铁锨离开。路人发现树林
起火后，立即报警。

目前，公安消防部门正在调
查此事。K

线索提供 岳永溆 稿酬
100元 新闻热线 96211

□记者 张弢

本报讯 2月16日下午4时
10分，郑州南阳寨西湖花园小
区54号楼地下室堆放的旧纸箱
突然引起大火，浓烟滚滚，导致
楼上多户居民被困无法下楼。
消防车却因为修路，无法开进小
区……

事发半小时后，记者在赶往
现场的路上，老远就能看到西湖
花园小区的上空浓烟滚滚。在
小区西大门外，记者看到小区西
侧的福利院路，因修路两侧均留
有半米高的台阶，6辆消防车均
无法开进小区，消防战士拉起

500多米长的水带进入小区扑
救。

着火的54号楼共有6层，
外墙呈黄色。在该楼二单元门
洞口，有多名消防战士正在灭
火，现场附近站有很多居民和孩
子。有群众对记者说：“楼上至
少有六七户居民家里有人被困，
消防让他们都把门窗关死了。
只要浓烟进不了室内，都应该没
事的。”

参加扑救的惠济区消防中
队战士告诉记者：“大火是从地
下室楼梯内堆放的废旧纸箱引
燃的，引发火灾的原因暂时还不
清楚。”

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扑救，
大火终于被扑灭。记者走进地
下室，楼梯过道和拐角处是黑乎
乎的纸箱和烧过的泡沫等杂物，
地下室过道内有很多水。长兴
路公安分局两位民警在现场调
查时，均无人承认在地下室楼梯
过道放置旧纸箱和杂物。

民警提醒市民：废纸箱和杂
物千万不能堆放在地下室过道
内，一旦发生火灾，一是不容易
发现，二是扑救也困难。希望捡
废品的市民，能及时把废品卖
掉，不要在小区内堆放。K

线索提供 朱先生 稿酬
100元 新闻热线 96211

明火检查煤气罐，出租屋悲剧了……
消防人员：最好的方法是用肥皂水检查是否漏气

老汉烧荒引燃树林跑了 路人报警
被毁的林地约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

地下室堆纸箱起火 消防车进不去小区
救援人员拉起500多米长水带,一个小时终扑灭

《正扫地环卫工倒在街头，再没起来》新闻后续

猝死环卫工遗体已被运回老家
家属一次性获赔47万元

《瓷片砸中楼下祖孙两人头部》新闻后续

建筑行业已不提倡墙外贴瓷片

上门推销报警器
一男孩被骗100元

□记者 李一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