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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多公里排水管开始
“清肠道”
市政管理处呼吁：市民停车时请尽量避开收水井
□记者 刘瑞朝
本报讯 市区地下排水管道受阻，到了雨季肯定要“看海”。郑州市政工程管理处
目前正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疏挖工作，计划在 5 月 31 日前完成雨水收水井的第一遍汛
前大疏挖工作。但昨日郑州市政工程管理处相关人士告诉大河报记者说，他们建议
市民群众停车时尽量避免占压收水井，
以免影响到疏挖的进度。
郑州市政工程管理处上述人士介绍
说，他们管理着城区排水管道 2000 余公
里，包括 8 万余座雨污水检查井和收水
井。每次降雨，路面的雨水都要通过沿线
收排水设施注入周边河道，以确保排水设
施畅通。根据计划，他们要在 5 月 31 日前
完成该处养护范围内雨水收水井第一遍
汛前大疏挖工作。
目前，在疏挖过程中发现仍存在部分

十个“爱心屋”传递大温暖
收集物资捐给贫困山区

问题，一是个别位置泔水垃圾倾倒收水井
情况严重；二是车辆占压收水井情况严
重，部分路段收水井长时间被车辆占压，
不利于疏挖工作的开展。
为此，她希望广大市民停车时尽量避
免占压收水井，以免影响到疏挖工作的正
常顺利开展。街边餐馆不要为图省事，直
接将泔水、垃圾倾倒入市政收水井内，不
然疏挖工作就白干了。

村口小路坑连坑
七旬老人捡石头来填平

□记者 田育臣 文图

2 平方米，10 个木屋表面被涂了样式不
同的图案，远远望去就像一个工艺品
本报讯 不少市民昨日发现，在郑 （如图）。
州东风路与天明路交叉口附近一广场
昨天上午，除了张女士，记者见到
上，出现 10 个绘着各种美丽图案的“爱
不少环卫工、附近工地工人等都到爱心
心屋”。据了解，这些小木屋由广场管
屋里挑拣衣服。据该广场管理方负责
理方设置，附近居民家的旧衣服和玩具
人丁姓经理介绍，
“ 爱心屋”是今年 1 月
等均可投放到这里，供需要的人取走； 制作完成的，专门由一家美术班学员绘
对多余的爱心物资，则捐给贫困山区。
画制作。截至目前，爱心屋一共收到
昨天上午，附近居民张女士推着孙
2000 余件衣物、鞋袜等生活用品，此外
子在广场上玩儿，她将家里不穿的旧衣
还收到一批玩具。
“ 除了提供给需要的
服丢进了木屋。
“这些木屋看起来美观， 人，若有剩余的爱心物资，也会经挑选
还能收集一些爱心物资，我们献爱心也
后捐赠给贫困山区。”
丁经理说。K
很方便。”
张女士说。
线索提供 马先生 稿酬 100 元
记者发现，爱心屋高约 1.5 米，占地
新闻热线 96211

楼前窨井冒污水 半月不见有人修
□记者 李岚

□记者 李岚 文图
本报讯 在郑州市郁香路与莲花街交
叉口北侧一条通往高新区欢河村的小路
上，路面上出现了许多坑，其中最大的一
个 土 坑 长 约 5 米 ，宽 约 3 米 ，深 约 25 厘
米。经过此处的汽车，被颠得东摇西晃。
骑自行车和电动车的人，常被颠得东倒西
歪。住在邻村的关忠义老人发现后，便用
三轮车拉着从路边捡来的石头，一点点将
路上的坑填平。他说，在家闲着也是闲
着，
不如出来找点事做。
关忠义家所住的关庄村三组，与欢河
村相邻。他今年 77 岁，腿脚已经不太灵
便。前天上午 9 时，记者见到他时，老人
正在将三轮车拉来的砖块石头，一一搬下
来，填埋小路上的坑。他先将石头一一摆
放进坑里，然后再用铁锨铲点土，把石头

周边的缝隙填平（如图）。一车石头用完
后，
他又推起三轮车到东边的草丛中捡。
“这条路时间长了，被大车碾轧得坑
坑洼洼。半个月前，我从这里经过时，因
天刚下过雨，道路泥泞不堪，一辆过路的
小轿车和一辆公交车，车轮先后陷进了坑
里趴窝，最后还是路人一起帮忙把车从坑
里推出来的。当时我就想，等我腿病好
了 ，一 定 找 石 头 把 坑 填 住 ，不 让 它 再 坑
人。”关忠义说，昨天早上起床后，他感觉
腿不疼了，便骑着三轮车过来填坑。这条
路南边是所中学，北边是欢河村，每天有
很多人从这条路上经过，他希望能早点把
路上的坑都填平。
“我在家闲着没事，这么做是举手之
劳，趁机还能活动筋骨，锻炼身体，不算
啥！”关忠义说。K 线索提供 岳先生 稿
酬 100 元 新闻热线 96211

本报讯 3 月 22 日上午，有读者向
本报新闻热线反映：在郑州市秦岭路与
棉纺路交叉口东约 150 米路南人行道
上，有一口窨井不断向外冒着污水，已
经有半个月了却迟迟不见有人维修。
污水散发的臭气，熏得路边六厂前街 71
号楼的居民不敢开窗通风。
22 日上午 11 时，记者在现场看到，
人行道上的一口窨井，正源源不断地向
外冒着发黄的污水。由于该窨井位于
六厂前街 71 号楼的楼洞口前，居民进出
楼洞时，被污水散发的臭气熏得一个个
屏着呼吸快速通过。从窨井里冒出的
污水，从人行道上流到慢车道，形成一
条宽约 1 米，长约 50 米的污水带，最终
流进路边雨水井中。车辆经过污水带
时，溅起水花，过往行人担心污水甩落

到自己的身上，慌忙躲避。
据 71 号楼的居民张先生介绍，这口
窨井向外冒生活污水已有半个月，早
上、中午和晚上做饭的高峰期，污水冒
得最厉害，积水最多时把楼前的人行道
整个淹没，但至今不见有人来疏通窨井
中堵塞的管道。
在路边打扫卫生的环卫工说，污水
从窨井中冒出后，在人行道和慢车道上
四处流淌，尽管他们每天都来清扫，却
因窨井中一直源源不断向外冒污水，很
难清理干净。
22 日下午 3 时许，郑州市城建热线
的工作人员说，接到市民投诉后，他们
已经向中原区市政部门进行了反映。
目前，
该部门正在处理此事。K
线索提供 岳先生 稿酬 100 元
新闻热线 96211

换物
高考美术类的书籍想送人

下岗工人想学门手艺养家

昨天，读者姜女士拨打大河报 96211
新闻热线说，当年女儿高考考的是美术
专业，现在已大学毕业，家中闲置有一些
与美术相关的书籍，如素描、色彩方面
的，想送给需要的人，最好是考美术专业
的学生。姜女士家住在南阳路与北环附
近，如果您对书籍有需求，请与她联系：
13674994668 。K （大河报记者 贺笑
天 帮办）

昨天，读者李女士拨打大河报 96211
新闻热线说，她今年 46 岁，是名下岗工
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女儿还在读
初中，所以她想通过大河报寻找一位师
傅，免费教她学习鸡蛋灌饼和煎饼果子
的制作方法。如果您愿意提供帮助，请
与她联系：13633835239。K （大河报记
者 贺笑天 帮办）

寻找购买桑树苗的地方

寻物

昨天，读者朱女士拨打大河报 96211 新闻热线说，她家
住在西流湖附近，想购买一些桑树苗，最好是个头小点的，希
望大河报帮忙寻找。如果您了解相关信息，请与朱女士联
系：
13203889763 。K （大河报记者 贺笑天 帮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