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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采用多项微创 !可视 !无痛等技术 "

一次性根除痔疮 "主治内痔 !外痔 !混合痔 !

肛瘘 !肛周脓肿等肛肠疾病 "特点 #高效 !安

全!无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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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

错把线缆通道当成楼梯转弯处 一农民工半夜如厕从*楼坠亡

出来打工第一天 他就出事了

工地光线暗没有防护 一农民工从"+楼坠入电梯井身亡

井口就剩一只鞋 人没了影儿

& 我们村的
*

个人一块儿来到这个工
地"宋明金光给我们做饭"不干活''(张
建明说"工地安排住在

*

楼"没电没厕所"

在楼上方便要罚
"###

元) 由于线缆通道与
楼梯口仅一墙之隔"估计宋明金是下楼找
厕所时"摸错门出现意外的)

昨日"记者在现场注意到 "这支工程
队所住的毛坯房内 "几块泡沫板铺在满
是水泥灰的地板上 "这就是工人们的床
铺 ) 床铺一头是没有封闭的窗户 "除了

施工搭的钢管架子外再也没有其他防护
措施)

宋明金出事的
*

楼线缆通道入口下方砌
有约

'%

厘米高的水泥台"无任何防护措施)楼
内也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标志" 加上这两天下
雨"即便是白天"楼内光线也很不好"记者经过
线缆通道时也险些误以为到了楼梯转弯处)

昨晚
+

时" 工程队负责人张建明说#& 经
协商" 工地负责人同意赔偿死者家属

'%

万
元"死者尸体由家属自己处理) (

宋明金从民权来郑州打工的第一天"刚干半天活"半夜起来上厕所时"从
*

楼坠下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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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
)

时
(#

分许" 郑州丰产路经五路
附近一施工工地" 来自周口扶沟县

%#

岁的农民
工贺保臣在一栋高层楼房的

"+

楼倾倒建筑废料
时"不慎跌进电梯井"坠至

&

楼"当场身亡) 几个
工友左等右等"就是不见贺保臣回来) 工友王
先生到电梯井附近查看"& 井口就一只鞋子"人
和垃圾车都没了踪影) (

王先生和工友们感觉可能出事了" 赶紧
乘电梯往下找) 他们最终在

&

楼找到了贺保
臣"贺保臣和垃圾车从楼上落在这里)而下面
都是从楼上倾倒下来的建筑垃圾)& 垃圾车装
得满满的"他可能用力一推"不小心连人带车
一起掉下去了) (同在

"+

楼施工的王先生说)

下午
$

时许"贺保臣已停止呼吸)工友们把
他平放在一楼地面上" 用花色毯子紧紧包裹)

他的舅舅卢明喜
*#

岁"也在工地干活) 此时躺
在贺的遗体旁边"双臂紧紧抱着"呼天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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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
$

时
%#

分许"记者乘电梯上到
"+

楼) 一名工人告诫说"一定要带手电筒"

"+

楼
太黑"要注意安全)

此时
"+

楼已经空无一人" 室内一片漆黑"

非常安静) 曲曲折折的走廊像是迷宫) 本已暗
淡的光线"从仅有的几扇窗户传来"室内大部
分地方伸手不见五指)而室内也并未发现有照
明设备)

在
"+

楼南侧的电梯井口" 一个电梯井口
旁边堆着一堆高约半米的建筑垃圾"这个井
口没有护栏) 从井口探身往下去"井内一片
漆黑"深不见底"十分吓人)

贺保臣就是从这个井口坠落的)

事后"该工地施工方相关负责人也赶到
现场处理) 面对悲痛欲绝的家属"他们一言
不发) 记者采访时"他们迅速躲开) 目前"此
事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一 农 民 工
不慎从

"+

楼跌
落电梯井 "当场
身亡)而

"+

楼施
工工地室内几
乎一片漆黑 "电
梯井口也没有
任何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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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

昨日上午
"#

时许" 郑州市北环路和经
三路交叉口附近一正在建设的小区" 紧靠
售楼部的一栋

(#

余层的高层住宅楼西北角
负一层"来自民权的

)$

岁农民工宋明金躺
在地下室西北角长约

",'

米!宽约
#,*

米的线
缆通道内" 仅穿内衣的他已经完全停止了
呼吸)

据特巡警五大队一中队民警秦伟介
绍"宋明金是从该楼线缆通道

*

楼坠下的"

*

楼也是宋明金的临时住所"和他住在一起
的" 是一支来自民权县程庄镇陈集村专业
从事室内粉刷的工程队)

工程队负责人张建明说" 他带的这支
工程队工人大多是他的老乡"

'"

日上午
""

时
许从民权来郑州"按计划"他们将从这栋高
层的

(#

层开始"一层一层进行室内粉刷"没
想到还没开始干活"宋明金就出事了)

最先发现宋明金的是工友田铁良) 昨
日早晨

%

时许" 初来郑州的田铁良睡不习
惯"起床喊工程队& 厨师(宋明金准备做饭"

却不见宋明金的身影)

田铁良顺楼梯往下找" 最后在负一楼
地下室的垃圾通道底部" 发现了身体已经
冰凉的宋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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