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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近30年的水泥供水管爆裂
翠竹片区数万居民用水受影响

飞龙东路至龙城大道段的永宁北路
又称翠竹大道，翠竹新村、永宁花园等多
个小区的数万居民生活于此。24日晚
10时许，贯通翠竹大道的一根500毫米
管径的供水管道在翠竹中学十字路口附
近突然爆裂，大量自来水喷涌而出，地势
较低处均成一片汪洋。常州通用自来水
有限公司抢修人员经过近20小时的奋
战，截至25日晚6时许，翠竹片区已恢
复供水。据了解，爆裂管道为混凝土材
质，埋设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已接近
此类管道30年的“最长服役期”。

昨天上午8时许，记者赶到翠竹大道
时，龙城大道路口已临时交通管制，车辆
只出不进，由该路口往西的车辆虽排起长
龙，但均能缓慢通行。记者赶到翠竹中学
附近时，路口四个方向，地面都湿漉漉的，
翠竹药店至翠竹新村小学段有约20厘米
深的积水。在翠竹药店门口，挖掘机和破
路机已挖出一个大坑，4根排水管不停向
路面“吐”着坑里的积水，施工人员称，管
道破裂处就在坑底，但因埋设较深，破损
情况还不明确。附近围观居民告诉记者，
前晚10点多，路面就开始有积水，2个小

时后，翠竹中学附近已是汪洋，周
边居民家中全部停水。翠竹新村南
区居民陈先生告诉记者，一早起来
发现没水后，他们一家三口用家里
仅剩的一小瓶矿泉水漱了口、洗了
脸，早饭都是外面买了吃的。断水
不仅影响居民生活，一些需要用水
的商家也心急如焚，理发店、小吃
店的老板们大都愁眉不展。

记者在翠竹大道东西路口
看到了两辆消防车，竹林路消
防中队的官兵们为居民们送来
了应急水（如图），取水的居民
告诉记者，虽然消防水比较浑
浊无法食用，但能解决大部分
生活用水，饮用水就只能去买
纯净水了。

抢修现场的管理人员告诉记
者，管道爆裂发生在24日晚10时
许，1个多小时后，阀门被关闭，抢
修机械在25日凌晨1时许赶到现
场，但因为是上世纪80年代铺设
的管道，加上翠竹大道几次修缮，
路面层较厚，管道位置较深，因此，

直至上午9时还在开挖，管道裂
口情况仍不明确。他说，虽然这
根管道涉及的阀门已全部被关
闭，但翠竹片区管网密布，管网内
存水较多，而且阀门老化，有轻微
渗漏，因此还不断有水涌出，给抢
修施工带来不小的难度。

记者从常州通用自来水有
限公司管网部了解到，爆裂的水
泥管铺设于 1987年前后，当
时，翠竹大道尚未修筑，目前在
我市城区，这类水泥自来水管已
近绝迹，大口径水管基本均换成
了寿命超过50年的球磨铸铁
管，仅和平路、劳动中路东段、白
云路部分路段还有水泥自来水
管，但也将结合和平路、劳动中
路东段的轨道交通施工、同济桥
改造工程一并进行更换，至于翠
竹大道和白云路的水泥管更换，
仍需等待合适时机。该公司人士
透露，2011年，翠竹大道重修工
程前，公司曾向相关部门提出对
翠竹大道长约1公里的水泥管

借机更换，但考虑到工期紧、沿街
商铺呼声等种种原因，未被采纳。
该人士称，翠竹大道重修后，想再
次启动施工难上加难，这段水泥管

道也就成了一大隐患，因为，翠竹大道
来往车辆较多、两侧又都设置了停车
位，地下管道早已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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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司机“抢劫”乘客手机？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有多种可能性，需公安部门调查

下了车才意识到手机落在了出租
车上，马虎市民马上追在车后连声呼
喊，但的哥并没停车。于是，市民打了
另一辆出租车继续追赶，但很快跟丢
了目标。朋友拨打该手机号码，几分钟
后手机关了机，该市民由此怀疑的哥
公然“抢劫”。目前，他已向警方报案，
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记者了解到，这辆出租车来自常
州捷达出租车有限公司，的哥姓徐，是
一位夜班司机。昨天上午，记者联系上
了捷达出租车公司相关负责人。他表
示，公司得知情况后，马上与徐师傅核
实，徐师傅不承认自己拿了乘客的手
机，“我不知道他的手机落在车上，下车
后我也没有听到他的喊声。”徐师傅告

诉公司，自己绝对不可能做出公然抢走
乘客手机，还开车加速逃走的行为。

该公司负责处理投诉案件的一位
王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既然投诉人
已经报警，一切都需公安部门认定后
才能下结论。但他分析，真情真相存在
多种可能性。首先，假设乘客的手机确
实落在了车上，有可能被后来的乘客
捡走；其次，他的手机也可能在吃夜宵
的地方“遗失”，拿走手机的人迅速关
机，导致投诉人的朋友再次拨打电话
时，手机已处于关机状态。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每年

都发生不少乘客物品遗落在出租车
上的投诉，大部分的哥如果看到，基
本上都会主动归还，也有部分的哥确
实没有发现乘客遗落的物品，其中有
一些就被别的乘客拿走了。“如果查
实后发现徐师傅真的拿了乘客的手
机不归还，公司将严肃处理，一定开
除徐师傅。”工作人员明确表示。

昨天上午，记者发现投诉人将自
己的遭遇写成网帖发在了本地网络论
坛，并在网帖中晒出了出租车的车牌
号。帖子发出后，阅读量达到4400多
条，回复上百条。不少网友指责的哥见

财起邪念，还有人称要网络人肉该的哥。
但也有不少理性的网友表示，也许的哥
真的没有听到乘客的呼喊声，也没有注
意到后排有手机，手机可能被他人拿走。

针对此事，记者与常州市运管处取

得联系。负责人金科长告诉记者，运管处
对此事高度重视，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
联系了捷达出租车公司，要求公司反复
询问当事的哥，到底有没有拿手机。另一
方面，运管处也调看了这辆出租车当晚
的行车轨迹。据了解，这单生意是从兰陵
前往光华路。轨迹显示，乘客下车以后，
出租车就离开了，离开15分钟内，该车
并没有接到其他生意，的哥还是存在一
定嫌疑。“运管处并非执法部门，的哥是
否涉嫌偷盗手机，还需要公安部门调
查。”金科长表示。小波13337898169

消防老兵勇救5人
开车途中发现着火———

本报讯 外出办事，看到路边一幢厂房冒出滚滚浓烟，
有人被困窗台，邹区消防专职队中队长王大余当即调转车
头，赶到现场架梯救下2人，劝阻欲从四楼往下跳的3名
工人耐心待援，最终成功将他们救下。

3月24日下午5时许，王大余开车前往奔牛镇政府汇
报工作，行至奔牛镇新市村段时，忽然看到西侧路边有幢4
层楼的厂房着火，黑色浓烟从窗户向外翻滚，3楼、4楼的
窗台上都趴着人，窗台很窄，被困者随时会往下掉。

王队长当消防兵已15年，他立即调转车头驶入工厂，
仔细一看，3楼窗台上有2男子，4楼有2男1女，楼下的
工人们似乎被吓坏了，不知如何施救。看到3楼窗台正对着
门卫室的屋顶平台，王队长立即叫工人找来2把梯子，他爬
上平台，架梯指挥2个工人自行下来。

因烟太浓，4楼窗台上的3人被呛得不停咳嗽，情急之
下要往下跳。王队长大声劝阻，让他们捂住口鼻，称消防队
员已在路上，很快就会赶到。约2分钟后，邹区专职队的增
援力量赶到，15米拉梯被快速架起，3人依次被疏散下来。

在救人的同时，王队长发现，着火厂房旁围着10多个
工人，有的试图冲进火场抢救物资，他极力阻拦，将他们疏
散到安全地带。队员们迅速架起水枪控制火势，2小时后将
火扑灭。经现场了解，这是一家包装厂，堆放了大量泡沫和
机器，起火点位于一楼，火烧起来后，一楼二楼的工人跑了
出来，黑烟顺着楼梯上蹿，三楼、四楼的人被困。目前起火原
因还在调查中。 !芮伟芬13961158906!徐钏"

7保安拿到11万工资
法援帮忙

本报讯 昨日，常州燕宁城市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的
7名员工在顺利讨回被拖欠的11万元工资后，派代表给天宁
区法律援助中心送上了一面“法律援助，真心为民”的锦旗。

2年多前，这7名员工被公司派驻到市民防局担任保
安、清洁等工作。7人中有5人已过了退休年龄，另外2人也
接近退休。从2014年3月起，公司就不再支付他们的工资。
2014年8月，公司因经营不善濒临倒闭，法人代表失踪，所
有资产被法院查封。7名职工被拖欠工资11万余元。员工多
方奔走，向市区有关部门多次反映被拖欠工资的事实，均未
得到解决。2014年11月底，他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
天宁法律援助中心，希望能帮助追回被拖欠的工资。

中心没有因为职工都是本地人，没有经济困难证明就简
单地把他们拒之门外，而是耐心倾听他们的想法和要求，为他
们出谋划策。当中心了解到该公司在民防局还有12万元服务
费没有收回，已被银行申请法院查封的情况后，建议职工立即
申请仲裁，争取以最短的时间参与到法院的执行分配，否则，
一旦银行执行完毕，职工工资将没有任何保障。考虑到职工的
实际困难，中心当即联系办案律师，现场为职工写好了申请劳
动仲裁的材料，第二天就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立案。

因为公司法人代表联系不上，仲裁法律文书难以送达，
若采取公告形式送达，将延误职工时间，影响执行效果。中
心和律师、职工代表一起商量对策，最后联系到了该公司办
公室主任，得知公司印章还由其保管。律师立即和他到仲裁
部门，与未到退休年龄的两名职工当场达成调解协议。5名
已到退休年龄的职工，仲裁部门出具不予受理通知后，律师
立即向法院起诉，也当场达成了调解协议。
一星期后，案件进入法院强制执行环节。经过律师和执

行法官反复多次做工作，银行同意职工工资款优先受偿。7
名员工以最快的速度拿到了11万元工资。

!庄奕13861028908!杨幼松"

朋友失联报警
竟是嫖娼被拘
本报讯 3月23日晚9点，男子陈

某行色匆匆地赶到金坛市金城派出所报
案，称前晚和他一起玩的朋友李某已经
失联数十小时，但他的车还停在原处，请
求民警帮忙查找。
民警接警后，迅速通过平台查找。后

经过与邻近几个派出所联系沟通，终于
了解到，李某已被派出所予以治安拘留。
原来，3月22日晚，李某约陈某等人吃
饭。饭后，几人来到一宾馆开房休息，中
途陈某有事先行离开，李某一人觉得无
聊，便找来一名女子进行色情陪侍活动，
恰巧被当晚进行治安检查的民警逮了个
正着，李某也因此受到治安拘留处罚。

!吴同品 沙洲澍"

民工恶意讨薪
被治安拘留
本报讯 近日，天宁公安分局青龙

派出所处理了一起工人恶意讨薪事件。民
警劝说3个小时，才把爬上80米塔吊的
工人劝下来。由于工人的行为已涉嫌扰乱
单位正常工作秩序，根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警方对其处以5天的治安拘留。

3月16日，一位路过天宁区大和房
产施工现场附近的市民惊讶地发现，工
地内近80米高的塔吊上，赫然出现了
一个人影。该工地负责人发现这一情况
后立即报警。青龙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
后得知，塔吊上的男子声称施工方欠了
他的工钱，要求现金结算。工地负责人则
坚称，之前并没有见过此人。

经多方了解，塔吊上的男子为李某，
去年，他通过中间人吴某承接了该工地
一幢楼的电焊工作。今年1月，李某和他
的工友把活干完，但8.1万多元的工钱
却没了下文。李某多次联系吴某未果，便
想出了到工地现场讨薪的主意。经民警
苦苦劝说3个小时后，李某终于答应从
塔吊上爬下来。对拖欠李某及其工友工
资的吴某，警方也已展开调查。

民警提醒农民工，如被拖欠工资，可
以向有关部门举报，通过合法途径解决，
恶意讨薪的行为无助于事情的解决。

!吴同品18351218505!范文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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