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泥罐车侧翻
吊车来扶反“断臂”

昨日下午 1时许，一辆运载 40 余
吨水泥灰的超重罐车因追尾发生侧
翻。一辆前来救援的吊车，不但没能将
水泥罐车吊起，反而自己“断了臂”。
经过约两个小时的救援，吊车的“断
臂”才被取下（见上图）。所幸，这起交
通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昨日下午1时左右，双流县彭镇双

崇路。“砰！”的一声，甘先生循声走出
门外，发现一辆水泥罐车压在一辆拖车
尾部。罐车有两个轮胎已经爆裂。随后，
两名司机分别从罐车和拖车里脱身。昨
日下午3时许，两辆吊车来到现场，试
图将水泥罐车扶起，其中一辆吊车的
“手臂”突然断裂。据交警介绍，罐车
超速超重，追尾前方的拖车，可能承担
事故的全部责任。随后，交警联系吊车
前来救援。昨日下午 3时许，两辆吊车
来到现场，其中一辆吊车眼看着刚刚
将罐车抬起，其吊桥部分突然断裂。最
后，这只“断臂”从转盘部位开始断
裂，压在罐车身上。吊车里的液压油漏
在了地面上。约一个小时后，另外一辆
前来增援的吊车也随即赶到现场。截
至昨日下午 6时许，这只“断臂”才在
两辆吊车的合力帮助下被取了下来。
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还在进行。
成都商报记者彭娟邱俊峰实习生
马建实习摄影记者张士博

夫妻被困电梯
雨夜惊魂1小时
王先生最终徒手扳开电梯门与怀孕的妻子成功逃生

被困了凌晨，由于停电，王先生和怀孕的妻子被困在电梯里，他按下电梯内的
呼叫按钮向物管求救，却没听到任何回应……

找不到民警和消防赶到后，带路的保安却找不到他们被困的
37

栋楼……

救不了找到
37

栋楼后，由于无法确定电梯轿厢停在了哪里，救援人员无法营救他们
怎么办？为了自救，王先生徒手扳开电梯门，和妻子成功逃生

昨天凌晨，王涛和怀有身孕的妻子被
困电梯近一个小时。情急之中，他竟用双
手扳开了电梯门逃生……
王涛家住光华大道三段旁的建信奥林

匹克花园。昨天，他和怀孕的妻子冒着夜色
和大雨从自贡赶回温江时，已是凌晨2点20
分。疲惫不堪的夫妻俩停好车走进37栋一
单元，只想赶快回到八楼的家中休息。这
时，意外发生了：夫妻俩刚上电梯不久，运

行中的电梯突然停住，轿厢内灯光全灭。王
涛连忙按下电梯轿厢内的呼叫按钮向物管
求救。然而，话筒那边并未传来物管人员的
回应。据悉，此次停电是由于昨夜的大风大
雨导致高压线路故障所致。电梯里一片漆
黑，又无法向物管求救，王涛的妻子、怀孕七
个月的张女士受到了不小的惊吓。王涛一边
安慰妻子，一边想办法求救，最后拨通了110
和119报警。此时，已是凌晨2点30分了。

1小时内步步惊心

110和119接警后迅速行动，很快就赶
到了小区。但令人意外的是，110和119找
到该小区一名保安，这名保安却显得对小
区并不熟悉，竟然找不到王涛夫妇被困的
37栋楼。所幸王涛在报警后又联系上了几
位亲友。当他的朋友小汤从10公里外赶到
时，保安还带着110民警和119消防官兵在
小区内四处寻找。“他们被保安带错了路，
跑到39栋去了。”小汤说，幸好他常来王涛

家，熟门熟路，在他的指引下，救援人员才找
到了37栋。
解决了一个问题，接下来还有问题。“他们

在外面喊，我在里面喊；听声音我觉得他们在我
头顶上，他们却觉得我们的位置比他们高。”原
来，由于该建筑电梯井回声很大，加之风雨声的
干扰，尽管此时已能通过喊话和被困电梯中的
王涛取得联系，救援人员却无法确定电梯轿厢
究竟停在了什么位置，无法进一步展开营救。

凌晨3点15分，王涛和妻子被困电梯已
近一个小时。救援人员就在门外，却一时半
会儿无法开门。王涛一时着急，竟试着用手
去扳电梯门。令人惊奇的是，平时需要消防
人员用撬棍才能撬开的电梯门，他竟然徒
手扳开了！“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力

气。”王涛说，再让他试100次，可能100次都
扳不开。
扳开电梯门后，王涛发现电梯所停位置

正是他们要到的8楼，轿厢与8楼电梯门只有
10公分高差。也就是说，再晚10秒钟停电，他
们就能在停电前走出电梯。

脱困后，王涛在民警要求下做了笔录，

随后便回家休息，夫妻俩所幸并无大碍。但
他觉得物管工作有很大疏失： 为什么电梯
内的求救设备没有起作用？ 电梯到底有没
有应急电源？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小区保安
竟然找不到

37

栋楼？

昨天上午
11

点，带着这些问题，王涛找
到了建信奥林匹克花园物管。 物管负责人
龙弟强出面进行了一一解释：由于停电，电
梯内的视频监控和语音呼叫报警系统都无
法正常工作， 物管中心的值班人员无法得
知电梯内困了人； 小区有柴油发电机作为
电梯停电后的应急电源，但由于事出突然，

小区内的电梯通常在这一时段无人使用，

没想到会恰好关了人， 也就没有及时启动
应急电源。对于保安为何找不到小区

37

栋的
问题，龙弟强表示，当晚负责该片区的保安谢
某刚工作不到一周， 对小区内的情况还不大
熟悉，加之看到

110

和
119

都来了，可能一时有
点紧张，便忙中出错带错了路。龙弟强表示，

这次事件也提醒了物管要加强员工培训，健
全应急手段。 物管方同时对王涛夫妇表示了
歉意。王涛接受了物管方的道歉，并对保安谢
师傅表示谅解，他说：“谁都有过错，我们也不
希望看到他因为这个事情就丢了饭碗。”

成都商报记者随后与物管工作人员来
到现场，此时是中午

12

点左右，电梯已经恢
复正常使用。 记者看到， 该电梯品牌为
Sigma

，检验期限是
2012

年
5

月
1

日。物管方随
后联系了电梯维护人员， 对电梯进行了维
护检测。 成都商报记者桑田摄影报道

●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
国联销“排列

3

和排列
5

”第
12115

期排列
3

直选中奖号码：

029

，全
国中奖注数

3466

注， 单注奖金

1000

元；排列
5

中奖号码：

02907

，全
国中奖注数

21

注， 单注奖金
10

万
元。

●

电脑体育彩票“

22

选
5

”第
12115

期开奖号码：

01

、

04

、

12

、

13

、

18

，一等奖
17

注，单注奖金
31683

元
,

二等奖
1711

注
,

单注奖金
50

元。

●

电
脑体育彩票“七星彩”第

12050

期开

奖结果：

9771006

。一等奖
3

注，每注
奖额

2633130

元；二等奖
30

注，每注
奖额

10738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为：

5000000

元。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
的结果为准）

福彩信息见
06

版

市民
责编高升祥编辑邵洲波美编蒋利校对田雪松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17~20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成都全搜索
www.chengdu.cn

2012

年
5

月
2

日星期三

微博报料

86612222

报料
热线

t.qq.com/cdsbrx

拨通商报热线报料就有惊喜

报料
短信 13558612222

86612222

报料
QQ

weibo.com/cdsbbl

昨日下午2时20分，在二环路北三
段212号，一块砖从楼上落下砸中一名
路人，致其颈部骨折。据悉，大楼2至7
层属于一家正在装修的宾馆，事发后
宾馆方和装修负责人都赶到了医院，
宾馆方已垫付了医药费。

昨日下午3时许，事发现场的人行
道上散落着多块灰砖，地上还残留着
一些血迹。成都商报记者看到，从楼上
落下的是一块泡沫砖，长约30厘米，重
达七八公斤。落下砖块的大楼总共有7
层，其中2至7层属于一家正在装修的
宾馆。昨天下午3时30分，在成都大学附
属医院急诊室，伤者仍处于昏迷中。
“我就听到‘砰’的一声，回头看他已
经倒在地上了。”伤者姐姐余桂英说，
当时她和丈夫、妹夫经过二环路北三
段 212 号时，她和丈夫走在前面，走在
后面的妹夫周乾勇被砖块砸中，昏迷
不醒。据悉，伤者颈部骨折，但无生命
危险。
成都商报记者梁凡实习生罗晓庆

成都商报讯（记者彭娟实习生马建）一夜之间，400多斤鱼
的命运发生了改变。昨日凌晨，龙泉驿区燃灯路农贸市场内突然停
电约4个小时，3户商家的400多斤鱼突然死亡。市场管理人员张耀
平表示，他们将尽快与商家协商进行相应赔偿。据商家彭国良介
绍，昨日凌晨4时零5分，他得知市场停电，立即搬出发电机赶到市
场内。没想到，他用发电机发起电后，却见插着很多氧气管的玻璃
缸内的鱼已经全部沉入水底。市场管理人员张耀平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通过观看市场的监控视频发现，该市场于昨晨零时30分至凌
晨4时10分突然停电。经过称重，市场内3户商家共有462斤鱼因停
电而死亡，预计损失金额三四千元。他表示，市场管理方将尽快与
商家进行协调，给予相应赔偿以最大程度减少商家的损失。

一辆豪华跑车兰博基尼又被撞了……
昨日晚上 6 时许，一辆崭新的兰博基尼
Gallardo 在武侯立交附近和一辆改装的别
克车发生擦挂，经过交警初步调查，此次事
故是别克追尾，负全责。兰博基尼尽管只有
一处并不明显的“伤痕”，但经过初步定
损，维修费在 50 万元左右，让别克车司机
发愁的是，自己所驾驶的别克车购买的第
三者责任险最高只能赔偿 20 万，还有 30
万的维修费，他实在不知道如何赔偿。
昨日晚上 9时许，成都商报记者在交

警一分局看到这辆悬挂临时牌照的兰博基
尼，车子的左后轮上方有一处擦挂的痕迹，
略微有凹陷，而银色的别克车则一副改装
车“范儿”，全车安装了包围和尾翼，灯也
被改成了彩色，不过，别克的右前方已经
“破相”，右侧大灯和包围都被撞得歪斜。

据事发现场的多名目击者称，兰博基
尼行驶在前方，别克则在左后方，两车当时

似乎都在变道，突然别克就撞上兰博基尼的
左后方。“豪华跑车被撞”的消息一下就被
过往的市民传上了微博，引得不少人感叹
“开车一定要注意避让豪车”，更有网友打
趣称“珍爱生命，远离豪车”。
兰博基尼司机称，车价 500 万左右，才

买了 10 多天，上路时悬挂的是临时牌照。对
于维修费用，该司机称，此次事故是由于别
克车追尾造成的，对方已经报了保险，如果
保险不够，就由别克车司机自己掏钱维修。
别克车司机是一名年轻的小伙子，据他称，
这辆车是家人的，他当天开车带着妹妹出门
玩耍，当时他开在这辆兰博基尼后面，突然
就看到对方变道，一个不小心就撞了上去，
让这名年轻的小伙子发愁的是，车辆购买的
第三者责任险只有 20 万，而经过初步定损，
兰博基尼的维修费在 50 万左右，他实在还
没想到如何赔偿这剩下的 30 万。

成都商报记者邱峻峰摄影记者王勤

别克撞兰博基尼轻轻一“吻”50万
昨日事发武侯立交附近，兰博基尼轻微受损，经初步定损，维修费在50万元左右

楼上飞砖砸伤路人

突然停电他和怀孕的妻子被困电梯内凌晨2点20分

保安带路却找不到被困大楼救援人员赶到

自救逃生他徒手扳开电梯门凌晨3点15分

物 管 回 应

市场停电近4小时
400多斤鱼一命呜呼

事发现场图据网络轻微擦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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