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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突增高 远通桥上“起大包”
首发养护：温度增高引起了伸缩变化导致路面局部突起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记者 黄
晓宇）

昨天下午，东五环远通桥内
环方向路面隆起 20至 50厘米。
时逢周末晚高峰，加之只有应急
车道可通行，导致车辆严重积压，
队尾一度排至北五环顾家庄桥附
近。事故发生后，路政部门人员开
展了紧急抢修（见图）。
北京晨报记者在事发路段看
到，沥青桥面开裂隆起，长度达到
三条车道，仅剩应急车道可通行。
路政部门的施工人员正在现场紧
急抢修。此外，交警也在现场对车
辆进行疏导。
在现场的抢修工作人员表
示，根据现场初步判断，是路面下
铺设的钢筋因高温膨胀错位，使
沥青路面翘起。“根据目前的情况
看，虽然沥青混凝土隆起，但桥主
体部分并没有损坏，只是桥板之
间因为突然的热胀冷缩出现了错

位，导致沥青空鼓。”工作人员表
示，他们会将破损的路面刨开，然
后重新铺压沥青。
由于是周五晚高峰时段，这
一情况的发生，直接导致车辆通
行受阻，整个五环内环方向车辆
积压严重，甚至影响到了北五环
的通行。司机袁先生告诉记者，昨
天下午 6点左右他驾车通过远通
桥时，见到路面鼓起了“大包”。
“有的地方鼓起了差不多 20多
厘米，情况严重的地方鼓起得有
50多厘米。”袁先生告诉记者，当
时堵车情况就已经很严重，途经
车辆只能走应急车道缓慢通过。
首发养护公司表示，下午 4
点 17分作业人员到达现场，一
方面立即实施交通导改，封闭破
损路段，引导车辆通过应急车道；
另一方面细致了解现场情况；同
时通知交管部门配合疏导交通。

在初步进行现场勘察后，立
即调配所需人员、设备迅速向现
场集结，并安排人员开始对破损
路面进行凿除和清理工作。
首发养护表示，由于近期温
度变化较大，温度突然升高，桥面
铺装层难以承受温度增高引起的
伸缩变化，产生路面局部突起。
截至晚 7点，现场集结抢险
人员 80余人，货车、破碎锤、应急
指挥车、铣刨机、压路机、洗地车、
清扫车等大中型设备 40台套。
目前正在进行突起路面的清
除工作，待现场清理干净后，焊接
钢筋，浇筑水泥混凝土恢复桥梁
铺装，等铺装层强度达到要求，修
补防水层，随后摊铺沥青混凝土
路面，然后恢复交通。
力争此次抢险工作在今早 6
点之前完成。

民大家属院平房煤气爆炸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记者
地上。该户保姆告诉记者，事
汪慧 贤）昨天 10时许，中央
发时她不在家，回来时发现厨
民族大学家属院内南一排平 房窗户已经碎了。“我走的时候
房西侧“西单酸辣粉快餐店” 关了门，估计是冲击力太大，玻
加工间因煤气泄漏引起爆炸。 璃全都飞到门后面。当时要在
北京晨报记者在现场看到，爆 厨房，可就伤着人了”。
炸导致居民楼多家窗户被震
“这个平房是很早以前搭
碎，停靠在附近的多辆私家车 建的，看上去就像危房。后来
修缮过一次，近两年来出租出
受损，所幸无人员伤亡。
昨天中午，记者在现场看 去了，有人专门加工盒饭。”杨
到，房子几乎炸成一片废墟 女士向记者透露，该平房是一
个外卖加工作坊，白天几乎关
（见图），砖块散落一地。屋外
放置着四个煤气罐，保安正挨 着门，晚上能听到里面炒锅的
个给煤气罐浇水。记者看到， 声音。
据居民讲，事发的这一处
事发现场停放的 6辆汽车，车
身均沾满灰尘，其中有两辆车 临街平房，经营着好几家餐
馆。“每家餐馆都用的是煤气
前盖上都有砖块。
据附近居民杨女士讲，上 罐，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也有
午 10点，她突然听到“嘭”的一 居民称，餐馆半夜依旧在营
声巨响，透过窗户看到外面腾起 业，严重影响休息。记者离开
一片“红光”。“我当时正在厨房 时看到，临街的小餐馆、小卖
炒菜，被突如其来的声响吓了 部全部关上了大门。
据中央民族大学官方消
一跳，以为谁家出了什么事
情。”杨女士告诉记者，楼里多 息，5月 19日上午 10时 10
居住着老人，不少老人受到了 分许，海淀区紫竹院街道民族
惊吓。“当时平房内没有人，也没 大学家属院南一排平房西侧
“西单酸辣粉快餐店”加工间
有人路过，已经是万幸了”。
记者看到 15号楼 1单 因煤气泄漏引起爆炸，无人员
元多户东侧窗户被震碎。7层 伤亡，相关原因及损失正在调
的一位业主家里厨房的窗户 查中。
线索：马先生 汪慧贤 / 摄
被震得七零八落，玻璃碴堆在

北京晨报记者 王巍 / 摄

“山寨”燃气维修 骗走老人 860
正规公司：维修前会签合同
“家里燃气灶坏了，请维修师傅上门维修，谁承想燃气灶没修好，还白白搭进去 860 元。 ”市民赵
先生向本报反映，他在网上联系到一家“北京康资燃气灶维修点”结果被骗。 北京晨报记者搜索服务
电话，发现该电话并非正规维修点电话。 对此，康资燃气灶维修公司的工作人员称，“售后维修都需先
登记才会给各指定维修点派单，维修前也会出示工作证和合同。 ”

当时刚修完能打火，我拿出
钱包和这两位师傅结账。但是，他
们却突然改口，说我当时选用的
赵先生告诉记者，前天下午， 是一个 860元的零件，让我给
他回家准备做饭，却发现家里燃 钱。赵先生称，自己和他们争辩了
气灶一个打不着火，另一个点火 几句，两个男子竟然威胁着要动
会发出闷响。
“我担心会漏气，出现 手打人。“我都已经快 70岁了，
安全隐患。一日三餐都得用火，迟 不想因为这点事再让自己受伤。
早要修”。
当时家里也没有别人，我没有办
“我在网上一搜，发现网上有 法，只能把钱给了他们。”赵先生
一个手机号码，写着燃气灶专业 说，本来就想花钱买教训，却发现
维修。”赵先生回忆称，电话打过 晚上做饭时刚刚换了零件的燃气
去后，当天下午就有两个自称燃 灶都打不着火了。
气灶维修的师傅上门，穿着便服，
看起来约 40岁。“他把燃气灶面 维修前会签合同
板打开后，说是燃气灶的零件老
化要换件。零件分为两个价位，
“最后我通过 114查号台，
38元和 86元。我当时想着修一 问到一个 400开头的售后服务
次能够用的时间长一点，就选择 号码。我再三咨询，工作人员报出
了 86元的零件”。
了我家燃气灶的型号和购买信
强行收走 860 元

息，这下我确定是找到了真的维
修公司。”赵先生称，身边也有老
年朋友有类似遭遇。“我们都是被
假电话骗了”。
记者在网上查询到老人报修
的号码，发现已经被百度标记为
诈骗电话，标记次数为 28次。记
者致电，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坚称
自己是正规的维修点。但对方始
终没提供注册人、注册号等有效
信息。此外，对赵先生维修费用问
题，对方也未作回应。
对此，康资燃气灶售后客服
向北京晨报记者证实，赵先生所
拨打的是非正规维修点电话，正
规的售后维修工作人员均要求穿
工作服、持证上岗。在维修前，工
作人员也会向用户说明维修内容
和大概需要的经费。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记者 张静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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