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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无盖窨井好心人，你在哪？
本报联合阿里天天正能量寻找并奖励热心小伙 5000 元
北京晨报讯（记者 田杰雄）近日一小
段视频在北京最寒冷的季节，温暖了无数
人心。视频显示，夜晚中，一青年男子在公
朝阳 2500 盏路灯年底前全点亮
交站台只身守住无盖窨井，不时耐心提醒
路人注意脚下，并拨打了市政部门电话，
善举暖人心。阿里天天正能量携手北京晨
报颁发奖励金，希望向读者征集线索，找
到这位男青年。
北京晨报记者从视频中看到，天擦黑
后，在疑似北京环路边的某个公交站台旁，
一位年纪在 30岁上下的小伙儿正两脚跨
在一个丢失了井盖的窨井两侧，不时拨打
不让她踩到这个井盖……
电话，且伸手提醒行色匆匆的路人小心靠 守在那里，
然而生活没有假如。不同的时间和地
近，切勿踩空。据拍摄者介绍，当时男子还拨 点，依然还有类似的窨井，
所幸这一次，有
打了路政部门电话反映此事。目前无盖的 善良的小伙。我们认为每一份坚守都有价
窨井已经被修好。本周，北京迎来进入冬季
每一份善良都应被珍视。希望认识小
以来的最低温，但寒冷的天气中仍有带着 值，
伙的读者，能够拨打本报热线 87955959
温度的故事温暖人心。视频发布在网上后， 提供线索，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不少网友点赞转载，
“如果换作自己，可能并
希望能够找到并奖励守护无盖窨井的
不理会，做不到像小伙儿这样热心。”有网友 量，
热心小伙儿
5000元。寻找他，不仅为了点
留言称，冬日里总有一些人温暖一座城。
赞他的热心善举，
更是为了在寻找的过程
这两天，杭州一名孕妇坠入窨井身亡 中，把这份正能量传递得更远，
唤醒更多
的消息，刺痛了许多人的心。曾有网友留
言说：多希望时光能够倒流，我一定提前 人对安全的重视。
北京晨报讯（记者 张璐）针对个别
53根路灯均为永久路灯，与之前的路
道路“有路无灯、有灯不亮”问题，朝阳 灯相比，这次采用新型灯具和节能照
玩具租赁停运 宝妈闹心退款
区对辖区无灯道路进行梳理。目前，甜 明，目的在于增强路灯照明亮度，也使
水园东街、
百环家园中路、裕民中路、八 道路路灯外观更协调统一美观。”朝阳
“宝贝半径”APP 因库房调整暂停发货
棵杨北街、武圣北路等 5条重点道路 区城管委有关负责人说，包括本周已经
两侧路灯安装已基本全部完工，年底 先行完工亮灯的甜水园东街、裕民中
昨天，市民卢女士向本报反映，租赁 押金和余额页面，上面显示押金为 500元，
前
74条无灯道路共 2500盏路灯将全 路，5条道路两侧共 70个永久路灯将
儿童玩具的 APP
“宝贝半径”突然宣布停 余额为 600元。“我们家现在还租着一个玩
全部点亮。后期统一纳入市照明管理
部点亮。这是北京晨报记者昨日从朝
止运营，多名家长充值的押金和余额都难 具呢，距离归还玩具的日期还有 14天。”
中心管养，
保障周边百姓安全出行。
阳区城管委获悉的。
以退还。北京晨报记者联系该 APP的网
目前，
朝阳区在全区范围内梳理道
昨日下午，在朝阳区武圣北路与
上客服，但没有人应答。该 APP发布公告 退款需登记
八棵杨中街交叉路口附近，几名工人 路照明情况，并采取“永临结合方式”，
称，因为库房调整暂停运营。北京晨报记
正冒着严寒竖立灯杆、
安装调试路灯。 对具备安装永久路灯条件的道路安装
让卢女士没想到的是，12月 3日，她
者致电客服电话，接线人员表示，12月 3
永久路灯，对暂时无法安装永久路灯的
记者了解到，路灯安装工程已先后完
日至 12月 9日停止发货，建议准备退款 发现 APP不能继续租用玩具了。“我在
道路采取临时措施安装太阳能路灯。
成
1
0
0
0余米的路灯管线铺设，
预计下
的用户用手中租赁的玩具折价抵扣余额， APP上的公告页面看到，从 12月 3日开
下一步，朝阳区将启动金田郊野公
周接通电源正式亮灯。
始，APP不再安排发货。”她说，通知上写
退费联系微信客服，会登记统一处理。
园西侧路、
炫特路、草房西路、五里桥一
此前，百环家园周边百环家园中
着，可以联系微信客服退款，但是她给客
街、
东柏街等
69条道路的太阳能路灯
路、武圣北路和八棵杨北街三条道路
服留言，并未得到回复。“群里的宝妈都没
流行租玩具
安装，
将在今年年底前全部点亮。
“余
使用的是不符合市路灯管理部门规定
有成功退款，大家充值的钱少则一千多
下
6
9条道路将采用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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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
的路灯，
经过多年的使用，
路灯出现破
昨天，记者来到卢女士的家中，只见她 元，多的有四五千元。现在只发了一个通
损、老旧、照明效果差等问题，既影响城 路灯临时使用，后期将在 2019年逐步
的家中满是孩子的玩具。“孩子今年 3岁 知就完事了吗？”她告诉记者，她几次给客
市美观，
又影响百姓出行，存在一定安 更换为永久性路灯。”今年年底前，朝
了，特别喜欢玩具，但是当她玩腻后，就把 服打电话，都没有人接听。
阳区首批 74条道路 2500盏路灯将全
全隐患。
昨天，记者在该 APP上看到，“宝贝
旧玩具扔在了一边。”卢女士说，每件玩具
部点亮。 北京晨报记者 王颖 / 摄
“此次我们在这三条道路安装的
都不便宜，便宜的几十元，贵的则要上百 半径”通知称，“因为库房搬迁以及整改，
元。“每个月给孩子买玩具就要花上几百 需要较长时间，为了保障用户的利益，决
元，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她说，通过宝 定即日暂停玩具租赁业务。”通知上称，对
工地材料起烟未见明火
妈群内的朋友介绍，她接触到了“宝贝半 于还在服务期以及还有余额的用户，将进
径”APP。“群里的宝妈都在用这个 APP， 行退款。记者拨打了客服电话，工作人员
去了。全程不过 10多分钟。”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记者 田杰雄
充值押金 500元，就能开始租玩具。充值 介绍说，整改初期工作比较繁琐，没能及
记者来到工地附近时，消防车辆已
张静姝）
昨天中午
1
1点多，
南二环佑
几百元就可以租很多次玩具，每次算下来 时给每位用户回复，但可以保证的是，公
经撤离。不少工人对冒烟一事避而不
安桥南附近一处建筑工地冒出大量浓
司已经对申请退款用户进行了登记。
不到十元。我感觉价格挺合理的。”
烟。据北京消防通报，工地保温材料起 谈，只称“从未见过浓烟”。
卢女士说，宝妈群里有 20多人在使用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北京消防昨日 12点发布通报称，
烟，现场未发生人员伤亡。北京入冬以
首席记者 张静雅
这个 APP。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也充值并
来，火情偶有发生，北京消防发布防火 当日 11点 06分，丰台区亚林西 8号
开始租用玩具。她向记者出示了她支付的
线索：吴女士
在建工地冒烟，经现场核实为在建工
安全贴，提示市民防患于未然。
“老远看去这烟又黑又浓，什么起 地保温材料冒烟，消防人员已于 11时
火了？”昨天中午刚过 11点，不少市民 15分处置完毕，现场无人员伤亡。
朝外城管微信监控工地扬尘
记者了解到，近期以来，市内迎来
路过佑安桥时，看到建筑工地方向冒起
大风天气，
火情偶有发生。12月 3日，
滚滚浓烟。北京晨报记者到达现场附
诉工地负责人：
“我会不定时、不定点、不定
北京晨报讯 （记者 李傲） 进入冬季
海淀区上国创业园一号楼
15层一空
近时，
烟雾早已散去。有相邻工地的保
后，大风带来的扬尘现象时有出现。近日， 次数通过和你微信视频查验施工现场，你
调外挂机起火，所幸扑救及时未有伤
安告诉记者，
1个多小时前，工地确有
朝阳城管局朝外执法队结合辖区实际情 必须对施工情况如实汇报，如有虚报或者
浓烟冒起，
“烟是突然起来的，没几分钟 亡。12月 4日，朝阳区八里庄东里 27
况，立即启动大风扬尘应急预案，设立工地 故意不接听微信视频将加倍惩处。”
号楼一居民家发生火情，过火面积约 8
的工夫，
滚滚黑烟就笼罩了一栋正在施
据了解，朝外城管执法队还通过微信
管理专员，专管员着重利用与工地现场负
平方米，房屋受损严重但未殃及其他
工的楼房。好在这烟消散得也快，
几分
责人微信视频的方式实时监控检查施工工 群的方式对多家施工工地同时进行文明
住户。
线索：马先生
钟后，
五六辆消防车赶到，
烟也跟着散
地扬尘现象，严防大风造成的环境污染。 工地宣讲。近期，朝外执法队利用微信实
近日，朝外执法队专管员来到雅宝里 时监控的办法共检查施工工地 60起次，
■消防提示
社区施工工地现场，执法人员仔细查看了 查处渣土苫盖不规范问题 5起，查处夜间
进入冬季，天气严寒，用火用电用气用油普遍增多，火灾风险大幅
土方苫盖情况，洒水降尘设备是否齐全， 施工问题 2起，整改建筑垃圾问题 6起，
增加。
北京消防发布五条冬季“防火安全贴”。呼吁各单位切实履行消防
是否有大型石材现场切割等。检查工地的 对大风防尘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工地，执法
安全主体责任，
公众自觉加强防范，消除火灾隐患，共同营造良好的消
过程中，专管员要求工地现场负责人必须 人员将督促整改，对问题严重的施工工
防安全环境。
全天候无死角管理好施工现场，专管员告 地，将给予高限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