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中“下雨”如何解决？
回应：协调相关部门启用应急基金尽快维修

焦点

外面下大雨 家里下小雨
张女士是塘沽地区贻成泰和新都

小区1栋28楼的住户，她告诉记者，今

年她刚装修了房子，但是只要下雨就出

现屋顶漏雨的情况。

记者注意到，张女士家房顶有大片

水渍，部分墙皮已经脱落，难以看出是

刚装修过的房屋。“外面下大雨，家里下

小雨。”张女士说，最近台风带来强降

雨，只能用盆在地上接水，严重影响了

家人的生活。

张女士告诉记者，小区里漏雨的住户

不在少数。采访中，其他小区住户告诉记

者，他们曾将此问题反映给小区物业，但

是物业表示不负责维修房屋漏雨问题。

除了贻成泰和新都小区外，香颂园

小区的住户吴先生也致电本报反映房

屋漏雨的问题，他表示，自从小区入住

以来，房屋外墙防水就存在问题，每逢

雨季，业主的窗户和墙体都会出现不同

程度的漏雨现象。“内部窗台墙面腻子

等材料被冲泡，地板家具受损。”吴先生

抱怨道。采访中，业主表示，他们找物

业和开发商都未使问题得到解决，希望

相关部门能尽快协调解决。

回复

协调启用应急基金维修
随后，记者就此问题联系到了小区

物业和居委会，物业及居委会工作人员

均表示，针对漏雨问题，本打算启用房

屋维修基金进行维修，但由于业主同意

人数较少，导致启用基金受阻。

贻成泰和新都居委会工作人员表

示，小区住户房屋漏雨问题的确存在，包

括顶楼和侧面漏雨，经初步统计，存在漏

雨情况的住户有400多户。工作人员表

示，为此只能申请房屋维修基金，但根据

相关规定，申请维修基金的前提是该楼

栋双三分之二（户数以及房屋面积占比）

以上通过。但经过统计，大多数住户并

不同意启用维修基金。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居委会已经上报街道，协商相关部

门是否能启用应急基金维修，以尽快解

决住户的房屋漏雨问题。

记者也联系到了香颂园小区物

业。工作人员表示，小区已经过了维保

期，他们会尽快上报公司总部，商量是否

通过申请大维基金或是通过其他有效办

法尽快解决业主房屋漏雨的问题。

记者 田敏

“刚装修的房子，漏雨严重，怎么
办？”近日，市民张女士致电本报热线称，
家里屋子一下雨就漏，每到雨季都烦恼
不已，希望能够早日解决。

8 月 13 日，天津港保税区空港文

化中心为丰富小朋友们的暑期生活，

特意准备了“知识视界”3D互动知识

模型。

据介绍，它以展示科学现象的交

互式3D模型为主体，融合了优质动画

短片、互动游戏等，配以专业旁白解

说、知识问答测试，生动直观地展示知

识内涵，让科学在人机交互中“活”起

来，引导读者深入探究科学，让家长和

小朋友们畅游科学知识的海洋。

文/记者 战旗 图/记者 贾磊

人机互动人机互动
探究科学探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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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马兰）近日，滨海新区红十

字会将滨海新区徽商商会募集的5万多元善

款交到李青改的手上，在一门之隔的泰达医院

ICU病房里，躺着她的丈夫水心定。

8月4日22:30，从安徽来新区打工的水心

定下班回家吃完饭，和李青改坐在沙发上看电

视。水心定右脑部突感不适，二人以最快速度

打车到泰达医院就诊。“当时他已经很不舒服

了，就这样强撑着到了医院，进了医院以后，直

接昏倒在推车上，最终，医生的诊断结果为脑

干出血和肺堵塞。”李青改说，水心定的病倒让

全家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也让没有工作的李

青改和两个还在上学的孩子一筹莫展。

滨海新区徽商商会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

发出倡议，在商会的慈善协会发起爱心募捐活

动。4天共筹集了53199元善款，将全部捐助

给水心定，作为后续治疗费用。“为了让这次捐

助开展得更加公开透明有效，我们邀请新区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进行了全程监督和指导。”徽

商商会负责人表示。

8月9日，新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商会

部分会员来到泰达医院，将善款交到受捐人的

手上。滨海新区红十字会负责人介绍说，这次

捐助是以定向捐助的形式开展的。在实施定

向捐助的过程中，红十字会按照捐助者的意

愿，直接将捐助款物转交给捐助者指定的单位

或个人。“社会爱心人士如果有定向捐助的意

愿，可以向红十字会提出并通过红十字会实施

救助。”该负责人说。

时报讯（记者 田敏）8 月 7 日 13 时，公交

834 路司机王师傅像往常一样驾车执行运营

任务，当车辆行至外滩公园站时，突然有一名

乘客将一部手机交给了他。原来，这名乘客发

现一部手机遗落在座椅上无人认领，为防止丢

失，赶忙将手机交给了驾驶员。

王师傅接过手机后，立即将其放在驾驶区

域内妥善保管，准备返回终点站后尽快设法联

系失主。没过多久，失主主动拨通了这部手

机。听到手机响后，王师傅立即将车辆停靠至

路边接听了电话，并与失主商定了领取手机的

具体地点和时间。17时许，失主孙女士赶到

834路南益小区终点站将手机取走。

孙女士表示，虽然自己的这部手机不值

钱，但里面保存的通讯录、微信聊天记录等对

自己非常重要，况且手机里还有很多支付软

件，其中不少都设置成免密支付，一旦落入不

法分子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多亏公交司机帮

我妥善保管。”孙女士感激地说，是司机师傅和

那位热心乘客通力合作，帮她挽回了可能出现

的损失，她对此深表感谢。

乘客大意丢手机
司机助物归原主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 通讯员 吉敦峰 潘
法宽 王子馨）本来是行车过程中的小纠纷，谁

料俩司机“冤家路窄”，不但动手还动了刀，最

终双双受伤，还面临被拘留的处罚。

日前，滨海新区公安局天津港分局东环路

派出所接到 110 指挥中心转警，报警人贾某

称，某散货矿石配送中心院内有两人打架。民

警立即赶赴现场，发现打架双方均有不同程度

受伤，遂将相关涉事人员带回所内进行调查。

民警询问得知，报警人贾某与佟某一起驾

车至静海卸货时，程某驾车逆向超车，双方发

生纠纷，佟某与程某互相推搡被劝开后，双方

驾驶车辆离开。谁料，后来佟某和贾某至某配

送中心办理票据，又遇到程某，双方再次发生

争执。随后，程某拿出一把刀威胁佟某，并在

推搡过程中将佟某划伤，佟某遂使用撬棍进行

“反击”。二人被周围群众拉开，才遏制了事态

进一步恶化。在民警询问过程中，程某对自己

的行为后悔不已，称绝不会再冲动行事。

经医院诊断，佟某左手食指神经损伤，中

指以及右手食指被划伤。依据相关法规，程某

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元的

处罚。佟某现在医院接受治疗，出院后也将因

故意伤害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

“顶梁柱”突发疾病
定向捐助帮渡难关

行车矛盾引发纠纷
“冤家路窄”持刀伤人

老人两度走失
幸得及时救助

“原天津港公安局消防二队围栏外

躺着一位老人，需要救助。”8月8日中午，

滨海新区公安局天津港分局二号路派出

所接到报警，随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

抵达事发地，民警看到一名老人身体右

侧朝下，蜷缩在院墙与东堤路围挡中间

的草丛里，衣衫褴褛、浑身泥污。民警一

眼认出这人就是上个月中旬曾走失而被

他们成功救助过的苏姓老人。

在检查老人身体无明显外伤的情况

下，民警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给他找来食

物和水充饥，并通知了老人的家属。由

于老人此时已经体力透支，无法翻越近

两米高的围栏，民警与赶来增援的消防

队员借助担架，合力将老人成功转运出

被困地点。

据了解，老人姓苏，年逾古稀，年轻时

曾在天津港某单位工作。由于年老、智力

衰退等原因，不到一个月时间已经两次走

失。碰巧的是，老人两次都被二号路派出

所救助。“这次多亏了热心联防队员及时

发现、报警，为成功救援老人赢得了宝贵

时间。”民警一边叮嘱家属严加陪护，一边

目送老人和家人一起平安回家。

“离家出走”发错定位
民警助寻外地女孩

“警察同志，请你们救救我女儿！”8

月5日，七八个人气喘吁吁地来到二号路

派出所报警。大家齐称，孩子和家里怄

气，离家出走，根据发送的定位显示在天

津港，请民警帮助寻找。

接到报案后，民警迅速处置，可是民

警通过查询女孩发送的定位发现，她定

位的位置在一片大海上。经与家属了解

情况，离家女孩小徐就读于河北省某学

院，因为想让家里给买一台笔记本电脑，

家中因经济原因没有满足她，暑期放假，

她便没有回家，告诉家人在校学习。没

过两天，小徐的家人就收到一条定位信

息，小徐还发来一条微信，称自己在外散

心，然后将手机关机。小徐的举动让家

人很着急。家人与学校联系，得知小徐

确实没在学校。情急之下，一家人按照

定位从云南一路赶到天津。

听到警方说定位的地点在海上，小

徐的家人以为孩子跳海了，更是心急如

焚。为了尽快找到小徐，民警调看了近

期定位周边的视频监控，并没有发现小

徐的相关线索。这个消息，让小徐的家

人暂时放了心。后来，民警发现，小徐

曾购买了一张 7 月 22 日前往山东德州

的火车票。随后，民警与小徐的家人互

留了联系方式，并约定家属赶往山东找

人、民警在港区找人，有消息双方相互

通知。

8月6日，小徐的家人给二号路派出

所发来一段视频，告诉民警他们已在山

东德州找到了小徐，同时对派出所民警

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记者 杜红梅
通讯员 吉敦峰 潘法宽 吴爽

时报讯（记者 马兰）自今日起，津滨

轻轨9号线东丽开发区站将启动连廊漏雨

抢修施工，预计9月22日完成施工（其中8

月21日至9月1日期间将暂时停工）。

届时，东丽开发区站部分区域将进行

封闭。

据介绍，8月14至8月20日，东海路站

至天津站方向头端楼梯及北侧连廊封闭；9

月2日至9月8日，东海路站至天津站方向

尾端楼梯及北侧连廊封闭；9月9日至9月

15日，天津站至东海路站方向尾端楼梯及

南侧连廊封闭；9月16日至9月22日，天津

站至东海路站方向头端楼梯及南侧连廊

封闭。

施工期间，前往东丽开发区站的乘客

可根据车站导向标识及现场工作人员指

引，从开放的楼梯上下站台。

轻轨东丽开发区站
部分区域封闭施工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太幸运了，如

果不是来体检，后果不堪设想。”虽然即将

康复出院，但谈起日前“捡回一命”的幸运，

在开发区某学校工作的48岁教师王女士

至今心有余悸。

7 月的一天上午，王女士到泰心医院

参加学校组织的例行体检。待做完心电

图检查后，电生理科医生取出报告，一段

不寻常的波形图让他不禁一愣。凭借多

年的从医经验，医生判断这位体检者的心

脏有问题。他赶紧喊住了准备离开的王

女士，询问对方是否有不舒服的感觉。听

大夫这么问，王女士想起自己左侧肩膀最

近经常隐隐作痛。医生立即又为她做了

一次心电图检查。“这是变异性心绞痛的

典型波形，如不及时处理，发生恶性心脏

事件的风险极高，严重时可能猝死。”医生

一边说，一边与健康服务部沟通，将王女

士紧急送往急诊科。

经进一步检查，王女士被确诊为三支

病变，左主干、右冠脉、前降支均有不同程

度狭窄，且有血栓存在。随后，医生为其进

行了对症治疗。

泰心医院专家表示，一般情况下，心绞

痛的典型表现是胸骨后有阵发性压榨感和

闷胀感。心肌梗塞患者的心前区疼痛则更

为严重，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或休息也不能

使疼痛缓解，还常伴有大汗淋漓、面色苍

白，有恐惧和濒死感。然而，在临床上约有

1/3 的冠心病患者并没有上述典型症状，

有些患者会出现阵发性牙痛、阵发性咽喉

痛，或有胃痛、左肩痛等远离心前区其它部

位的疼痛，因此常易造成误诊、误治。

学校例行体检
教师“捡回”一命

同一老人月内两度走失 任性女大学生“海上失踪”

“离家出走”急煞人
热心民警助团圆

日前，滨海新区公安局天津
港分局二号路派出所接到两起
有人走失的报警，所幸，在各方
的努力下，走失的市民终与家人
团聚。

业主家屋顶墙皮脱落业主家屋顶墙皮脱落
记者记者 田敏田敏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