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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在东方社区三十
一街坊 9号楼与小区球场中间
过道的地面上，仍留有疑似血迹
的斑驳痕迹。董女士称，她婆婆
就是在此处被绊倒的。血迹东
边约1米处，裸露在外的“钉子”
已被锯断，切面看上去崭新。有
小区居民称，此处原来有一排隔
离柱，隔离柱拆除后，用来固定
的膨胀螺丝留在原地，露出地面
1厘米多。

为了保留证据，董女士事发
后再次回到现场，找到了一位目
击者，并拍摄了视频。在视频
中，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士在事发
地称，事发当天14时左右，她看
到有人将摔倒在地的张老太太
扶起。该女士指向已被锯掉的
膨胀螺丝说，绊倒老人的正是此
物，事发后她将此事反映给了物
业，工作人员才将其锯掉，该说
法在物业维修处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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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1岁的张老太太家住东方社区三十一街坊，7月1日中
午,她在小区散步时，不慎被地上的“钉子”绊倒，导致左臂骨折。
目前张老太太仍在医院接受治疗，但就该事故责任划分，其家属与
小区物业昨日仍未达成一致。

昨日，81岁的张老太太仍躺
在唐都医院的病床上，左臂胳膊
肘以下部位被固定，其住院证明
中的诊断结果为“左侧尺桡骨骨
折”。回忆起事发的一幕，张老
太太仍心有余悸，她说当时只感
觉脚被绊了一下，然后就摔倒在
地，因为受了伤，自己站不起来，
还是路过的好心居民把她扶了
起来。

张老太太的儿媳妇董女士
称，事发后她第一时间赶到了现
场。“当时我看到我婆婆坐在路
边的台阶上，两个把她从地上扶
起来的小伙子还陪在身边。”董
女士说，当时她婆婆的左臂上全
是血，手腕附近的伤口处还能看
到骨头。董女士随即将婆婆送
到十里铺骨科医院，因伤势严
重，后又转院至唐都医院。

董女士认为，居民在小区内
散步被路面上的膨胀螺丝绊倒，
小区管理方应承担一定责任，她
多次找到小区物业，却没有得到
明确答复。昨日，东方社区三十
一街坊管理方国金物业的一位
陈姓相关负责人称，因为事发时
没有人通知物业，后期查监控发
现事发当时无图像，目前无法确
定老人是如何摔倒的，建议董女

士向辖区派出所反映此事。
对此，董女士认为，物业是

在推卸责任，除了通知物业锯掉
膨胀螺丝的那位女士，事发当天
有许多居民都能证明此事。目
前，董女士已经收集了一部分证
据，并已向辖区派出所反映了此
事。董女士称，如果物业继续推
卸责任，她将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此事。 文/图本报记者白圩珑

老人散步时被“钉子”绊倒

“钉子”被锯掉现场有疑似血迹

物业称监控无图像建议家属报警

青年组姐妹花
赛场同台竞技

29号雍俊平和35号雍丹是
姐妹俩，妹妹雍丹已经是第二次
参加霸陵新区杯公益歌会了，这
次她和初次参赛的姐姐成了同
场竞争的对手。

记者见到姐妹俩时，她们正
在化妆间帮对方整理妆容。雍
俊平说：“很意外，很惊喜，我们
被分到了同一场次。不过也很
好，可以看到彼此在赛场上的表
现，交流优缺点。”雍丹说：“在同
一场次，我感到很荣幸。我们都
是业余选手，也没有受过专业的
训练，一路走到现在很不容易。”

中年组选手
唱响陕西传统戏

33号韩英是场上唯一一个
唱眉户的选手。她唱了一首《书
记妈妈》。韩英说，自己已经学

眉户三四年了，以前就是喜欢
听，现在开始自己学唱。她跟两
位大师级的老师学习唱法，也有
跟其他老师学习身段。“但是我
和专业的比还是不行，我学习就
是为了开心，把生活过得丰富多
彩、更有意义。”被问及对本场比
赛是否有信心，她说，其实结果
并不重要。“对我来说重要的是
参与这件事情，其他参赛的选手
都非常专业、唱得非常好，我就是
参与其中，通过学习实践，磨炼技
艺。”热爱陕西传统戏剧的韩英表
示，希望通过自己不断的学习，来
传承陕西传统艺术。

老年组选手
舞台上追梦不止

27号王德林已经是第七次
参加霸陵新区杯公益歌会了，他
也是本场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大
的一位，今年已经71岁了。他的
参赛曲目《回家》，近乎“直白”的

唱腔，将情绪推向极致，让整首
歌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和
粗犷豪迈的气质，像是为那些
离家久远的众生而唱，不禁令
人潸然泪下。说到歌唱技巧，
王德林说：“业余歌手唱歌，要
理解歌曲、更要注重感情。要
想把一首歌曲唱得感人，要对
歌词完全吃透。比如，场景就
要比较开阔，歌唱母亲就要有
叙说的情绪。”

本次歌会是由陕西省音乐

家协会、西安市音乐家协会、三
秦都市报、西安广播电视台、西
安日报、西安晚报、陕西汇国集
团主办的大型公益性、群众性的
文化活动，承办单位有：陕西汇
国集团、西安双拥艺术团、西安
汇国霸陵新区艺术团。著名歌
唱家、中宣部授予的“时代楷模”
贠恩凤担任歌会艺术总顾问和
决赛评委。

文/图首席记者赵丽莉
实习生杨裕康 安馨雨

昨日，我和我的祖国·第十届“霸陵新区杯”大型公益歌会第四
场冲刺赛开赛，25组老、中、青三代实力选手展开交锋。

霸陵新区杯公益歌会现场

第十届“霸陵新区杯”大型公益歌会第四场冲刺赛开唱

老中青三代实力唱将赛场交锋

本报讯（首席记者赵丽莉实习生
杨裕康安馨雨）跑业务的赵女士谈了
一单大生意，骑着电动车一路上心里美
滋滋的。不料，到达目的地后才发现手
提包不翼而飞，这可把她急坏了。如果
不是公交司机捡到了包及时归还，赵女
士到手的生意就“黄”了。

7月9日11时许，229路驾驶员肖
博驾驶车辆从火车站开往西京学院，当
行驶到医学院附近时，看到车前方一女
士骑的电动车上掉下一包东西。当时
旁边没有行人，肖博停稳车辆下车捡起
包裹准备喊骑车人时，却发现掉落包裹
的电动车已不知去向。肖博只好暂时
保管，驾车继续前行。

没多久，捡来的包里面传出电话的
铃声，但驾驶员在开车不能接听电话，
肖博将车开到西京学院公交站，将捡到
的包交到调度室。调度员于敏打开包
仔细检查，发现包里有两部电话、一个
钱包、银行卡若干张、现金500多元，还
有一部分资料。

10多分钟后，手机响了起来，接通
电话后正是失主赵女士，当时她骑行在
公交车道，看到了229路公交车进站，
周边没有别的车辆，于是抱着试试看的
态度问调度站，没想到司机还真捡到了
她的包。“太感谢司机了！”赵女士激动
地说。

20分钟后，赵女士赶到229路西京
学院终点站。她说，她是跑业务的，包
里的资料是业务往来的数据，手机里存
着比较重要的客户号码，要是找不回来
那损失可就大了。

当日 15 时，赵女士再次来到调
度站，将一面锦旗交给肖博，感谢肖
博拾金不昧的精神，感谢可敬可佩
的公交人。

电动车上掉下包
公交司机捡到归还

本报讯（记者白圩珑）昨日，西
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布 2019
年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项目名单
（第九批），中核长安印（景泰城）因
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擅自预
售商品房，被处罚金4万元。

据悉，此次被处罚对象为西安
景泰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示
名单旨在进一步整顿、规范西安市
房地产市场秩序，保护广大市民合
法权益。

提醒消费者，在购房前，务必要
求开发商出示《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查看并核实《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载明的售房单位、项目名称、房
屋坐落及楼幢号。切勿购买未取得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房屋。

无预售证擅自卖房
中核长安印被罚4万

本报讯（首席记者赵丽莉
实习生张裕康安馨雨）昨日上
午，工商曲江分局、雁塔区市场
监管局、公安雁塔分局曲江派出
所、曲江新区扫黑办、城管曲江
分局联合约谈了辖区叁宝烤肉、
小竹签烤肉、白氏兄弟烤肉三家
烧烤运营公司及加盟店相关负
责人，通报了相关店存在的违法
违规问题，要求各烧烤商户全面

配合政府部门依法依规开展经
营活动。

此次共约谈相关负责人、店
长 12人，提醒三家烧烤运营公
司及加盟店依法守规经营，避免
出现涉黑涉恶问题。会议通报
了烤肉店在占道（出店）经营、油
烟污染、噪音扰民、食品安全、用
火、用气、用电安全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并要求立即整改。

约谈会上，要求各烧烤商户
在日常经营中，重视群众诉求，
杜绝占道（出店）经营，还路于
民；及时更新陈旧的油烟净化设
备，避免油烟扰民；引导顾客文
明用餐，减少噪音扰民事件，防
止顾客醉酒滋事；注重食品安
全，保障后厨卫生，规范操作；合
法、守法经营，在执法过程中不
出现暴力抗法现象。

叁宝烤肉、小竹签烤肉、白氏
兄弟烤肉三家公司均表示一定配
合执法部门工作，对提出的问题
进行全部整改，加紧落实整改内
容，尽快反馈整改结果，并做好自
身行业管理。对店面出现违反治
安管理和城市管理法律法规、不
配合执法的行为将立即终止合
作，对不符合要求的商户一律不
予商标使用授权，并将其取缔。

全面清理违法经营乱象

多部门联合约谈曲江三家烤肉店

物业：事发时不知情监控无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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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钉子”绊倒八旬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