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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城大厦起降杆失灵，老人被砸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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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勤保安赔偿医药费，
物业公司被指在逃避责任
晨报记者 佟继萍

●

“我头顶一阵剧痛，鲜血顺着
面孔流了下来……”想起几天前的
痛苦经历，
64 岁的王先生依旧眉
头紧锁。
10 月 5 日，中山北路 3618 号
银城大厦停车场起降杆下降过程
中砸到路人，
一位老人头部受伤。
老人女儿从民警处得知，这个
起降杆至少 3 次砸到人，存在严重
的安全隐患。

走访
这里只是机动车出入口，还是
允许行人和非机动车进出？记者在

老人被砸头破血流（上图），一再出事的起降杆（下图）。

现场看到，
起降杆两侧均有 2-3 米
宽的空挡，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
行。不时有行人、外卖小哥的摩托
车从这些空挡中穿行。
银城大厦停车场陈队长向记
者证实，这里是整栋大厦的唯一出
入口，机动车、行人和非机动车都
可以出入。
直立的起降杆又为何突然降
落？ “起降杆是感应的，有机动车
靠近，它就自动竖起，保持直立，感
应到机动车远离，起降杆落下。”
陈队长说。
“起降杆是否可以人为操
控？”记者问。
陈队长手持电子遥控器，一边
操控起降杆，一边说，
“遥控器不太
灵敏，降落一半之后，再按下暂停，
是停不住的。”也就是说，即便当时
执勤的保安，发现路人陷入险境，
按下暂停，
也来不及了。
“出入口能否安装人车分流的
硬隔离？”陈队长觉得整改有困难，
理由是，
“这里空间非常有限，
装了
硬隔离，机动车就无法转弯。”
记者在现场观察，大货车进出
转弯的确需要空间。
那么，意外事故的责任怎么认

/ 晨报记者 张佳琪

该谁来赔？ 保安还是物业？
目前，伤者家属与当天执勤保
安达成协议，由该保安个人支付医
药费和 500 元赔偿费。但王女士并
不认同。
“起降杆属于大厦，管理者是
上海联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我们
应该与物业公司协商，但物业公司
把我们推给了保安，这是在逃避责
任。”
应该谁来赔偿？是保安还是物
业公司？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杨维江律师认为，物业公司应当

负起责任。
在杨维江看来，起降杆的设备
缺陷，导致误伤行人，应当由起降
机的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承担
责任，很显然物业公司是起降杆的
所有人、管理人和使用人，应当由
其承担责任。保安只是接受物业公
司的委派从事职务行为，从权责利
对等的角度看，物业公司收取停车
费，享受起降杆对其带来的利益，
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将保
安推到前台，对保安是不公平的。

定？王女士告知记者，物业公司将
责任认定为当天执勤保安的工作
失误，让家属与保安谈赔偿，与物
业公司没有干系。

12345 市民热线反映情况，坚持要
求整改。
长风新村街道曹家巷居委会
张梅芳主任 9 日上午与记者一同
到事发现场进行了走访。她告诉记
者，已经与上海联讯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初步沟通，
他们同意整改。整改方案初步定为
在起降杆处加装警示灯，提醒往来
行人注意避让。

居委
伤者家属不认可物业公司把
所有责任推给保安的做法，拨打

两名家长放狠话约架，警方介入调查
记者 吴艺璇
晨报讯

近日，
一则“家长放狠
话约架，头破血流进医院”的微信
群聊截图和视频在网上热传。网传
截图显示，两个三年级男生因为在
学校里的小打小闹产生摩擦，两名
家长不顾其他家长的劝说，在群内
频频放狠话并“约架”。据悉，
杨浦
警方已介入调查。
“明天校门口见！”“你不来，
我等你儿子放学！”9 月 29 日，两

驾驶员被刑事诉讼

晨报记者叶松丽 通讯员金
玮菁报道 一辆核载6人的面包

事发
10 月 9 日一上班，记者便接
到市民王女士反映，国庆期间家人
意外受伤，
节都没过好。
原来，
10 月 5 日上午 9 点半
左右，中山北路 3618 号银城大厦
停车场起降杆下降过程中砸到路
人，
64 岁退休市民王先生不幸受
伤。
王先生女儿王女士告诉记者，
“5 号那天，我们全家 5 口计划乘
地铁去外滩玩，没想到，出小区乘
地铁途中，遇到突发情况，父亲头
部被起降杆砸中，当时就破了口
子，鲜血直流，我吓傻了，立即送爸
爸去了医院。”
情急之下，王女士拨打了
110。王女士从民警处得知，
这个起
降杆至少 3 次砸到人，存在严重的
安全隐患。王女士要求物业公司立
即整改，
而物业公司却不太情愿。
9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左右，记
者在事发现场见到了伤者王先生。
记者看到，他头顶右侧头皮上有一
个 2-3 厘米伤口，带着猩红的血
色。
“事发当天，我看到起降杆一
直直立，以为它不会降落，没想到，
走在下面时，它突然降落，躲闪不
及，头顶被砸了两处伤，左侧肿胀，
右侧裂口流血。在医院做了 CT，
万
幸检查出来没什么大问题，医生在
血口子上涂药、包了纱布，让我回
家休息。”
王先生描述，他偶尔感到头
晕、头痛，
这几天一直在家静养。

核载6人的面包车被塞19人

位小学生家长在名为“三（1）班
家长” 的 59 人微信群中发生口
角争执。据网传截图显示，两名三
年级男生因在学校做操时 “踢屁
股”，倒水时 “绊摔跤” 产生摩
擦。
记者注意到，在当日的群聊
中，其中一名小学生的父亲张某因
为儿子疑似在校被打，在家长群内
放出狠话：
“陈爸，你是不是没吃过
苦头。”
面对张某发难，另一位学生的

父亲陈某也不甘示弱：
“确实打了
三下，你儿子做操踢了我们几天屁
股了。”两位爸爸之间的火药味愈
演愈烈，并约架于次日校门口。
争吵中，群里的家长在极力劝
架，
“小孩子正确引导为主，家长之
间还是需要和气一点，否则小孩会
如何面对同学。”
然而，两位孩子的爸爸却听不
进劝。“和气，一次二次都可以，但
过头了只有拳头革命了，陈爸我已
向你挑战了！”此后，
“冷静”“事

情先找老师说清楚”“有问题让老
师来解决” 等劝和的声音不断，但
似乎没能阻挡这次 “约架” 的发
生。
据网传截图和视频显示，第二
天一早在学校门口，两位家长果然
在校门口约见，结果陈某用 U 形锁
敲破了张某的头，后者鲜血直流当
即被送进了医院。
记者从杨浦警方了解到，警方
正对双方打架的违法行为进行调
查处理。

车竟然塞进了19人！今年7月一
天早高峰，民警在某路口执勤时，
发现一辆面包车行驶速度非常缓
慢，形迹可疑，便上前拦停检查。
这一查，可把民警吓了一跳。核载
6人的面包车，除驾驶员外还载
客18人，整整超载200%！
驾驶员苏某到案后交代，他
在某平台做个体运输。当天他受
老乡委托，帮一家公司接送员工，
每人5元劳务费。他到超市对面、
小区门口、公交车站等四个点接
了10多人，从浦东一路开到浦
西。车上原本仅有少数座位，
其余
人员坐在小板凳上，为了防止意
外，
苏某只能慢慢开。
车上的公司员工说，上下班
都是由公司安排班车接送，整条
线路上有18个人坐车，平时都是
一辆依维柯接送，每个人都有座
位。案发当日的面包车是第一次
出现。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苏某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在道
路上驾驶机动车，严重超过额定
乘员载客，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以危险驾驶罪提起公
诉。

音乐节站了 18 个小时

女歌迷“饿”晕了

晨报记者倪冬 通讯员潘东
晔报道 国庆期间，国潮音乐节
连续三天在浦东森兰区域火爆
演出，多位重量级嘉宾的登场，
吸引了不少铁粉到来。10 月 2 日
晚上 8 点 35 分许，当一名人气
颇高的明星结束表演散场时，一
名 20 多岁的女歌迷突然昏倒在
通道内，好在正在现场执勤的浦
东公安分局综合保税区公安处
民警崔新异，第一时间发现了这
一险情。
据崔新异回忆，当时正处在
散场高峰，一旦处理不善，极有可
能发生危险。
发现女孩晕倒后，崔新异迅
速上前隔开人流，确保当事人安
全，随后在同事帮助下将这名女
歌迷扶至附近空旷处休息，并通
知医疗人员到场救护。
“这名女歌迷差不多 20 多
岁，散场时，她突然觉得眼前一
黑，
就有点晕了。”
崔新异说，
短暂休息后，她很
快清醒了过来。
原来，这名女歌迷为了能够
看到这位明星的表演，10 月 2 日
凌晨 2 点多就赶到售票区域排队
了，虽然带了水，
但一直站到当晚
8 点多都没怎么吃东西，最终导
致低血糖引起昏迷。
“她说自己带了巧克力，但
忘记吃了。”崔新异说，女孩吃
了点巧克力，喝了一些水，休息
一段时间后，身体有所好转，便
和接到消息赶来的同伴一起离
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