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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米盲道竟有24个直角弯

盲道难帮“盲”施工方忙整改

大直沽后台自发集市扰民
大直沽街综合执法大队：增加巡查频次

呼声·随手拍

居民盼加儿童游乐设施

《空地小路成了生活垃圾场》后续

小区旁垃圾全部清理

■ 本报记者 赵煜 文并摄

市 民 王 先 生 近 日 向 本 报 热 线
23602777反映，河东区大直沽后台地区，
每天都会自发形成集市，路窄、人多、环
境脏乱、噪音扰民，“尤其是周末，开车进
出都成难题。希望有关部门来管一管。”

4月10日9时，记者来到大直沽后台
地区查看。刚到津塘路与红星路交口，就
看到不少摊贩占据人行横道摆摊售卖。
从津塘路拐入后台四号路，长约150米，宽
约5米的一条马路，一侧被席地而坐的摊
贩和各式地摊儿占满了，形成了一个集
市。顺行来到前进街，集市变得更加热
闹，卖药的、卖酒的、卖菜的，甚至还有卖
墓地的。商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有的商
贩甚至把摊位直接摆在了马路中间。电
动自行车在人群中穿行，汽车进入不停鸣
笛，那感觉，又闹，又乱。

记者从前进街进入后台西路，发现许
多一楼商户都将商品摆出店铺，尤为严重
的是，售鱼的摊点现场宰杀，污水随意倒
在路边。在后台西路与后台三号路交口
有一小片绿化带，此时已变得光秃秃一
片，上面停放着多辆汽车，汽车旁边还放
着不少用过的木箱、纸盒。
“每天5点就开始摆摊吆喝，根本没法

休息。星期一至星期五摊贩还相对少点，
周末简直寸步难行。”王先生说，集市不仅
堵塞消防通道，存在噪声扰民问题，而且

售卖的食品部分都是三无产品，存在安全
隐患。记者看到，周边有汇贤里菜市场和
大直沽菜市场，里面的商品也很齐全，购
物环境较好，进出人员也都扫码测温，但
里面顾客却不是很多。

河东区大直沽街综合执法大队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大直沽后台地区有大直沽
菜市场、汇贤里菜市场及汇贤里早市，后
台西路及前进街为贯穿三个菜市场间的
唯一道路。由于特殊地理位置及历史遗
留问题，该地区市容整治工作一直为治理
重点。自2015年起，执法大队就对该地区
启动过专项治理行动。今年1月份起，由

于部分执法人员短期内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
中，造成道路执法力量减弱，导致后台地区出
现了占道经营反弹回潮的情况。

针对此类情况，执法大队会增加巡查巡
控的频次，对后台地区占道经营反弹回潮的
问题坚决予以治理。

4月13日，记者再次来到现场，已经看
不到占路摆卖的摊贩，周边主要路口停放
有综合执法车辆。综合执法工作人员称，
每天早晨会集中对后台地区进行清整，然
后固定队员值守。周末发动党员自发上
岗，采取换人不撤岗模式，保证市民正常
生活。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文并摄

刚刚铺好的便道，160米的盲道竟然
有24个直角弯，普通人沿着这些弯道走上
一趟也会头晕，何况是盲人！日前，本报
热线接到多位读者电话反映，新铺设的便
道，存在盲道设置不合理的现象，希望相
关部门重视。

家住河西区祥和里社区的居民徐先
生向本报热线反映，前不久，广东路与隆
昌路之间的乐园道便道重新铺装了地砖，
便道铺设平整，方便行人通行。“但是我们
孩子却发现一个问题，这段便道上的盲道
铺设得太‘曲折’，不长的一段盲道竟然拐
了20多个弯儿，孩子担心盲人要是沿着铺
设的盲道走会‘转晕’。”

4月12日，记者来到徐先生反映的问
题点位，这段便道位于地铁6号线乐园道
地铁站B口和C口之间，便道一侧有施工
围挡，地砖颜色很新。

记者粗略测量这段便道，长约160米，
宽度约2米，中间有五座路灯杆，一座信号
灯杆。盲道和这些灯杆位于一条直线上，
为了沿盲道行走不至于撞上灯杆，盲道在
每一个灯杆处开始绕弯儿，一个灯杆绕4下
回归直线，6个障碍物绕出24个直角弯儿。

记者尝试依靠盲道的指示行走，在每
个拐角处都会重新识别方向，24个直角
弯儿就是转24次方向，好几次都差点撞

到灯杆上。
“这个盲道铺设不合理。”徐先生发出

疑问，“盲道和路灯杆都在便道中央，经过
每个路灯杆时，盲道都要绕半圈，盲人走
在上面安全吗？”

记者将相关情况反馈给天津市城市道
路桥梁管理事务中心，工作人员调查后表
示，当时铺设盲道的时候还未设立路灯杆，
仅有基座，而且有的基座也不明显，盲道就
从基座的上方位置铺了过去。后期安装好
路灯杆后发现问题，盲道只能绕弯儿了。
“前期图纸设计阶段，为什么没有避

开路灯杆等区域？”记者问。
“设计人员不掌握这些设施的具体位

置，包括路灯杆、检查井、信号灯杆等。而
且铺设盲道没有具体的位置图，施工的时
候都是根据实际情况铺设。”

工作人员同时表示，这条路还未竣工
验收，他们马上要求施工方做必要的调整。

记者在和平区、南开区等地发现部分
新建盲道也存在类似问题。

和平区南京路与鞍山道交口的便道
之前做过提升改造，原来的红灰两色的水
泥便道砖已经更换成大理石便道砖，然而
盲道部分却问题不小，路口灯杆基座入侵
到盲道范围，此处盲道不完整，盲道终点
位置也没有使用专用的圆点凸起地砖。

南开区长江道与白堤路交口，融侨中
心门前便道投用时间不长，百米长的盲道

也有多处安全隐患，大理石盲道与旁边水
泥砖盲道没有对接好，交接的位置没有圆
点凸起地砖提示,相距10米远的地方，一个
电信检查井的井盖切断盲道，而且旁边就
是个树坑。

盲道是城市里一种无障碍设施,旨在
为视觉障碍者提供行路方便和安全，建设
部门早在2001年就出台了《城市道路和建
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要求盲道铺设的位
置和走向，应方便视力残疾者安全行走和
顺利到达无障碍设施位置。

今年4月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
的《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开始
实施。该规范为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全
部条文必须严格执行。这将有助于从根本
上解决无障碍设施在设计、建设和使用中
的问题。
“盲道是我们日常出行的‘专属通道’，

盲道是否安全可靠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
盲人笛子演奏家毛镝表示，近些年来公共
场所无障碍设施越来越多，出行越来越方
便，但是有些盲道还是存在一些瑕疵，比如
设计施工上，断头、绕远、错误盲道时有出
现；在使用上，诸如汽车等占压盲道现象也
不少见。希望社会各界伸出援手，让盲道
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让越来越多的视
障者有勇气走出家门。

截至发稿前，乐园道问题盲道已整改
完毕。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日前，蓟州区北岸华庭业主王先生向
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小区原本规划建
设7座箱式变电站，但实际建成3座，“现在
变电站噪音扰民，我们认为就是改变规划
惹的祸。”

王先生说，小区电力配套施工公示规
划图上标明建设7座315千伏安的箱式变
电站，但实际建成3座，容量分别为630千
伏安和800千伏安；应建设3座土建配电
站，每座土建配电站内应设置两台800千
伏安的变压器，但实际每座土建配电站内
设置了四台630千伏安的变压器。这些均
与规划不符。
“箱式变电站数量减少了，容量翻番，

位置离住宅楼只有几米远。土建配电站
里的变压器数量也多了一倍，我们认为就
是因为这样，噪音才变大了。”

记者将此事反映到蓟州区政府，对方
立即组织相关单位进行专题研究，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蓟州分局认为，《天津市居
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中关于10KV
箱式变电站的配置规定为“规模和数量应
按照用电负荷和远景预期确定”。也就是
说规划的数量只是预留，实际建设时供电
部门可根据报装需求配置箱式变电站数
量及规模。

国网天津蓟州公司表示，3座箱式
变电站的容量在《天津市10kV及以下配
电网建设与改造技术原则》规定的箱变
容量内，由开发商根据需求自行选择。
土建配电站已移交该公司负责运维，
《北岸华庭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调整）

设计说明》中提出的总设计容量4800千伏
安为设计预估值。该项目中居民住宅面
积约13万平方米，经过计算总用电容量为
6930 千伏安，实际配置 3个土建站，11 台
630 千伏安配电变压器。在项目《修建性
详细规划通知书》中写明，项目变压器数
量及规模应按照项目实际需求配置，因此
并无违规情况。

另外，居民提到的箱式变电站和土建配
电站噪声扰民的问题，蓟州区生态环境局工
作人员也去现场勘测了，其中由天津中翔新
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运维的15号楼
南侧箱式变电站夜间噪音超标，已约谈了开
发商，要求其尽快拿出整改方案，开发商已经
完成整改。

小区变电站夜间噪音超标

■ 本报记者 黄萱

疫情期间幼儿园停课，外头不敢去，小区里没得玩。近日，
家住河东区明家庄园小区的市民王女士给本报热线23602777
打来电话反映，能否给小区增设一个儿童滑梯，让孩子也能活动
活动。

王女士的儿子今年4岁半，上幼儿园中班，疫情期间学校停
课，孩子在家闷得慌。“我们时不时带孩子在小区里溜达溜达，可
是对于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太没意思了。孩子总吵着要去淘气
堡打滑梯，我们也不敢去。”

王女士家住河东区明家庄园小区，该小区共74栋楼，近
2000户居民。记者来到明家庄园，小区面积非常大，有幼儿园、
超市、足球场等，但并没发现有儿童游乐场地。居民介绍，之前
有一个儿童滑梯，去年拆除了，到现在一直没有安装新的。

记者联系明家庄园居委会，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小区拆除的
那个儿童滑梯是铁质的，安装十多年了，风吹日晒滑梯上的围栏
早已被腐蚀，存在安全隐患，因此才会拆除。“居委会已经向河东
区体育局递交了申请，区体育局回复的是没有儿童滑梯这个项
目，因此无法安装。”居委会工作人员说，“我们考虑安全问题，也
在想增设一些沙坑之类的儿童游乐设施。”随后，记者联系河东
区体育局，相关工作人员说：“社区配件的体育器材目录中没有
儿童滑梯，另外，儿童滑梯安装对场地与面积要求也比较高，目
前明家庄园小区也没有较大的空地可以安装。不过目录中有适
合儿童健身的跷跷板、健身车等。我们打算再进行实地考察，如
果有合适的场地，将安装其他儿童设施。”

儿童游乐设施不足的问题在老旧小区中比较普遍。由于受
到空间的限制，小区补足儿童游乐设施还要综合考虑对绿化、停
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市民呼吁：双减后，有关部门应多考虑孩
子的去处，小区游玩相对安全，希望多增设儿童游乐设施，给孩
子减负也给家长减负。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文并摄

日前，市民杨女士向本报热线
23602777反映，东丽区汇莲路施工
近两年还未修通，这是周边小区居
民前往地铁四号线沙柳南路站最近
的一条路，大家都希望施工单位能
加快进度，让居民们出行更便捷。

杨女士介绍说，汇莲路是位于
汇莲馨苑与美苑小区之间的一条
路，道路只有三四百米长，从2020
年 6 月开始施工，至今还没有修
通。道路一半立着挡板，与津滨大道交口处还有一堵墙。“墙
外就是地铁四号线沙柳南路站，如果走汇莲路不到五分钟就
能到地铁站，可如果绕行是一大圈，至少要20分钟。”杨女士
说，因为这条路直通津滨大道特别方便，居民们都盼着早日开
通。2021年居民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每次都回复当年就能
开通，可至今仍未通，“能给我们一个确切的开通时间吗？让
我们也有个盼头。”

记者在汇莲路上看到，这条路为南北向，北起程永道，南至
津滨大道，全长370米。目前程永道一侧立着蓝色的挡板，挡板
后道路基本已经修好，向津滨大道一侧延伸出去大约200米的
位置还有挡板，这处挡板后面是与汇莲路相交的另外一条东西
向的路，这条路没有路名，刚刚挖出沟槽。汇莲路剩下的一段也
已经修好，但到津滨大道处有一堵墙，被人强行破出一个小豁
口。围墙外就是津滨大道，地铁四号线沙柳南路站就在50多米
之外。汇莲馨苑一位居民告诉记者，汇莲路不通，居民们外出只
能走程永道，早晚高峰时经常堵，现在大家就盼着汇莲路快点开
通，这样无论是乘坐地铁，还是去津滨大道都方便。

记者从东丽区住建委了解到，汇莲路因疫情原因耽误了施
工进度，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主体建设，目前施工单位正在与自来
水、燃气等专业部门对接。另外与汇莲路相交的路尚未修好，暂
时没有办法开通。该委将继续协调施工单位克服施工难度加快
施工进度，预计今年6月底前道路可具备通行能力。

东丽区汇莲路迟迟未修通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近年来，国家体育彩票公益金支持的健身园越来越多的投
放于广大城市乡村，在方便人民群众锻炼身体的同时，也丰富了
人们的业余生活，其中，扭腰器（也叫转腰器）因有利于缓解腰部
疲劳，受到不少群众欢迎。近来有市民发现，不少健身园的扭腰
器存在不同程度故障。记者现场调查后得知，由于设计及使用
方式等原因，扭腰器报修率高于其他器械，提醒厂家注意维护，
也提醒广大健身群众爱惜使用。

根据市民反映，记者近日进行了一番调查。3月23日，南开公园
健身园内，包括扭腰器在内一共安装有六组健身器械，扭腰器的三个
转盘坏了两个，一个转不动，一个底盘不稳定。天大六村，新安装
不久的智能健身器械，其中两个扭腰器也有一个转盘转不动了。

记者当天按照健身园标注的售后电话依次进行了报修。负
责此片健身器材维修的张师傅随即打来电话，简要了解了情况
后说：“应该是轴承坏了。”

当天下午，张师傅发来维修视频和照片，三个故障扭腰器
中，天大六村的一个和南开公园的一个都是轴承老化破损，换新
后修复如初。南开公园的另外一个，底盘下面不知何故被缠了
几圈铁丝，久而久之，也导致轴承破损。师傅将铁丝解除后，也
对轴承做了换新处理。当天晚些时候，三个扭腰器全部修好。

张师傅介绍，过去一年来，在国家体育彩票公益金支持的健
身器械中，扭腰器的故障报修率最高。从他维修的角度看，扭腰
器底盘低，距离地面近，长期接受风霜雨雪侵袭，容易老化。此
外，人们的不当使用也可能造成其受损。

记者在调查中看到，有的市民将扭腰器的转盘当成临时坐
椅，也有的家长抱着孩子坐在转盘上哄孩子，还有人将扭腰器当
作临时存放东西的凳子。

目前我市体育彩票公益金支持投放的健身设施保修期一至
三年不等，扭腰器这种健身设施对健身者身体素质以及运动能
力要求不高，受欢迎程度高于其他健身器材，在指导标准中，没
有其他器材与之功能重复。因此提醒广大群众爱惜健身器材，
避免因不当使用造成的损坏。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文并摄

4月8日，本版以《空地小路成了生活
垃圾场》为题，报道了武清区大王古庄镇瑞
泽家园小区旁，生活垃圾长期堆放的问题，
报道刊发后，引起相关部门重视，目前垃圾
已经全部清理完毕。

见报当天，京滨工业园管委会城管部
组织大型机械进场清理，树木之间的垃圾，
因大型车辆无法进入，组织人工清理，现场
将垃圾分类后，由专业运输车辆运送到垃
圾处理场做进一步处理，4月10日，现场垃
圾全部清理完毕。

健身设施需要大家爱护

《道路隔离带修在了车道上》后续

问题隔离带改造完毕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文并摄

3月25日，本版以《道路隔离带修在了
车道上》为题，报道了河西区内江路隔离带
威胁行车安全的问题，报道引起责任部门
高度重视，迅速查找问题原因，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

据天津城市道路管网配套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当天已经责令
施工单位在问题现场设立临时警示桩桶及
提示灯等设施，及时提示过往车辆，保障通
行安全。3月26日施工人员开始对该点位
设施进行改造。3月30日完成道路结构层
的铺设工作并进入养护阶段。4月5日完
成道路面层铺设工作，目前安全隐患已经
消除，方便市民安全出行。

红桥区子牙河南路永乐桥附近绿化带

中，一个配电箱的箱门脱落，元器件外露。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河西区渌水道地铁6号线洞庭路站附

近的便道上，有一个施工之后没有填埋处

理的大坑。 本报记者 刘连松

南开区风湖公园门口一处线缆脱落，

电线垂落在马路中央，十分危险。

本报记者 黄萱

和平区重庆道与马场道交口处，一个变

电柜柜门损坏，无法关闭，存在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赵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