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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黄三角·问暖

C05

新闻热线：8065000

本报 11 月 25 日热

线消息(见习记者 王

参 任斌) 在金辰美

食街做生意的孙老板

拨打本报问暖热线电

话说，她的店铺和本楼

住户暖气不同温，屋子

里温度白天最高也就

十三四度，到了晚上也

就五六度，而楼上住户

室内温度则可达二十
多度。为此她找过物业

处和供暖处，可是双方

来回推脱。

2 5 日 9 时许，记

者来到金辰美食街。在

金辰美食街做生意的

孙老板说，她的店铺暖

气温度一直很低，达不

到国家规定的供暖标准

温度 16℃，但是她楼上

的住户室温却能达到
20 度。“都在一个楼上，

总不能因为我们不是小
区住户就不给我们正常

供暖吧。”孙老板无奈地

说：“温度低点大人还能

受得了，可是小孩就不

行了，你看我在店里穿

着 棉 衣 都 冻 得 直 跺

脚。”

隔壁店铺的张老

板告诉记者，安和南区

1 号楼住户和商铺共

用一条供暖管线，因为

住户用的是地暖，地暖

只需要 30℃ 左右的水

温 就 可 使 室 温 达 到
20℃。“商铺又没有安

地暖，只能用暖气片，

30℃ 的水温根本起不

到让暖气片发挥热量

的作用，一到冬天就冻

得难受。”张老板称，如

果想使暖气片温度达

到 2 0℃ ，共用一条供

暖管线的地暖住户室
温则会高达 30 多度，

“温度高了，在屋里人

也难受，冷了难受，热

了也难受”。

据金辰物业的工

作人员解释，物业只负

责对暖气设备进行安

装维护，设备如果出现

差错，物业会尽快调查

维修。但房屋供暖问题

应该找供暖公司去解

决，物业公司不负责供

暖方面的工作。

随后记者联系到

负责金辰美食街商铺

供暖的主管单位，对方
称，安和南区 1 号楼在

建设时没有考虑到地

暖和暖气片供暖有差

异的问题，属于设计缺

陷。工作人员还说，地

暖和暖气片供暖有差

异的情况，业主应该找

开发商或物业协调解

决问题。

建楼时未考虑地暖和暖气片供暖有差异

商铺住户遭遇冷热两重天

本报 11 月 25 日讯

(见习记者 聂金刚) 好

不容易交上了取暖费，热

力公司已经供上热，小区

管理人员也给打开了阀
门，可家里却一直热不起

来，这让家住锦苑二区的

夏女士有点无奈。到底是
哪里出了问题，夏女士至

今也不清楚。

夏女士在锦苑二区

北区 118 号楼 10 楼买的
房子，她说 10 月 15 日小
区统计取暖人数时就报

上了名。可是之后就没了

消息。无奈之下，夏女士
还有小区的很多居民到
胜利石油管理局信访办，

联系到了胜东社区负责

供暖的领导。“终于找到
交钱的地方了，我上周日

交上了。”夏女士说。

夏女士交了取暖费
可家里还是一点都不热，

“当时说的是交了取暖费
就马上供暖，可现在却没

有动静了。”夏女士说，现

在交了钱还不供暖，这让

她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交

钱之后夏女士就跟小区

管理人员说了，管理人员

当天就到她家给调试了

各种供暖阀门，可暖气片

还是一直不热。“别说热

水了，现在暖气管道里面

连凉水都没有。”夏女士

说。

记者随后询问了负

责小区供暖的胜东热力

公司，了解居民家里不

热的原因。调度员战女

士说，前段时间小区泵

站维修，没有正常供暖。

上周末居民交费后，他

们已于周一开始给小区

送暖，现在泵站也已经

正常运行。她还说，小区

居民家的供暖阀门是由

开发商管理，由于热力

公司没有钥匙，只负责

送暖，“要是出了问题还

是得找开发商。”

“现在小区正处于试

供暖期间。”战女士还说，

试供暖主要是检查管道有

没有跑冒滴漏的问题，如

果没有问题供暖就一直持

续下去，中间不会间断。

店里温度低，孙老板想生炉子取暖，但物业以煤炭炉会影响

上层住户为由不允许她使用。

本报见习记者 王参 摄

供暖已十天

家中还不热

从医二十余年来，他一直从事眼科的诊断、治疗和研

究。作为济南市卫生局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他刻苦钻研眼

科技术，不断创新并应用于临床，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及

精湛的手术技巧，擅长“白内障超声乳化术”、“白内障小

切口碎核术”、“人工晶体植入术”、“穿透性角膜移植术”、

“板层角膜移植术”、“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羊膜移植

术”及复杂的“角膜移植+白内障摘除+人工晶体植入”三

联手术，并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为众多眼病患者解除了

痛苦。每年门诊量近 5000 人，完成各类眼科手术 20000 余

例，为医院创收数千万元。

在德国学习深造期间，取得了该国颁发的手术执照

和劳工许可证，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在科研教学方面，有

多项主研或参与课题获省市科技进步奖，其中获省科技

进步奖三等奖一项，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二等奖四

项，多次获市级学术带头人、优秀知识分子、创新能手等

称号。近年来，他先后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作为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眼科骨干，他多次接

受上级下派任务参加各种义诊、手术工作，尤其是配合

残联、国际狮子会开展的“视觉第一，中国行动”，多次到

贫困地区进行白内障复明手术，先后共完成了一千余例

病人的手术。

张玉光先后获山东省“两好一满意”示范标兵、山东

省防盲扶贫先进个人、济南市五一劳动奖章、济南市复

明兴鲁先进个人、济南市优秀青年知识分子等称号。

张玉光：济南市
第二人民医院副院
长，眼科主任医师，中

华医学会山东省医学

会眼科分会委员、山

东中医药学会五官科
专业委员会委员、济

南市视力康复中心副

主任。

多年来，她致力于青光眼的治疗和研究，作为学

科带头人她坚持不懈地学习，对难治性青光眼等各

种类型青光眼采用多种手术方法，使千万患者重见

光明，得到了同行的赞誉。赴日本研修学习归来后，

将国际先进检测手段和临床经验相结合，在省内率

先开展了多项国内、国际先进诊断及手术方法，大大

提高了慢性单纯型青光眼、近视眼合并青光眼的早

期诊断率。对于青少年近视中青光眼病的诊断尤其

擅长，完成了《青光眼与近视眼相关因素的临床研

究》，使相当一部分青少年近视眼合并青光眼得到了

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在如何防治青光眼手术后并

发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效地降低了青光眼的致

盲率。

在团中央、卫生部、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中

国青年志愿者医疗扶贫万里长征”活动中，郭百灵深

入中西部老区为当地百姓义诊。历时 3 个月，接诊

3000 余人，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完成数例高难

度白内障手术。得到了当地群众、团中央及各级政府

的高度赞赏，被誉为长征路上的“光明使者”。

97 年她被评为济南市首批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2000 年被评为济南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先后评为

济南市十佳职业道德标兵、济南市三八红旗手、科技

创新先进个人、济南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获省卫生

系统三等功。

郭百灵：济南市
第二人民医院眼科主

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青光眼专业学科带头

人，中华医学会山东
省眼科分会青光眼专

业组副组长、济南市
眼科分会青光眼专业

组组长。

季强：济南市
第二人民医院眼底
病专业组主任，主

任医师，硕士生导
师。济南市眼科学

会委员，被山东省、

江苏省、河北省多
家大中型医院聘为

手术专家顾问。

从事眼科工作二十余年，精通眼科各专业疾病

的诊断、治疗、手术技术，尤其擅长糖尿病性视网膜

病变及各种复杂视网膜脱离及并发症的手术治疗，

采用超声乳化联合玻切术一次性手术治疗增值型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以及视网膜脱离并发白内障、引流

阀植入联合玻璃体切割激光光凝术治疗糖尿病性视

网膜病变并发新生血管性青光眼效果良好。他在国

家级专业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有两项科研

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他曾赴德国深造，并在省内率先开展了 25G、

23G 微创缝合玻璃体切割手术，减轻了手术损伤，缩

短了恢复期，使病人得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开展了难

度较大的黄斑内界膜撕膜术，用以治疗黄斑裂孔、黄

斑水肿，效果良好，尤其是早期板层黄斑裂孔通过手

术避免了进一步发展为全层裂孔视网膜脱离的可能；

在省内率先开展了近视手术有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

体植入术，为不能行激光近视手术的患者提供了一种

良好的近视治疗手段；在国内率先采用了非接触式广

角镜以及黄斑镜技术，直视顶压周边玻璃体切除技

术，一次手术成功率近 100%；率先开展了常规超声乳

化晶体吸除人工晶体植入玻璃体切割联合手术，这是

近几年国际流行的新手术方式，疗效显著，可为病人

缩短 2/3 以上的治疗周期，减少治疗费用，受到患者

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