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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费难收逼得府前小区物业下“狠招”

交齐物业费就送两桶食用油
本报 1 月 3 日热线消息

(记者 张倩) 交费送食用

油啦！听到这句话，大家往

往想到的是通讯公司的促

销手段：预存多少元话费送

油或送大米。但是，这次要
送油的却是一家物业公司。

本来交物业费就是居民的

义务，咋交费还送油呢？该

物业公司的经理无奈地感

叹：物业费，难收啊！

3 日上午，府前小区三

号楼的侯女士来到府前小

区物业管理处，交上了 2011

年的物业费。随后，物业处

的工作人员取出两桶食用

油交到了侯女士的手中。负

责府前小区物业工作的王

经理说：“为了鼓励小区的

居民交物业费，从 1 月 1 日

起，凡在 1 月内到物业处交

齐 2011 年全年物业费的住

户，都能领到两桶食用油。”

他还说，负责府前小区的物
业工作已有 3 年的时间了，

每年收物业费都是件愁人

的事儿，无奈之下，只有自

费做“促销”。

记者发现，小区里各楼

道的门口都有物业公司的

“促销”通知。据介绍，这些

通知是 2010 年 12 月 28 日

贴上的。“这样一鼓励，主动

来交物业费的住户多了许

多。截止到 3 日上午，已经
送出了 66 桶食用油。”王经

理告诉记者，这次他一共买

了 1 万余元的食用油，两桶

油价值大约 50 元。“如果油

能发完，说明来交物业费的

住户多了，我觉得值！”他

说。

据悉，住户想要领取到

食用油，除了要交齐 2011 年

的物业费外，还必须保证不

能有往年的物业欠款。王经
理说，由于小区里有许多外

来租房户，租住的期限不定

且流动性大，物业费的“清
欠”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

他提醒户主或租户，要配合

物业部门，主动交物业费，

一旦物业采取限电等措施，

受影响的还是住户。

安慧南区有人清晨吊噪子

居民直呼忒扰民

本报 1 月 3 日热线消
息 (见习记者 王参) 近

日，市民郭先生拨打本报热

线电话称，安慧南区附近每

天早晨都有很多老年人在

晨练，“大爷大妈们晨练不

要紧，要紧的是有人大早晨
的清嗓子，一到清晨就被吵
得睡不着。”

郭先生说，每天早晨都

有中老年人在他们小区附

近的空地上晨练，“今天早

晨怎么也得零下七八度，早

晨 5 时许，我就被几个唱京
剧的老爷子给吵起来了。”

郭先生称他在一家私有企

业上班，每天回家时间很

晚，休息时间特别短，想睡

个安稳觉很不容易，现在整

天盼着早晨下雨下雪，这样
就没有晨练的了。

高中生钟同学也觉得

老年人晨练唱京剧不大好，

“声音挺大的，经常被吵得

睡不着，有时候早晨想多睡

一会也不行。”

3 日早晨 5 时许，记者

在安慧南区南门看到，有

很多中老年人在围着护城
河晨跑，空地上有打太极
练剑的人，还有几个老年

人唱京剧，清晨声音格外

响亮。一名晨练的老人说：

“我们白天没事就打个盹，

早晨就睡不着了，再说了

早起出来锻炼锻炼身体也
挺好的。”一位唱京剧的老

人认为，早晨起来清清嗓

子对肺有好处，当记者说

可能会影响到附近睡觉的

居民时，这位老人忙摆手，

“不会不会，我声音这么

小，再说离楼这么远，他们

怎么可能听到呢。”

1 月 3 日，向阳街中段，白色的热汽从井盖边缘冒出，影响了过往车辆司机和路人的视线。旁边饭店的工作人

员说：“可能是供暖管道从下水道边经过，下水道的水汽被加热后冒了出来，从供暖开始后就一直这样了，冷天白汽
就更明显，前两天还因为影响了司机视线，出了次车祸呢！” 本报见习记者 段学虎 摄影报道

醉酒男子大闹医院

医生无奈拨打 110

本报 1 月 3 日热线消
息(见习记者 张琳琳) 1

日晚 9 时 30 分左右，一名

醉酒男子因酗酒严重，被其

同伴送至胜利油田中心医
院。男子在被告知去医院二

楼观察室打针时，却跑到医
生办公室里躺着，医生好言
相劝，该男子却出言不逊，

无奈之下，值班医生只好给
110 打电话寻求帮助。

当记者赶到医院时，文
汇派出所的几名警察已经
在医院将酗酒男子从二楼

医生值班室拉至一楼大厅，

记者看到，该名男子衣服不
整，还有些神志不清，正歪

躺在医院大厅的座位席上。

据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急诊科的护士说，该名男子

因连续喝了 4 天酒，其同伴

看他喝酒喝得嘴唇发黑，便

将他送至医院，“我看他的

同伴嘴唇也和他差不多颜
色。”这名护士怀疑他和他

的同伴是亚硝酸盐中毒，但

因为这名男子在医院发生

了这起事件，他们没打针就
离开了医院。

“今天因喝醉酒来医院

的人太多了！”医院急诊科

的护士对记者说，元旦这

天，不少市民都想好好庆祝

一下，各类晚宴和饭局也都

随之而来，因酗酒而导致情
绪失控的人太多了，医院从

1 日晚上 7 时到 9 时 30 分
就有 5 名醉酒的人就诊。

1 月 3 日，济南路上一辆自西向东行驶的公交车吸引
了正在等车的市民们的注意。这辆车的“屁股”上被贴上了

“麻湾浮桥已通行”的广告语，红底黑字，很是显眼。

本报见习记者 任小杰 摄影报道

虽已明令禁止一年多

“在职老师”仍是家教业主打招牌
本报 1 月 3 日热线消息(见习记

者 任斌) 《山东省义务教育条

例》于 2010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至

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其中明确规

定：在职教师不得从事各种有偿补

习活动。近日，有市民拨打本报热线

电话称，还有家教机构大打“在职教

师”的招牌。

3 日，记者在东营市实验学校

附近看到，很多“中学辅导”、“家教”

的广告特别标出“中学教师任教”等

信息。记者拨通了广告上的联系电

话，对方称他们的家教机构中从事

教学的大部分为“在职老师”。当记
者询问“在职老师”都是哪些学校的

时，对方拒绝回答。

在东营家教网、阳光家教网、东

营家教中心等网站上，家教的注册

信息中，很多人以“在职老师”的身

份吸引人的眼球。记者联系到了自

称“在职老师”的宋大海(化名)。宋老

师说他在学校是英语老师，兼职家
教也以英语辅导为主，现在正辅导

着一名初二的学生。当记者问他教

学的学校时，他说：“有规定不让在

职老师做家教，不方便透露。”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家长

想请“在职老师"做家教。正为孩子

找家教的刘女士称，她想找一位在

职老师给孩子辅导。她还说：“在职

老师有经验，了解哪些是重点和非
重点，可以有效地进行辅导教学。”

省里明文规定在职教师不得从

事各种有偿补习活动；不得动员、组

织学生接受有偿补习；不得利用职

务之便谋取私利。不少老师慑于压
力不再从事家教业，但是不少家教

机构还是打出在职教师的招牌来招

揽生意，其中真假尚不得而知。

低温冻坏不少太阳能热水器

安装防冻带忙坏厂家维修工
本报 1 月 3 日热线消息(见习

记者 王超 王健) 太阳能热水

器现在几乎成了居民的必需品，

但随着天气变冷，太阳能热水器

管道被冻住的情况越来越多。“最

多的时候一天内给 3 家安装了太

阳能防冻带。”从事太阳能维修工

作的张师傅告诉记者。

辽河小区的居民王女士说，

她家的太阳能热水器已经有好几

天不能正常使用了，“上次寒潮来

的时候，就冻住了。”她还说，好多

邻居家的太阳能热水器都冻住

了。居民李女士说：“我家里安了

两套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冻住

了就用电热水器。”记者随机询问
了几位市民，多数都表示家中安

装了太阳能热水器跟电热水器两

套装置，天冷的时候一般使用电
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几乎处于

“冬眠状态”。

维修太阳能热水器的张师傅告
诉记者，现在太阳能热水器管道被

冻住的非常多。“最多的时候一天给
3 家安装了防冻带，12 月份大约装

了 10 套。”张师傅还介绍了几个太

阳能热水器管道防冻的小窍门：如

果太阳能里水是满的，可以将家中

热水开关略开一点，让热水器呈滴
水状态；如果太阳能热水器没水或

水比较少时，可以将太阳能热水器

的上水阀略开一点，使管道内有水

流动，就能有效地防冻。

就此情况，记者还询问了某

太阳能热水器在东营的经销商。

据介绍，现在新型的太阳能热水

器一般都带有伴热带等防冻装

置，但是在气温特别低的时候，可

能防冻效果还是不明显。用户可

以安装自动排空防冻装置，那样

效果比较好，但是要另行收费，价

格在 1000 元到 2000 元不等。

热汽堵路

流动的“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