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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还建小区后，生活老习惯改不了

住楼了，她还当院烙煎饼

农村还建后，农民的生活

环境有了巨大改善，很多人住

上朝思暮想了几十年的高楼，

搬迁的喜悦才刚过去，烦心事

也随之而来：一些从小养成的

生活习惯，开始与现在的社区

生活格格不入。

居民：

住进楼房

还想种地烙煎饼

家住大朱夏社区的魏克
斌今年 75 岁，2009 年时住了

30 年的老房子拆迁，他和老伴

搬进了村里还建的小区居住。

然而住上楼以后，魏大爷却有

自己的烦心事：种了一辈子

地，却突然没地种了，总觉得

少了点什么。为此，魏大爷在

一块已经圈起来但尚未开发
的空地上，开辟了一块“耕

地”，每天和老伴骑 10 多分钟

的车，来到这块地里劳作。村

里像他这样在外面种地的还

有很多，还有些居民干脆将小
区里的绿化带开辟出来，种上
了农作物。

“没上楼以前，俺都在家

里烙煎饼，上楼以后，没地方
烙了，就买煎饼吃，但是总觉

得买的煎饼不如自己烙的好

吃，这才在楼下弄了个鏊子烙

煎饼。”在金颐社区，一位正在

烙煎饼的大姐告诉记者，村里

很多人这样烙煎饼。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烙

煎饼、杂物乱堆乱放、在绿化

带内种植农作物的情况在一
些还建社区还很普遍，有的

甚至在居民楼下搭起了狗

窝。

社区：

疏导结合

慢慢改变旧习惯

“村民刚一上楼时，很多

住在村居时养成的习惯难以
改变，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

毕竟多年养成的习惯不是说

改就能改的。”东南坊社区村

委主任张国兵告诉记者，他

们村的村民上楼之初，村里

保持了比较宽容的态度，没

有将村民的这些习惯一刀切

断，而是通过一段时间让村

民适应，然后再慢慢地改变

这些习惯。

“一些年纪大的村民喜

欢烙煎饼，旧家具堆在小区

里舍不得扔掉，这些问题村

民入住社区伊始确实存在，

社区采用了疏导结合的方
式，对一些可以存在的生活

习惯我们尽量尊重，对一些
影响小区美观的习惯我们坚

决制止。我们在社区自行车

棚旁边建了些棚子，喜欢烙

煎饼的居民可以去里面烙，

一些居民不舍得扔掉的旧家

具，社区出钱回收，再处理

掉，不过在绿化带内种菜这

种行为，我们是坚决不允许
的。”大官苑社区周凤彬书记

告诉记者，在政策实施之初，

有些村民确实有意见，但是

一段时间后，村民看到社区

的环境确实好多了，也就慢

慢接受了。

而有些人则对村民上楼

后所要面临的问题表示了担

忧。在李官镇采访玫瑰湖社
区住宅楼封顶时，记者碰到

了一位前来参加仪式的邻村

村干部。望着拔地而起的居

民楼，这位村干部向记者讲

述了他的担忧：“我们这边还

属于农业区，农民上楼以后，

地还要种，牲畜还要养，可是

现在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些问

题，以后家里的农具要往哪

儿放，家里养的牲畜以后要
在哪里养，总不能把农具都

扔在路上、牛羊都养在小区

里吧？”他希望小区还建的时

候有关部门能给他们解决这

些问题。

文/片 本报记者 胡

跃东 实习生 卢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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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 月 11 日讯 (记者

伟伟)持续低温给市民生活造

成了很大影响，这不，租住在

市区南坛小区的张女士打来

电话说，小区水管管道被冻住

了，20 多天没水吃了。

依照张女士的指引，记者

来到位于临沂移动大厦南边

的一条胡同。胡同尽头处两排
南北走向的民房就是张女士

反映的断水 2 0 多天的地点。

这里住着 1 2 户居民，大多为

南坛社区居民和一些租房客。

张女士就是其中一名房客，因
为与周围住户不熟识，这没水

的 2 0 多天里，她天天从单位

带水回家吃，洗刷用水还行，

就是衣服没法洗。

记者敲开一户人家的门，

一位女士在收拾东西。她告诉

记者，因为没水，她家已搬至别

处，她是回家取东西的。她还

说，早在四五年前巷子硬化的

时候，就有人发现水管管道老

化严重，当时还安装了备用管

道。这些日子天冷，老管道被冻

住了，启用备用管道时才发现，

新管道内的存水因为不流动也
被冻住了。居民们担心破路维
修管道后，路面硬化又得各家

各户凑钱，所以这事就搁置了。

记者电话咨询了实康水

务管线部的李刚部长，他说：

“每种管子埋深多少是有技术

参数的，该小区的管道显然是

埋浅了。”如何解决呢？李刚表

示很为难，“想根本解决只有

重新进行水管改造，目前只能

尝试用火烤路面的办法化开
冻住的管道。

天气太冷，水管管道被冻住了

南坛小区 12 户居民断水 20 多天

农村安装宽带

咋这么难？

费县桑家庄的王女士在村庄附

近开了一家工厂，为了方便做生意，

她家从村里搬到了工厂里居住。王女

士为了能让孩子上网，购买了一台电

脑。

但令王女士着急的是，电脑买来

了，儿子的上网问题还是没解决。王

女士咨询了中国电信，工作人员说没

有接口了，这令王女士一头雾水。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中国电信，工

作人员说经过查询，桑家庄还没有铺
设管道，所以无法安装宽带。记者又

咨询中国联通，工作人员说桑家庄是

可以安装的，具体事项需要咨询当地

营业厅。经咨询，由于王女士家不住

在村里，只能等到年后铺设管道后再

安装。

记者将此结果反馈给王女士，她

表示现在农村上网需求很大，希望有

关部门能多多关注农村上网问题。

帮办记者 崔洪英

租住户为啥多交

垃圾处理费？

本报 1 月 11 日讯 (记者 吴
慧 实习生 卢丹) “本小区的住

户每户每月交纳 6 元的垃圾处理费，

外来租房人员每户每月需要交纳 8

元的垃圾处理费。”这是市区小埠东

铁路小区的一则收费规定。为啥外来

租房人员每月要多交纳 2 元的垃圾

处理费？市民陈先生对此很不理解。

陈先生告诉记者，他是今年刚毕

业的大学生，在小埠东铁路小区打算

租一套住房时看到了这则通知。“两

元钱其实也无所谓，就是感觉有点不

公平，”陈先生说。

据该小区物业部门一工作人员

介绍，按照物价部门的规定，每人每

月收取 3 元的垃圾处理费，物业部门

按照每户三人的标准进行收费，每户

每月需要交纳 9 元的垃圾处理费。因

小区内多数为铁路职工，物业为了照

顾职工，每月每户收取 6 元的垃圾处

理费。对于租住户，他们也适当进行

了照顾，每月收取 8 元。

临沂市物价局收费科一工作人

员介绍，按照物价部门的规定，生活

垃圾处理费，每人每月 3 元，如果住

户对垃圾处理费收取有异议，可以拨

打价格投诉电话 12358 进行投诉。

本报 1 月 11 日讯 (记者

文梅 韩纪功 实习生 卢丹)

出租车上的对讲机到底该去该

留？本报 11 日的报道《出租车随

意安装对讲机》引起市民热议。

一些读者打来电话，表达了不同

的看法。

“开出租车是个辛苦活，枯
燥乏味不说，司机呆在驾驶室这

个狭小的空间里，从早到晚，连

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司机手头有

个对讲机，抽空跟同行聊上几

句，可以解闷提神，互通信息；一

旦遇到紧急情况，还能及时联

络，一呼百应。”市民季先生说。

他认为，对讲机对出租车司机来

说是很有用处的，只不过有些司

机只顾自己谈天说地，没有考虑

乘客的感受，让人心生反感，他

建议出租车司机尽量别当着乘
客的面使用对讲机。

出租车司机张先生则认为
对讲机没什么用，他说对讲机里

都是“胡拉”，而且不文明，很多

乘客都跟他说过这个问题，出租

办开会也经常批评这些司机们

说话不文明。至于报路况，广播

电台的播报很详细。

出租办的一位管理人员告

诉记者，装对讲机，出租办的态

度是不严格禁止，但也不支持。

因为装对讲机影响文明驾车，但

一些出租车司机自发成立的爱

心车队通过对讲机互帮互助，又

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还有

什么看法，商报聊吧邀请市民

12 日下午 2 点到天福茗茶开

元店，与出租车司机及有关部

门工作人员当面聊聊。想参与

的市民可拨打 13969998516 与

我们联系。

出租车内对讲机该不该拆

下午两点欢迎您来本报聊吧聊聊

居民在小区内烙煎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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