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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社区

三三口口之之家家一一单单要要交交225599吨吨水水钱钱
因之前系统故障需补交水费，但无补交明细引居民不满

本报8月21日讯 (记者
苑菲菲 ) 2 1日，开发区金鑫
家园小区的居民拨打本报热
线电话称，上个周开发区自
来水公司贴出一张收费单，
把所有人惊住了：30和31号楼
的部分居民这季度要交六七
百块钱的水费，而之前他们
每户每季度的水费只有几十
块钱。难道收费单打错了？记
者进行了探访。

小区居民邢女士家是收到
高额收费单的其中一户，邢女
士说，小区按季度交水费，但这
个季度她家的水费是750块钱，

也就是说“用掉”接近259吨水。
这让邢女士大为不解，“我家又
不开工厂，家里就三口人，哪用
得了这么多水？”

记者在小区里转了一圈
看到，单元楼外还贴着几张
没被领走的水费单，这些用
户的水费都在六七百块钱。
居民们告诉记者，最多的用
户这次需要交1000多块钱水
费，居民们都觉得匪夷所思。

在3 0和31号楼的单元门
旁边，还贴着一张落款为自
来水公司营业部的通知，上
面写着，因水表采集器发生

故障，导致数据传输失真 (用
多传少)，现已纠正(现在的表
数才是每户的实际用水量)。

对此，居民周先生介绍，
前段时间确实出现过一季度
用几升水的情况，可能情况
真如自来水公司所说，但错
误并非是居民造成的，而且
这次收的水费是怎么计算出
来的，哪部分是补交的，补交
哪几个月的，自来水公司都
应该公示，不能让这水费交
得不明不白。

对于这次“补交”水费事
件，记者联系到开发区自来水

公司。
一名办公室工作人员解

释，金鑫小区自来水表采集都
是使用机器，然后通过电子传
输系统传到自来水公司。自来
水公司最近核查的时候发现，
以前传输的水表数据出现了误
差，远少于居民用水量。这次收
的水费中，有一部分是补以前
的差额。

由 于 没 有 看 到 收 费 明
细，也不知道之前的水表基
数，居民们无法核实自己到
底该交多少水费，双方一直
在僵持。

路年年被冲毁

俩村合力整修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李大鹏)

路边的苹果、花生快熟了，村里运
输的路却无法通行。为了秋收，栖霞
市杨础镇衣家庄村的200多户村民自
发起来拉土填道、修筑道路。

一个月前，栖霞市杨础镇衣家庄
村通往邻村的五六里路被雨水冲毁，
车辆无法通行。48岁的村民王荣强称，
从他记事起，这条路就年年被冲毁。

“有一年，村里种西瓜。因为路没修好，
西瓜都烂在地里了。”王荣强说。

眼看要到了秋收时候，很多村民
都着急了，开始自发组织修路。20日，
栖霞市杨础镇衣家庄村200多户村民
开始动工，邻村观里镇小寨村的村民
也参与进来，俩村决定共同修好这条
路。

退休教师领头

修理村里泥路

本报8月21日讯 (通讯员 马德
秋 记者 柳斌 ) 7月的几场大雨
把莱州市文峰路街道小吉林头村的
进村道路冲得一片泥泞。在村里一位
退休老师的带动下，村民自发捐款修
路。

15日，记者在文峰路街道八蜡庙
村三城线道西看到一块约三米高、双
面刻有“小吉林头”的棱形村碑。

“这块村碑是俺村在石材厂干电
工的李昌春无偿捐赠的，这条路是在
俺村67岁退休女老师官玉敏的号召
下自发修的。”正在维护路面的村74

岁老人罗盛普告诉记者。
据了解，小吉林头村有一段1000

米长的泥土路，因常年失修，每逢下
雨下雪就难以行走。7月的几场雨后，
路面更是坑坑洼洼。

67岁的退休教师官玉敏就与老
伴带头捐出1100块钱，并在村里发起
修路号召。众人捐出了修路的钱开始
动工，村民李昌春还自已出钱在村头
立上了一块十几吨重的村碑。

“小发”陪伴15年

不愿让它安乐死

对于“小发”，丁天一说家人倾尽
了全部的爱去照顾它。“15年前，儿子
从夜市上花了100块钱把它抱回来。”
他说，平时家里人吃啥，就给“小发”
吃啥。“一转眼我和老伴儿上了年纪，
它也老了。”他说，虽然家人常带着

“小发”遛弯，但遛弯时它反倒像是一
个保镖，紧紧地跟在家人身边。

“它走不动路后，我曾抱它去宠
物医院拍片，医生说是脊椎出了毛
病，很难治愈。”丁天一说，在他看来，
只要这个小伙伴没有离去，他就会好
好待它一天，绝不会让它安乐死。随
后，他想出了给“小发”做个“专车”的
主意，让它和别的小狗一样，能每天
外出透透气。如今，丁天一每天3次抬
着载有“小发”的小车下楼。

“我们全家都喜欢养动物，猫猫
狗狗养过不少。”丁天一回忆，自打他
年幼时养了第一只狗开始，家里就从
来没有缺过小动物。

“原来养过一只波斯猫，开始时
它乱拉乱尿，我就每天从外面抬回一
小袋沙子给它。”他说，给爱猫抬沙子
的动作天天重复，一晃就是23年，直
到那只猫老去。此外，他还对另一只
养了10年的松狮犬印象深刻，“起初
四五年在家养，后来有关部门不让养
狗了，我就把它送到了动物园，每天
走几里地给它送吃的。”

本报记者 石磊

都都是是吕吕剧剧爱爱好好者者，，唱唱戏戏就就图图个个乐乐
本报8月21日讯(见习记者

蒋大伟) 21日晚，在幸福中
路裕顺家园小区门前，一个附
近居民自发形成的吕剧班子，
像往日一样开唱，不少市民围
观欣赏。据记者了解，班子成
员聚集在一起就为图个乐，另
外，他们不想让吕剧这种山东
地方传统戏曲失传。

21日晚上8点，记者来到
裕顺家园小区门口，很多人
已经自带马扎排排坐下听着
优美的吕剧，剧间休息聊着
家常。

记者看到，来欣赏吕剧的
主要是老年人，他们专注倾
听，十分入戏。另外，还有一些
小孩喊着，“又要开始了。”听
不出门道，来凑个热闹，看着
那些平日不多见的乐器，眨着
大眼睛一脸的好奇。

“最喜欢听吕剧了，现在

电视里很少播放吕剧，我最喜
欢的选段是《双玉蝉》，是一个
悲剧。”戏迷孙阿姨说，来这听
戏、唱戏的不只是这个小区的
人，还有很多附近小区的戏迷
来助阵。

晚上9点多，大家开始收拾
乐器准备回家。记者采访到班
子的骨干张成良先生，张先生
说：“乐器都是我们自己买的，
聚在一起就是图个乐，走过路
过的喜欢吕剧的都可以上来
唱几句，我们这有吕剧的全部
曲谱，得有一千多首。”说着从
谱架上拿下词谱给记者看，记
者发现几本厚厚的词谱都是
手写复印的。

据记者了解，这支吕剧班
子从2007年开始慢慢组织起
来，最多时有12人，大多数是60

多岁的老人。在这支自发组织
的班子里，大多数是业余爱好

者，大家在一起都是切磋学
习。

“现在很少有年轻人加入

吕剧的队伍，真的希望吕剧这
个山东地方戏能够很好的传
承下去。”张先生说。

即即使使它它残残疾疾了了也也不不忍忍心心丢丢弃弃
残疾京巴坐特制“的士”遛弯，老人悉心照料爱犬感动附近居民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石
磊 ) 几天前播出的《非诚勿
扰》节目中，男嘉宾马剑讲述了
其因不舍残疾爱犬而与女友分
手的故事，不少观众对为这富
有爱心和责任感的行为大为赞
赏。在烟台，也有一位对残疾爱
犬不离不弃的市民。21日，家住
烟台市芝罘区上夼西路74岁的
老人丁天一，推着为自家15岁
爱犬“小发”特制的“的士”遛
弯。“‘小发’已经15岁了，我希
望它能幸福地度过余下的日
子。”丁天一如是说道。

21日上午10点左右，烟台市
芝罘区上夼西路附近居民楼下，
一些宠物犬在主人的牵引下，欢
快地穿梭于绿化带和楼间小路
上。在这些毛色各异、大小不一
的狗中，有一只黄毛京巴小狗引
来不少市民的目光。这只京巴后
肢紧紧贴在地面，行动时艰难地
拖动着下半身，每挪动几下就会
停下来歇息一阵子。

“这只狗是俺家的，叫‘小
发’，是只残疾狗。”京巴的主人
丁天一坐在一旁，或许是看出

“小发”的心思，他起身快步走到
小狗身边，轻轻地将它揽进怀
里。“它这是想兜兜风了。”丁天
一把“小发”放进身边的小车里，
推着它向不远处树荫下走去。

这辆小车是丁天一为“小
发”量身打造的。“不知道什么
原因，今年年初‘小发’就走不
动路了，一直拖着身子走。”丁
天一说，他和老伴儿心痛万分，

就把家里的购物车取出来，在
里面放上一个马扎子，又垫上
四五层褥子，最终为小发制成
了这辆专用“的士”。

一些健康的小狗看到坐在
小车里的“小发”，不禁围着小
车转来转去，看上去羡慕不已。
而“小发”则一脸轻松模样，偶
尔愉悦地叫上几声，放佛在向
同类们展示自己的专座。

“它很听话，从来不伤人，

之前我也给‘小发’办过证。”交
谈中丁天一告诉记者，他知道
近期有关部门在集中治犬，他
打算近期就去给“小发”换上电
子芯片。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附近
很多住户都知道丁天一和“小
发”的故事。附近住户孙先生
说：“老人推小车带狗遛弯的场
景太感人了，我想小狗也会感
受到主人的爱心，向老人致

敬。”另一位住户刘先生认为，
“小发”是幸运的，虽然它身患
残疾，但主人并没有将它抛弃，

“相比那些把狗抛弃的人来说，
老人显得很高尚。”刘先生说，
在不幸的动物面前，如果人类
不施以援手、任由它独自面对
困难，是最悲哀的事。

记者临走前，丁天一说，他
和家人将继续善待“小发”，直
到它不在的那天。

自发修路

难舍这段情

21日，丁天一老人像往常一样用小车推着“小发”遛弯。 本报记者 高绪亮 摄

21日晚上8点，吕剧班子旁围满了前来听戏的小区居民。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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