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不分分户户改改造造，，供供热热新新规规恐恐““爽爽约约””
业内人士担心，若不改造老小区难达18℃大限

和不少供暖效果一般的老小区
相比，今冬四马路88单元内的市民可
以放心过冬了。去年单元楼上16户统
一意见进行改造，家里供热效果有
明显提升。据介绍，该单元楼建于
1997年，随着供暖年限加长，管道锈
蚀严重，家里供暖效果大打折扣。

但是对于分户改造一事，单元楼
内住户意见并不一致。于是住户王先
生自告奋勇担起了协调的责任。

“改造是早晚的事，大家多替别
人考虑点就好了。”王先生说，最终
在500供热公司的协调下，大伙终于
达成协议，顺利进行了分户改造。

改造后的首个冬天，该单元楼
的二楼住户于女士说，以往在家需
要穿羊毛衫加棉背心，现在穿个简
单的外套就能对付。

“花点钱也值得，改造后家里热
乎多了。”家住上夼西路241号楼的张
女士投资进行分户改造后，家里的
供暖效果比以前好了不少。记者采
访发现，老小区进行分户改造后，居
民普遍反映供暖效果明显改善。

分户改造后

供暖效果明显改善

尽管分户改造改善
了不少老小区的供暖效
果，但记者采访中了解
到，改造费、单元楼内意
见难统一以及改造带来
的装修麻烦是阻碍分户
改造重要因素。

记者从500供热公司
获悉，去年共有68个单元
楼进行了改造，但今冬只

有不到10个单元楼进行了
分户改造。

“当初我们交了暖气
投资费，这回又要交这么
多改造费，接受不了。”提
起分户改造，家住市府小
区的李先生在担心费用
问题。

芝罘区白石路的林
女士则担心进行分户改

造后，家里现有的装修就
会被破坏。

部分单元楼内住户
意见不一致也阻碍了分
户改造的顺利进行。芝罘
区忠义街5号单元楼，由于
不少原住户已搬走，租房
者不愿意掏钱参与改造，
导致分户改造迟迟未能
进行。

改造费等原因阻碍老小区分户改造

1、福山区福祥新苑9号楼赵女
士 :往年很早就收暖气费了，今年
还没贴出通知，想问一下今年能
否供暖。

福山热力公司回复：目前福
山区正在进行分片交钱，目前还
没有轮到赵女士所在的小区，请
市民耐心等待，届时会告知物业
贴出交费通知。

2、福山区鸿福春天21号楼居
民兰先生:今年冬天小区能供暖？

福山热力公司回复：根据目
前系统的显示，小区目前还没有
完成并网，所以兰先生所在的小
区现在还不能供暖。

3、芝罘区富甲小区三期居民
咨询：今冬能否供暖？

500供热公司回复：近期会对
富甲小区三期进行验收，如果各
项供暖设施验收合格后，小区便
可以进行供暖。

本报记者 朱文朋

自来水管老化

水白流两条街

本报10月27日讯（记者 朱
文朋） 27日，市民孙女士致电本
报说在芝罘区白石路大世界站点
路边，不断有水从一个小孔中冒
出，水断断续续流了两条街。

记者来到现场，沿着白石路
一直向西，发现了正在往外冒水
的小孔，由于地势原因，水沿着白
石路一直流了两条街。

孙女士说，早上六点半就发现
水往外冒了，流速虽然不快，但从早
上一直流到下午，水也流了不少。

“估计是自来水管道爆了。”
孙女士说。

烟台市自来水公司的几名工
作人员也赶到了现场，通过排查
发现是自来水管道破裂所致。随
后工作人员关上了该管道的总控
制阀门，自来水不再继续往外冒。

现场一名工作人员说，是地
下已经废弃的管道老化所致，只
要把这截老化管道锯掉，然后封
堵住管口就可以了，不会对附近
居民生活用水产生影响。

用网络推广公益

弘扬正能量
2012年夏天，在一次工地演出

活动中刘文家结识了学雷锋志愿
者服务队的队员，从此踏上了跟随
公益团队拍摄的道路。

“公益是服务他人，同时也快
乐自己。”刘文家说。如今，慕名而
来寻求拍摄的艺术团队和公益团
队越来越多。

为让更多人了解公益，弘扬正能
量，刘文家把拍摄的公益视频，传到
了自己优酷“难忘的岁月”账号上。

刘文家还愿意拿着摄像机拍
摄烟台的一些风景，将这些嵌入在
公益视频中，弘扬正能量的同时不
忘推广大美烟台的形象。

“我现在72岁，年龄大了，我的
公益拍摄梦要交给下一代了。”刘
文家说，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加
入进来，传承这个梦想。

本报记者 孙淑玉

今年9月1日施行的《山
东省供热条例》中明确规
定，供热企业应当保证采暖
供热期内用户卧室、起居室
的温度不低于18℃。

“室内供热设施是否
达标，外墙效果及室外温
度都将影响供热质量。”

业内人士称，分户改造只
是保障老小区达到供热
1 8 ℃新规的“第一道防
线”，不主动改造必然影
响供热效果。

“市民如果不能正
视供热设施和房屋结构
本身的问题，单纯指望

新规提温不切实际。”业
内人士担心，分户改造
数 量 减 少 会 影 响 今 冬
1 8 ℃“ 供 热 大 限 ”的 效
果，市民不主动改善自
家供热质量而期待新规
改变供热效果，最终会
以失望收场。

不分户改造，恐盼来对新规失望

为为留留住住美美丽丽，，一一拍拍就就是是3300多多年年
烟台七旬老人刘文家痴迷摄像，免费为公益团队拍摄视频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穆敏

从2012年开始，家住幸福的
刘文家走上了专业拍摄之路。这
些年他自费更换了4台摄像机，用
3台电脑进行剪辑。他希望自己的
作品能传递正能量，弘扬社会正
气。

刘文家今年72岁，30年前的一次
偶然让他爱上了摄像，从此乐此不
疲。

上世纪80年代初，刘文家在一次
到蓬莱旅游途中，一位外地朋友帮他
拍摄了一段视频，他觉得这种动态的
记录方式非常好，刘文家从此迷上了
摄像。

“我当时的表情、动作都被拍了
下来，还是能动的。”翻看这段影像记
录时，刘文家被深深打动，开始在工
作之余用佳能小相机进行拍摄，以简
单录制的方式满足自己的喜好。

2011年夏天，艺术团的朋友请他
帮忙拍摄舞蹈视频，用于纠正舞蹈动
作，视频拍出来后得到大家的一直夸
赞，大大鼓励了刘文家，此后他开始
更频繁地免费帮人拍摄，记录下了生
活里美好的动态瞬间。

一次偶然

让他走上摄像路
为了更好地留下这些

瞬间，刘文家自费更换了4

台摄像机，备下三台电脑
方便剪辑。

刘文家回忆说，在2012

年他才狠心花了近1万元买
了一台松下摄像机。

用这台摄像机，刘文

家在南山公园拍摄了第一
场节日演出。看着剪辑出
来的片子，他和老伴高兴
得不行。

刘文家说，拍摄一些
公益演出活动时，各个方
面都要拍摄到，但一台摄
像机不一定能拍全，所以

后来就又买了一台，两台
机器同时拍摄。

随着拍摄次数增加，
拍摄质量不断提高，刘文
家又先后购买了两台摄像
机。除了一台已经坏掉外，
如今只要出门3台摄像机
总有一台在身边。

为拍好视频，先后添置4台摄像机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穆敏

9月1日起施行的《山东省供热条例》中，将供暖最低温度升至18℃。记者了解
到，在烟台不少老小区供暖设施用了近20年，管道老化已严重影响供暖质量。

但记者采访发现，在供热新规实施的首个冬天，和往年相比今冬报名分户改
造的市民大大减少，业内人士担心，市民若不主动进行改造，而单纯期待新规改
变供暖质量，最终只会收获失望。

为了更好地进行剪
辑，刘文家特意到三站附
近的一家摄影器材店学习
了剪辑技术。

“在店里跟一个小伙
子学习，一点点地摸索。”
刘文家说，回到家再慢慢
琢磨学习，直到能剪出一
个满意的视频。

“拍摄的视频很多，有
些人急着要。”刘文家说，
后期视频制作一台电脑根
本应付不过来。为了节省
时间，刘文家小小的“工作
室”里备下了三台电脑，一
台在输出时，就用另一台
剪辑视频，三台电脑轮着
工作。

因为不会拼音，刘文
家在制作视频字幕时只能
用手写板一个字一个字地
输入电脑。

“出去拍完回来就开
始剪视频，有时坐在电脑
前就睡着了。”刘文家说，
老伴只好自学后期制作帮
他减轻工作量。

自学视频制作，备三台电脑方便剪辑

有问必答

延伸阅读

延伸调查

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
现场排查漏水原因。 本报记者
朱文朋 摄

刘文家正在自家书房里剪辑视频。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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