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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私接”排污管居民起争执

20日上午9点多钟，当记者来到

上夼西路217号楼时，几位老居民正

和新搬来的住户争吵。靠近楼洞口的

地砖已经被挖起，几名工人正在挖

沟，沟的一侧放着几根白色管子。

“你们说挖就挖吗？万一冬天管

子爆了，屎尿都跑出来就在楼门口怎

么办？”这个楼洞的王大妈告诉记者，

挖沟的是新搬到二楼来的住户，早上

一出来就看到他们在挖沟，从二楼他

们租住的房子连接一根污水管到小

区的污水井里。但是，居民们考虑到

这样一来，污水管安在楼外，冬天一

旦爆裂，小区内将污水横流。双方因

此起了争执。

新搬来的是附近一处建筑工

地上的几位工作人员。“我们有什

么办法，污水排到哪儿去？”新搬来

的吴先生告诉记者，因为这栋楼的

下水道堵了，现在污水已经冲破下

水管的最下方，生活污物全都排到

地下一层去了。他们怕下面存的污

水、污物太多会上泛，所以想接一

条管子，把他们家的污水直接排到

井里去。

◎探访

管道被堵“三不管”

记者跟随吴先生来到地下一层，

只见入口处堵了一堆沙石，里面黑洞

洞的。“怕水泛出来，就堵上了。”再次

转到楼的一侧，通过一个用来通管子

的洞，记者看到了里面的状况。

这个不算太大的房间，注满了

从楼上排下来的灰黑色的污水、污

物，正在重接二楼管子的工人穿着

高高的雨鞋，污水几乎没膝。由于

气味刺鼻，工人不断地到洞口换

气。“这全部是楼上排下来的污

水，”吴先生说。

住在吴先生楼上的一位退休老

工人告诉记者，从两年前开始，这个
单元的下水道就不断被堵，有时污水

会直接泛到家里，他和这里的住户不
断找工人来疏通，直到今年，工人告
诉他们别再找了，楼内的化粪池已经
堵了，就算捅开了也没有地方排。“听

说清理化粪池不是个简单的活。之

后，我们到处打热线，找负责的，也没

人管。”不久之后，可能是压力太大，

地下一层的下水管破裂，现在居民的

生活污水全都排到地下室了。

到底应该是谁来负责处理？3楼

的一位大爷告诉记者，这里的居民楼

是90年代一家罐头厂和一家建筑公

司联合建设的。产权也属于这两家。

后来这几栋楼都转给了山村果园公

司，目前没有物业公司负责管理。现

在，有传言说这栋楼就要拆了，更成

了“三不管”地带。

◎排水处

此类设施应由产权人负责

没有物业管理的情况下，居民楼

内的化粪池、管道疏通问题要怎样解

决呢？

20日，记者就这一问题咨询了

烟台市城管局排水处的孙科长，孙

科长告诉记者，按照《烟台市城市

排水设施管理办法》二十一条，化

粪池(含化粪池)以内的排水设施，

由产权人负责；化粪池以外至城市

公用排水设施之间的部分由产权

人委托城市排水设施管理机构有

偿养护。“这里的产权人，既代表产
权单位，也包括居民。”孙科长建

议，排水问题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协

商解决。

20日下午，记者通过电话联络

了烟台市山村果园公司，但没有接

通。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

曾与梅兰芳弟子同台搭戏

现在，她是社区

京剧圈里的“一姐”
本报实习记者 侯晓 本报通讯员 张芳

“未见其人，先闻其

声。”9月29日上午，记者来

到奇南小区王玉琳老人家

门口，驻足，隐约听见一阵

圆润的京剧唱腔声。唱声

停止，一位老人打开房门，

神采奕奕。没见过本人，你

很难想象一位年近八旬的

老人看上去顶多也就 5 0

岁。住在附近的老人们回

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王

玉琳在烟台就是个“明

星”，当时，烟台坊间有“四

小名旦”之说，王玉琳就是

其中一个。

七岁爱上京剧

曾与梅兰芳弟子同台搭戏

王玉琳老人回忆道，

七岁时第一次跟母亲到戏

园子听戏，就彻底迷上了

京剧，自此便一发不可收

拾。“那时家境并不是很

好，我们小孩子没别的爱

好，没事就去听戏，后来慢

慢就喜欢上了这个行当。

每次听完戏回家，我都会

和玩伴们模仿表演戏中的

段子。”

长大后，王玉琳便开

始系统地学习京剧表演，

后来还有了和梅兰芳最后

一个弟子毕谷云同台演出

的机会。

1957年，王玉琳在莱

阳剧团工作，毕谷云作为

一个流动演员来到剧团，

需要演出几个月。当时，王

玉琳可是剧团当之无愧的

台柱，剧团便要她跟毕谷

云搭戏，给毕谷云当配角。

二人在《西厢记》选段合作

中，王玉琳甘当“绿叶”，毕

谷云扮演“红娘”，王玉琳

扮演“崔莺莺”。“当时毕谷

云对观众来说还比较陌

生，要混个脸熟，必须要有

个熟面孔作为搭档。这是

工作需要，不过和梅兰芳
徒弟配戏也算是一种福
分。”

她是“四小名旦”之一

人称烟台“雪花膏”

奇南社区的一位老人

告诉记者，上世纪五十年

代，烟台民间有“四小名

旦”之说，另外三人是谁，

已经记不清，只记得其中

一个叫王玉琳。

当谈起“四小名旦”，

老人表现出了谦虚的一
面，“那只是个虚名，承蒙

票友们抬爱。”但老人看上

去似乎很愿意给记者讲一
讲，因为“四小名旦”的背

后，有一个很有趣的顺口

溜：“胶皮、焖子、电灯泡，

谁人不知雪花膏。”

老人说，另外的三人，

赵燕铭家是做胶皮的，刘

富华家是卖焖子的，李素

珍家是卖电灯泡的。“我家

当时是卖雪花膏的，顺口

溜就是这么来的。当时我

被戏称烟台‘雪花膏’，如

今可以改称‘润肤霜’了。”

老人笑着调侃。

社区里她是京剧老师

高校学生都慕名前来拜师

退休后的王玉琳闲不
住了，吃了大半辈子“京剧
饭碗”，似乎让老人对京剧
产生了一种依赖感，“走到

哪，唱到哪，不唱嘴痒痒，

烟台人常说的‘彪子’，就
是我这样的。”老人又开始

调侃自己。

现在，老人是烟台老

干部局京剧团的成员，同

时也是烟台京剧研究会的

会员。

社区里，王玉琳是20

多位老人的老师，每周二、

周四是她最忙活的两天。

每到这两天，她就会组织

其他老人去老年活动室排
练节目，教授专业知识。表

演里，大大小小的节目都

有王玉琳的身影，没有她

的登台，节目就不完美。平

日里，王玉琳广结好友，不

少人慕名前来拜她为师，

其中不乏在烟高校学生。

“有事儿找老孔！”

72岁热心老人成社区“活名片”

本报10月20日讯(记者 赵鑫 通
讯员 刘秀琴) 早上赶早市帮人排队

买菜，抽空帮邻居照顾病号，连租房的

事儿她都能一帮到底。“有事儿找老孔”

已经成了幸福社区居民的口头禅。20

日，记者见到了这位已经年过七旬的

热心老人。

20日上午，幸福社区2号楼前围坐

了七八位居民，大家一边拉着家常，一

边忙着择韭菜。每人面前一大捆，加起

来足足二十斤。“都是她买的，”居民曲
女士指着坐在对面的老人说，“早上去

市场给我们买菜，用自行车带回来，再

陪我们一起择。”

“别看买了这么多，没有一份是自

己的。包括她现在择的那些，也都是邻

居的。年轻人上班没时间，她就帮人买

回来择好。”居民李大姐跟记者介绍，

“不只买菜，肉、鸡蛋、商场的特价商品，

只要是我们需要的，她都帮我们买。”

在一旁一直低头择韭菜的老人被

大家夸得有些不好意思，笑着说：“我就
是帮忙采买，大家都把菜钱给我了。”

一位居民接过话头：“给钱也得有

人帮忙买才行。”

据曲女士介绍，这位热心老人姓

孔，今年已经72岁高龄了，大家都叫她

孔嫂子，别看她年纪大，身体可非常好。

“冬天买白菜、萝卜，夏天买蒜头、大葱，

一买就是几十斤，用自行车拉回来。”

正说着，一名年轻女子骑车从旁
边路过，到老人面前停下说道：“孔妈

妈，我有个房子在新世界花园，帮我打

听着租出去吧。”老人满口答应。

据幸福社区居委会的杨大姐透

露，老人为人热情不是一天两天了。幸
福社区成立至今的12个年头里，老人一
直在为社区居民热情服务。“之前有个
邻居受伤住院，儿女都不在身边，老孔

就到医院照料她。”

时间一长，“有事儿找老孔”就成了

幸福社区居民的口头禅。由于需要帮

忙的人年龄段不同，老人的称呼也多

了起来，“‘孔妈妈’、‘孔嫂子’、‘老孔’

都是叫我的。”老人腼腆地笑着。“叫‘孔

奶奶’也不为过啊！”大家笑道。

“‘有求必应’是孔妈妈的特点，”幸
福社区居委会的包女士告诉记者，“在

孔妈妈的带动下，小区互帮互爱的风
气日益浓厚。所以我们给孔妈妈颁发
了‘文明市民’的称号。”

“谢谢大叔把小区操持得这么干净！”

毓璜顶街道办给80多环卫工人“送清洁”

本报10月20日讯(记者 孔雨童
赵金阳 通讯员 张杰 曲伟)

“大叔，给大家送点礼物，就是个心
意，平时一直忙活，辛苦了！”20日下

午，芝罘区毓璜顶街道办事处的工作

人员来到辖区的十几个居委会，给80

余名环卫工人送去新的服装和肥皂、

毛巾等清洁用具。

“这几个小区都在市中心，人口流

动量大，师傅们平时都是从早忙到晚。”

20日，在毓璜顶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出发
前，街道负责卫生工作的丛主任告诉

记者，26日师傅们将迎来自己的节日

“环卫工人日”，加上最近入秋，天气转

凉，树叶大量掉落，师傅们工作量又加

大了不少，考虑到师傅们目前工作的

辛苦，就想给师傅们送一点心意。“就是

些新的保洁服，香皂、毛巾之类的，对师

傅们来说比较实用。”

20日下午，在南洪街，刚刚放下扫

帚的保洁员王大叔从街道大姐手中领

过了扫帚、保洁服以及毛巾、香皂等日

常用品。“谢谢谢谢，看我的手都黑乎乎

的。”王大叔笑着说，他在工厂退休后当

上了环卫工，每天要转不少小区，有时

冬天也是大汗淋漓。“累是累点，但是，

谁都要好好工作不是？”

据了解，20日，毓璜顶街道共有

80多位大叔大妈先后领到了这份节

日礼物。

毓璜顶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给环卫工“送清洁”。 记者 孔雨童
赵金阳 通讯员 张杰 曲伟 摄

两年多来，烟台上夼西路217号楼的居民一直
在担心一个问题，就是生活污水往哪儿排。因为
楼内的下水道三天两头堵，居民不得不多次找来
排污工人疏通。2010年，排污工人告诉他们，干脆
不用通了，因为楼内的化粪池已经满了。现在，几

层用户的污水冲破了地下一层的下水管，地下一

层已经变成所有居民的污水排放池。

一位居民说这里是一个“三不管”地带。但是
住在楼内的居民生活怎么办？

老人在公园里唱戏。

记者 钟建军 摄

下水道堵了几个月 生活污物直接往下排

居居民民楼楼地地下下室室
变变身身““化化粪粪池池””
文/片 本报记者 孔雨童

20日上午，烟台上夼西路217号楼旁，二

楼的居民正在楼外连接污水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