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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自聘物业无果，公共卫生无人打理

环翠路这六栋楼热盼“管家婆”
本报1月3日讯(记者 冯荣达)

环翠路有六栋楼，因为没有物业管

理，公共卫生一直都是居民自发打
扫，居住环境看起来也很杂乱。看着

别的小区有人管理，一切看来那么规

范，去年居民曾组织起来聘请物业，

但是因为一些问题，居民之间没有达
成协议。居民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忙

出面协调，请来物业管理。

3日上午，记者来到环翠路。在

路北尽头，马路东面有六栋楼南北

依次而立。这是一个开放式居住区，

两条主路两边堆有积雪，部分路面

结了冰。楼与楼之间的空地比较宽

阔，种了一些花草树木，凋落的枝干

已被积雪覆盖。一只小猫突然窜上

空地的阶梯。这六栋楼东面有一道

不高的铁杆栅栏，栅栏东面是一个

封闭小区。

记者在路边遇上正在铲雪的居

民贾培竹。贾培竹告诉记者，因为没

人管理，每年冬天，这条路的积雪都

是居民自发清扫，还有公共区域的

卫生也是。“别的有物业管理的小区

就不一样了，垃圾有专人打扫，冬天

下雪了，也有专人清除。居民只要交

上物业费，一切就不用操心，多好。”

“除了垃圾，楼栋之间的花草树

木也没人管。”居民包女士告诉记

者，现在是冬天还看不出来，到了夏
天就很明显，杂草丛生，秋天也是落

叶满地，感觉非常杂乱。“真希望有

个物业接手管理一下。”“还有很多

野猫野狗，到处乱窜，到了夏天，这

些动物身上还长满虱子，非常烦

人。”一位居民这样说。

居民贾培竹告诉记者，去年，翡

翠居委会曾组织居民自聘物业过来

管理，但是因为物业费多少的问题，

居民之间没有达成协议，请物业这

件事就这么拖了下来，这六栋楼也

就一直处于孤立。

在走访中，不少居民提出这样
的建议，因为只有六栋楼，住户不

多，单独成立物业可能有些困难，但

是可以考虑把这六栋楼并入旁边封
闭的翠苑小区，请翠苑小区的物业

公司统一管理。这样，物业费该收多
少，物业公司都有规定，因为费用多
少达不成一致的问题，就不复存在。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出面协调，帮助

这六栋楼的居民解决这个问题。

这六栋楼希望有物业过来管

理，方案是否可行，相关部门有何说

法，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

本报1月3日讯(见习记者

宗韶峰) 3日，有市民反映

塔山嘉诚花园小区水管漏水导

致路面结冰，出行极其不便。记

者随后对现场进行了探访。

嘉诚花园小区紧邻塔山东

路，位于南北坡路上。记者来到

现场时发现，大约200米长、5米

宽的路上几乎结满冰，最厚处

可以达到10多厘米。整个路面

只留出一条10厘米左右宽的沥

青路面，勉强可供来往行人行

走。走近后可以发现几处冰面

上有明显的水流痕迹，小区门

口还有两个水坑，里面的水已

经呈现黄泥颜色。

记者发现，路过的行人和

车辆大多小心翼翼，但仍难避

免像行人摔倒和车辆打滑等

现象发生。

路旁一家商店的老板告

诉记者，早晚时候，漏出的水

一直顺着坡路流到塔山小学

的路口，“现在这种天气，水一

会儿就冻成了冰，孩子们上下

学经过这里，很多摔倒的，很

不安全。”

记者也亲自体验了一把，

发现在该路段行走的确非常

困难，有几处冰面很难踩实，

一不注意就会摔倒，俨然一处

天然滑冰场。

小区居民王大娘告诉记

者，小区水管漏水已经有很多

天时间，一直没人来维修。不

但居民出行不方便，生活也不

方便。因为为了防止漏水流得

到处都是，小区只在早晨和晚

上进行供水，白天家家户户都

停水，“尤其赶上过节这几天，

真不方便。”

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了自

来水公司，一位工作人员经过

落实后告诉记者，维修人员已

经对现场进行了勘察，但漏水

的部分属于当地一家企业的

管网，并不在自来水公司的管

辖范围内，所以，自来水公司

也无法进行修补和管理。

随后，记者又拨打了该

企业的电话，但电话一直无

人接听。

连日来，港城普降大雪，

为市民上班出行带来极大不

便。为了方便居民出行，毓西

社区计生协会积极组织社区

义工清扫积雪。在他们的带动

下，不少社区居民拿着扫雪工

具走出家门，一起清扫道路上

的积雪。本报记者 赵金阳

通讯员 曲伟 摄

十来平方米的厨房

两家共用近二十年
12月29日，记者来到奇山中

街9号楼林女士家。这是一个两

室一厅的房子，大概50多平方
米。一进门是厨房，东边放着一

些橱柜和一台冰箱等杂物，这些

东西是林女士家的，西边也放着

一些橱柜和一台冰箱等杂物，这

些是邹女士家的。这是两家的公

共厨房，一家一半，一家一个厨

房。地方虽然不大，大概十来平

方米，但锅碗瓢盆等厨具摆放都
很整齐。

公共厨房旁边有一个阳台，

林女士花钱把它包了起来，她家

就在这里做饭。“这样地方能稍

大点，而且两家做饭互不干扰。”

林女士这样说。

“1991年，烟台市闹钟厂分房
子，由于房子不够，两家人都想

要房子，就要了一套房，拼房
住。”说起拼房原因，林女士感叹

道，当时房少人多，觉得能分上

房子就很不错，现在很少有人这

样一块住。“时间过得真快，从
1991年搬来这里，已经住了近20

个年头。”

以前两家最喜闲聊

曾经聊出一对鸳鸯

住在一套房子里，抬头不

见低头见，两家经常聊天，曾经

闲聊聊出一对鸳鸯。

林女士告诉记者，以前年轻

的时候，下班后，都在一个厨房
里忙着做饭、聊天。

“我当时在房管局上班，邻

居邹女士在烟台市闹钟厂上班，

闲聊起来，说到各自单位都有想

找对象的年轻人，于是我们俩就

负责牵线，安排小年轻们见面，

地点就在邹女士家里，没想到最

后还真成了。”

那现在还给别人介绍对象

吗？林女士告诉记者，现在上班

的时间都不一样，邻居邹女士经

常早出晚归，基本上会错开做饭
时间，要不然，一块接水、洗菜，

很麻烦。而且他们工作都很累，

回家后就休息了。“但是，我们见

了面还是会说上两句。现在年纪

大了，很少给别人介绍对象。”

好邻居明算账

两家从没红过脸
两大家子人，公共用水用

电怎么算？会不会为这事闹心？

林女士告诉记者，以前两家

只用一个电表，用多用少，都算

不清楚，只好两家平分电费。后

来，就想了个好法子，装了两块

电表，一家一个。在厨房、厕所等

公共地方，一家安上一个灯，谁

家用电算谁的。

“1994年，我们一家搬到这

里，与林女士一家拼房住。”邻

居邹女士表示，两家人住在一

套房子里，生活多多少少会有

些不便。但两家都很自觉，靠的

是互相包容、互相帮助。

“以前还在闹钟厂上班的

时候，我怀孕在家，林女士上班

去了，她妈妈不小心从床上摔

下来，是我帮忙照顾的。”邹女
士告诉记者，她孩子小的时候，

下班有时候回来得晚，林女士

都留孩子在她家吃饭。“现在上

班很忙，没有时间打扫卫生，邻

居林女士退休在家，公共地方
的卫生都是她帮忙打扫，我们

一家人都很感激。”

“以前经常听说拼房住的事

儿，有的邻居为了一点小事都能

打起来，但我们两家还真没吵过

嘴，也没为什么事红过脸。做了

将近20年邻居，没有比这更亲的

邻居了。”邹女士这样说。

50多平方米的房子最多的时候
住了7口人。即便是一家人也可能因
为磕磕碰碰引起小纠纷，而奇山中街

的两户人家7口人一起“拼房”住了近
20年，却从来没红过脸。那这50多平
方米的小房子里究竟有着怎样的邻
里亲情呢？

烟台向阳街道的贺奕
钧曾单指把22 . 6吨的火车
拉行了16米，还可以用拳头、

用脚劈碎青石条，他说，只需
要每天锻炼一两个小时，很
多人都可能像他一样。

小区水管漏水

路面成滑冰场

清扫积雪我带头

单指拉火车

破了吉尼斯纪录

提起贺奕钧，就不得不提到他
2007年他所创下的奇迹，单指拉动
22.6吨的火车，并将火车拉出16米，

凭此贺奕钧破了世界吉尼斯纪录，

并且一直将该纪录保持到现在。

贺奕钧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喜
欢舞刀弄枪，从3岁起就开始练习
做俯卧撑，这一练就是40多年。一开

始是父母强迫他练，后来就是自己

主动练。“我爸妈觉得孩子从小就

要吃点苦，不能娇惯，练习时间长

了，我就给自己加码，我做的俯卧

撑跟别人不一样……”说着贺奕钧

当场演示起来，他将双脚搭在一个

半米多高的石台上，斜着做起俯卧

撑。“在家里我都是将脚搭在一米

高的地方，而且鼻尖必须触地，这

样才能更好地锻炼。”

除了拉火车，贺奕钧还被称

为“铁人”，因为他可以用拳头、用

脚劈碎青石条，拳头、手腕还可以

砸碎干红酒瓶。很多人不相信这

样的事情，觉得里面肯定有蹊跷，

而相信的人则认为这些都是天生

的。而贺奕钧告诉记者，这些都是

练出来的。

每天锻炼一两小时

李小龙练啥他练啥

那贺奕钧是怎么锻炼的？贺

奕钧告诉记者，他每天早晨起床
后第一件事是喝水，随后爬上附

近的山顶做运动，他并不做很剧

烈的运动，一开始就是走步，越走

越快，他说要先让自己的身体适

应，等身体活动开了，就开始做俯

卧撑。“每天就是一两个小时的锻
炼，不需要很长时间，但是要坚

持。”贺奕钧表示，锻炼是最好的

治病良方。

别看贺奕钧非常喜欢武术，

可是他却没有一个正式的师傅，

一直走得是自己的“野路子”，他说

只要不会危及生命，任何锻炼方
式他都尝试过。贺奕钧最喜欢李

小龙，家里关于李小龙的影带、书

籍一大堆，李小龙练过的所有招

数他都练过。

自创贺家拳

收徒千余人

除了喜欢锻炼，贺奕钧还很

注重养生。他向记者介绍了他的

养生理念，像每天要喝8杯水，像
早饭要吃好，午饭要吃饱，晚饭要

吃少等等。

如今的贺奕钧有许多名头：世

界吉尼斯记录的打破者和保持者、

烟台一家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董
事长总经理、中华奇人绝技艺术团

团长……在这些称呼外，还有一个
称呼更让他自豪，那就是“贺家拳”

的开创者。从一个没有任何师承的

武术爱好者，到创立自己的拳法，

贺奕钧花了近40年时间。

现在贺奕钧有了1000多名大学
生弟子，他希望将自己的拳法发扬
光大，更希望武术这一强身健体的

好方法，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爱。

拉火车、碎石条……

向阳街道出了个大力士
文/片 本报记者 鞠平 赵金阳 实习生 倪堃

50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里

两家“拼房”近20年没红过脸
文/片 本报记者 钟建军 孔雨童

贺奕钧跳起踏断一块石板。

这两家人的公共厨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