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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家家闹闹矛矛盾盾，，邻邻居居家家遭遭停停水水
停水三天半，七户居民过着借水吃的日子

本报5月4日讯 (记者 张
明媛 于明红) 一楼和二楼的
住户闹矛盾，结果其他5户居民
跟着遭殃。因为自来水总阀门被
一楼住户关上，大海阳路96—13

号楼东单元7户居民家中从4月
30日开始停水。直到4日下午1点
半左右，居民楼才恢复供水。

4月30日晚10点左右，看完
电视准备洗漱的杨先生拧开水
龙头后发现家中停水。“一开始
我和老伴还以为是只是暂时停

水，没想到这一停就是三天
半。”家住芝罘区大海阳路96—
13号楼的居民杨先生说，他们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一楼和二楼
的住户闹矛盾，一楼住户把家
中的水阀给关了。

据杨先生介绍，二楼的住户
在北阳台建了个池子，时间久了
向一楼渗水，一楼的天花板都长
毛了，一气之下，一楼的住户把
设在家中的总水阀关了。“我们
这是老楼，一楼的水阀一关，东

单元7户居民家就都不能用水
了。”杨先生说，不打一声招呼就
擅自关了水阀，一楼住户的这种
做法令他们无法理解。

“停水的第二天就是‘五
一’假期，孩子们都回来了。”居
民王女士说，本来一家人热热
闹闹的，结果因为停水弄得很
不方便。“如果家中停气了，我
们可以去外面吃饭，但家里停
水了，上厕所就成为大问题。”

因为停水，单元东侧的住

户过上了借水吃的日子。“一开
始，我们每天都向对门邻居借
水，但总这样也不是个事。”王
女士说。“停水后我们立刻就去
找二楼的住户，二楼的住户保
证不再用水池了，水干了后就
修补，但一楼还是不打开水
阀。”杨先生无奈地说。记者到
一楼敲门，但无人应答。

据悉，4日下午1点半左右，
大海阳路96—13号楼停水居民
家中恢复了供水。

土路难走
居民盼维修

兴兴隆隆街街社社区区有有位位““潮潮””警警察察
他开通微信平台“居民您好”，居民动动手指就能找到他

本报5月4日讯 (记者 金
夏瑞 实习生 宋宇 ) 说到
民警李津锐，住在芝罘区兴隆
街社区的居民都知道，他负责
整个兴隆街社区，俗称“片警”，
社区里的人都叫他“李sir”。“李
sir真不错，不管啥时候找他，他
都腾出空来帮我们解决难题。”
居民刘福国这样评价他，李sir

整天总搞些新鲜名堂，听说最
近他又弄了个微信平台，以后
有问题在微信上也能直接联系
他。

“这孩子工作认真，办事特
靠谱，很多人都在网上找他帮
忙。上次邻里节，他还给我们主
持节目了呢。”近日，记者来到
兴隆街社区，一位居民跟记者
说。不管大事小事，李津锐都会

在第一时间帮着协调。李津锐
觉得，现在微信的使用率这么
高，如果开通微信平台，应该有
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帮助。

自打有了这个念头，李津
锐就忙着打听如何开通一个微
信公众号，从提交申请到等待
审核，李津锐忙活了整整一周，
兴隆社区派出所终于开通了这
个 叫“ 居 民 您 好 ”( 微 信 号 ：
zfxljpcs)的微信公众平台。

“您好，我想给孩子改个名，
想问问需要哪些手续。”每天，微
信平台上总能收到来自兴隆街
社区居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李
津锐都会一一解答。“李sir，你快
来看看，有个人鬼鬼祟祟的在我
们楼下转悠。”相熟的居民会直
接发送语音信息请求帮助，他也

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有时候，他也会把寻人启

事和寻物信息发到平台上，通
过同事、朋友们的转发，尽可能
帮助当事人。“因为咨询户籍问

题的人比较多，最近，我正打算
直接把落户的流程和需要材料
发到这个平台上，以后每天推
送一些预警信息，争取把这个
平台越办越好。”

白白发发身身，，少少年年心心
六六旬旬老翁抖空竹，舞出精彩晚年生活

本报5月4日讯(记者 于明
红 实习生 张秉莲) 五彩的
空竹在空中跳跃、翻腾、飞转，伴
着嗡嗡声在空中变换着各种姿
势，最后稳稳地落在抖线上。“火
车提速”“腰缠玉带”“礼尚往来”，

你肯定想不到，完成这一系列高
难度动作的是一位67岁的老人。

张洪文曾是一名军人，部队
转业以后被分配到烟台工作直
到退休。3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
张洪文接触到了空竹表演。“一
开始我是跟着一位老师傅学习，
后来就慢慢自己琢磨了。”抖空
竹上手容易，但真正玩好了却很
难。张洪文感概道，“抖空竹考验
的就是大脑和肢体的配合，我们
老了，反应慢，身体也不灵活，我
们抖空竹完全是出于爱好。”

“这项运动深入练习后难度
大，很多人刚开始有兴趣，但一
段时间后难有提高就放弃了。”
张洪文告诉记者，为了学习更多
的花样，他加入了烟台市空竹联

谊会，每个月的15号和月末，空
竹联谊会的队员们都会在开发
区的天地广场集合，在一起学习
新动作，展示新成果。

张洪文现场娴熟地表演了
“火车提速”“背后盘丝”“金蛇狂
舞”等动作，“张师傅的这几个动
作，在烟台市都是首屈一指的。”
在一旁观看的空竹联谊会的两
位师傅告诉记者，“这个动作很
多专业表演者都会失误的，这可
是他的保留节目。”

“我们玩这个就图个乐，还
能强身健体，正所谓白发身，少
年心。”张洪文乐呵呵地说道，

“别小看这小小的空竹，不仅是
娱乐的工具，更是我们生活的调
剂。”

本报5月4日讯(记者 张倩倩
实习生 申童 ) 近日，市民于

先生反映，福山区新同福小区楼下
的一条路特别难走，尤其到了雨雪
天，更是不方便出行，影响附近居
民的出行。

4日上午10点，记者来到福山
区新同福小区，走到那条街道后发
现，此路长约200米，路面是泥土
路，坑坑洼洼，两旁还堆放着各种
垃圾。“我在这里待了七八年了，这
条路一直很不好走。”做门市生意
的江女士说，“到现在路面还是土
路，下雨后积水很深，很难走，孩子
上学还得绕很远一圈。”

大多数居民都盼着什么时候
能把土路修好。为此，记者来到了
福山区清洋街道办事处栾家疃居
民委员会。居委会的林书记解释
说：“我们3日接到福山区党委下发
的通知，说要整修那条街道。但是
还没确定具体的整修时间。修路是
好事，希望居民们耐心等待。”

榆树老掉叶
居民盼修剪

本报5月4日讯(记者 张倩倩)

家住芝罘区大兴街的孙先生最
近犯了愁，楼后面的几棵榆树老是
掉叶子，加上风又大，天天往屋里
飞，每天都得打扫。

“一天落下来的树叶子满地都
是，我天天扫，平时也不敢开窗
子。”孙先生说，大兴街的银杏树也
好久没修剪，都伸到居民家里了，
感觉不太方便。“我经常看到别的
小区的树木修修剪剪的，也希望这
几棵榆树也能给修一下。”

4日下午，记者咨询了芝罘区
园林处，工作人员介绍，“该小区园
林树木的产权单位属于该小区物
业，如果想修剪、砍杀的话只能去
找物业商量。但小区里的树木不能
乱砍，一两棵如果真影响生活，或
者树木死亡的话可以找物业解决，
如果砍杀多棵树木就得向园林部
门申请了。”

大兴街小区物业长生物业的
孙经理说，物业方面先去现场了解
下情况，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枯死
的榆树。

“潮”警察李津锐展示微信平台。 本报记者 金夏瑞 摄

报名电话：0535-6879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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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斯集团烟台吉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的吉斯姣元，采用专利配
方，以深海鳕鱼皮提取的胶原蛋白为
主料，融合果胶，以发酵苹果醋为载
体，具有“三快一好”的特点，即吸收
快、补水快、改善快、口感好，它对治
疗“青春痘”有明显疗效，很多处于青
春期的青少年由于身体激素发生变
化，皮脂分泌过多、毛囊皮脂腺导管
堵塞，不仅满脸都是“小痘痘”，身体
前胸后背也会出现，成为年轻人成长
中的“烦恼”。吉斯姣元配方系多位资
深专家调配，可以有效调节身体的内
分泌系统，令肤质和体质都能得到明
显改善，每日两次，早晚空腹各服用
一支，连续服用一个月以上，“小痘
痘”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同时对痤
疮留下的疤痕也有明显的修复平整
作用，恢复您光滑肌肤的本来面目，

是名副其实的“战痘英雄”。它还可有

效地祛除色斑和老年斑，为崇尚美感

的老年朋友带来了福音。吉斯姣元不

但适用口服，还可外用，喝完以后，您

可以将瓶壁上的残留涂抹在脸部皱

纹处，内外兼治，效果更佳。

吉斯姣元对皮肤干燥、开裂，皮屑

也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很多朋友由于

上述问题而特别苦恼，一年中有三个

季节都需往脸上、身上涂抹各种锁水

保湿产品，但收效甚微，且治标不治

本。吉斯姣元富含多种维生素，能有效

锁住水分子，形成大量的亲水基，促进

细胞新陈代谢，能有效改善上述症状，

真正找到了“驻颜之方”。

吉斯姣元富含果胶，对治疗便秘

也有相当不错的效果，为了“方便”，千

万要经常服用哟。

地址：烟台市牟平区师范路426号
全国客服热线：800 860 2211

400 658 2211

业务电话：0535-4237199

网址：http://www.gisbelle.com

烟台旗舰店：芝罘区南大街西首
西山加油站正对面吉斯波尔

电话：6694999

蓁山花园店：帝景苑北区西50米
电话：13589759833

四马路店：芝罘区四马路99号附1

号107号
电话：6219899

牟平旗舰店：牟平区师范路4 2 6

号北
电话：15054511699/15254529169

威海旗舰店：青岛中路蓝星万象
城30号-8(管委北300米)

电话：0631-5991299

“吉斯姣元”让她红颜永驻
烟台嘉利达拍卖行有限公司

二手车拍卖公告

2014年5月27日上午9时，

在我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帕

萨特轿车一辆。

竞买保证金：壹万元整

(2014年5月26日11时前到本公

司指定账户并办理竞买登记

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展示时间：2014年5月22—

23日

拍卖及展示地点：莱州市

府前西街64号北

咨询电话：(0535)2216574

望有意竞买者携有效身

份证件及时到我公司办理竞

买登记手续

2014年5月5日

张洪文现场抖空竹。
本报记者 于明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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