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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记忆忆里里的的九九连连环环，，你你还还在在玩玩吗吗
烟台一80岁老人痴迷九连环亲手制作上万个，希望更多的人玩下去

开发区暂不

支持分段供暖

本报10月19日讯 (记者 朱文
朋 实习生 穆敏) 近日，家住开
发区海天花园的邓先生拨打本报问
暖热线询问今年能否实行分段供
暖。记者从开发区热力总公司了解
到，目前开发区还不能实行分段供
暖，必须一次性交清暖气费。

邓先生说，明年年初就不打算
在烟台住了，想问一下暖气费能不
能按照月份来交，这样就可以省些
钱。

开发区热力总公司一名客服人
员说，目前开发区还不能实行分段
供暖。

据记者了解，市区几家热力公
司可以实行分段供暖。目前华阳热
电和清泉热电等供热范围内支持分
户控制用户分段供暖。但考虑到实
际情况 ,多数供暖公司只支持供暖
前半段和后半段的分段供暖 ,不支
持“掐头去尾”分段供暖。即可在11

月16日正式供暖后的一段时间和来
年3月16日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分段
供暖。

盼燃气四年多

今年有望开通

本报10月19日讯 (记者 杨薪
薪) 19日，位于芝罘区机场路271号
地矿家园内一业主向记者反映，入
住小区四年多，但至今没有开通天
燃气，给出的理由达不到施工条件。

据了解，地矿家园小区属于山
东省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家属楼。

“2010年前后就交房了，但到现在还
没通上天燃气。”小区一业主告诉记
者，如今小区居民要么选择用电做
饭，要么使用罐装液化气。“一是成
本比较高，另外也不方便。”

“ 天 燃 气 投 资 的 钱 款 早 就 交
了。”小区居民都盼着能早日开通天
燃气，但多次询问相关单位，回复都
是还达不到施工条件。“听说燃气管
道已经铺到机场路东，但仅一路之
隔就是没通到我们小区。”

山东省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一
知情者告诉记者，单位正牵头与烟
台新奥燃气沟通，估计年前小区就
可以开通天燃气了。“天燃气主管道
确实在机场路东，但想要引入小区，
还需有一笔施工费用，另外也牵扯
不少部门。”知情者介绍，施工费用
到底由谁来出，如何出资，都需要一
步步协调，手续比较繁琐。

为能传承下去

去学校宣传九连环

“九连环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
智力游戏，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
的历史了，我们应该把它传承下
去。”杜金奎说，自己玩了一辈子的
九连环，九连环给他带来的乐趣自
不必说，更锻炼他的智力，让他的思
维更缜密，做事更有耐心，自己的孙
女孙子都教他们玩，他希望，可以有
更多的人把九连环传承下去。

“曾经有一个学校的校长对我
的九连环十分认可，后来我给他们
学校30多名学生每个人做了一个，
还给老师做了一个大型的作为教学
用具。”杜金奎说。

“当然也有人不接受，不理解，
我曾找到学校，但学校连门都没让
我进去，就打发我走。”杜金奎说，他
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有更多的
人玩九连环，把老祖宗传下来的精
华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李静

开开发发商商跑跑路路，，业业主主取取暖暖难难了了
福山福泰阳光小区居民今冬恐挨冻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朱
文朋 实习生 穆敏) 近日，

福山区福泰阳光小区居民宫先
生说自己刚住进小区一年多，小
区开发商不见了，今年能否供暖
成了居民宫先生的一件心事。

宫先生说，房子是去年六
月份领的钥匙，第一年的时候
房子并没有供暖。

据宫先生说，前段时间去
找过开发商，但发现开发商早
已不见了踪影。“我们小区业主
就去找政府部门，希望今年能

供暖。”
小区福泰阳光物业服务中

心一名工作人员说，前段时间
福山区高新产业区管委打电话
让统计小区需要供暖的户数，
现在小区需要供暖的比例已经
达到百分之八九十了。“我们也
希望小区早点能供上暖。”这名
工作人员说。

“因为开发商找不到，我们
现在也只能是把需要供暖的户

数报上去，至于能否供暖，我们
也不确定。”这名工作人员还
说。随后记者来到烟台宏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在湘商大
厦，发现原本的办公区域也已
经人去楼空。

福山区热力公司一名客服
人员说，在他们的系统里并没
有找到福泰阳光小区的名字，
这也就意味着小区今年可能无
法供暖。

“小区去年安了计量表，
今年是按照计量表来收取暖
费 还 是 按 照 建 筑 面 积 来 收
费？”19日上午，家住芝罘区龙
海家园D区的市民王先生拨打
本报问暖热线询问小区取暖
费收取问题。

“现在热力表正处在调试
阶段，至于什么时间能按照热
力表来收取暖气费，时间还不

一定。”烟台市热力公司客服
部徐主任说，热计量表目前还
存在诸如电池、需要调试等问
题,目前龙海家园D区居民仍按
照建筑面积来交纳取暖费。

据开发区热力总公司一
名客服人员告诉记者，开发区
目前只有四个小区实行了按
照计量表收取暖气费，具体的
收费金额为定数加上变数。所

谓定数就是按照每平米9 . 8元
乘以建筑面积，变数是指按照
用户安装的热计量表所跑的
焦数计算。

“目前没有得到全面的推
广。”这名工作人员说，按照国
家的规定，是逐步推广，毕竟
节约能源是一个大趋势。

本报记者 朱文朋 实
习生 穆敏

安了计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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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暖QQ群 82712681

15264520357 13645352546
问暖热线

报料电话：0535-6879060

社区达人秀

本报记者 李静

毛衣针、细铁丝、算盘珠、小铁
片 . . . . . .几个不起眼的东西经过杜金奎
的手后，就变成了中国汉族民间智力
玩具九连环。杜金奎从四五岁接触到
九连环，十几岁开始自己制作，直到
如今80岁，他已经自己动手做了上万
个智力玩具。老人觉得，九连环是从
古代传承下来的文化，希望更多的人
玩九连环。

发明七连环，取名“八仙过海”

从十几岁到现在，杜金奎
断断续续玩了60多年的九连
环，做了60多年的九连环，自己
也研究发明了新的智力玩具。
根据九连环研制出一种新型智

力玩具“八仙过海”。
“解开九连环需要256步，

我觉得步数太繁琐，就做了七
连环，这个只需要64步。”杜金
奎说，他把这种七连环取名“八

仙过海”。
“‘八仙过海’的解法要

比九连环难上百倍，这可以
很 好 地 锻 炼 智 力 。”杜 金 奎
说，他还为“八仙过海”做了

图，画出了解法步骤。“我曾
想设个擂台，在规定时间内
解 开 的 人 我 出 钱 给 他 们 奖
励。”杜金奎说，他正在给“八
仙过海”申请专利。

四五岁便接触九连环，从此爱不释手

杜金奎老人，今年80岁，满
头白发，满脸皱纹，但摆动起九
连环来十分麻利。杜金奎将自
己多年来亲手做的九连环、七
连环、五连环、三连环……展示
出来，1分48秒，老人将完好的
七连环拆卸完毕，“我年龄大

了，手还发抖，要是你们年轻人
玩，时间更短。”杜金奎说。

杜金奎告诉记者，自己制
作九连环已经有60多个年头
了。“在我四五岁的时候，见到
一个道士拿着一个九连环摆
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当时就

喜欢得要命。后来十几岁的时
候，夏天下雨，天气闷热又不出
去玩，我和哥哥就琢磨自己动
手做了一个九连环，从那以后
便开始做了。”提起了他与九连
环之间的故事，老人顿时来了
精神。

杜金奎说，当时制作九连
环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样本，边
琢磨边做，毛衣针、细铁丝、算
盘珠、小铁片都成为了他的原
料。“这么多年，具体做了多少
我自己都数不过来，有上万
了。”杜金奎说。

这是老人制作的比较大的一个九连环，铜色
的铁圈是他拆卸衣服架上的材料。 本报记者
李静 摄

相关链接

有问必答

杜金奎说，他对九连环有
一种天赋，不仅喜欢玩，还研究
了九连环的步骤，解法，根据九
连环制作了七连环、五连环、三
连环等。

“为了方便携带，有的铁丝

我都是用绳子代替的。”老人从
衣服口袋中取出一个七八厘米
长的七连环。老人说，现在已经
养成习惯了，身上随时带着，有
喜欢的人就送给人家。“有时候
坐公交车，有好心的人给我让

座，我就送他们一个九连环，不
会的我再教教他们。”

“很多人问我怎么不卖
钱，但99%的都是免费送给别
人了。”杜金奎说，八几年的时
候，有个南方人在他这买了两

个，然后从中找到了商机，研
究后批量生产销售。“收费可
能传播就慢了。”杜金奎说，他
并不指望九连环能帮他赚多
少钱，他希望的是更多的人喜
欢它。

随身携带九连环，有喜欢的就免费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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