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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花都小区一居民楼成了!上甘岭"
本报讯"!"# 记者 林 媛 摄 影 报道 #
“我们楼已经停水 1个多月了，整栋楼 36
户居民现在就指着这两口机井了。”昨日上
午，莱山区花都小区居民拨打本报热线，说
他们楼的 36户居民遭遇断水，从 8月 24日
停水，
至今已经快俩月了。

堵死的管道口，
“就是这处管子出了问题！
但到底怎么坏的，我们也说不清。前些日子，
前面那栋楼的主管道也发生过问题，但是因
为那栋楼是另一家开发商承建的，很快就给
修好了。”该居民说。
居民自挖机井养活 "# 户

俩月只用了 ! 天自来水

上午 9时许，记者到达花都小区 2区 1
号楼，在小区前方的一口机井前，几位居民
正在洗衣刷鞋。进入十月中旬，天气已经变
凉，记者看到，机井的水已经把居民的手冻
得通红。
“我们这楼是 8月 24号停的水，十一
前两天，来了一些人对管道进行了维修，十
一那天还真来水了，可第二天又没水了，说
是水管漏了！”一位居民把记者带进了他的
家中，一进门，迎面一股臭气扑面而来，该居
民很抱歉地告诉记者，由于没水，家里的厕
所都是攒着洗菜、洗衣服用过的废水来冲
刷。
“废水用完了，
不舍得用干净水，
只能凑
合着用。”在这户居民的厨房里，
记者看到水
龙头下堆着一堆没有洗刷的锅碗瓢盆，
“一
个两个碗的不舍得用水刷，一般都是攒着淘
米水和洗菜水才能刷刷。”居民无奈地说。

九九重阳

居民们正在机井处洗刷

“这栋楼是 10多年的老楼，当初这栋楼的开
发商是莱山镇政府，是分给内部员工的最后
这位居民告诉记者，
整个花都小区，
只有 一批福利分房，
但我们也是花钱买的，
买房时
他居住的这栋楼停水，其余几栋楼都用水正 也交了维修基金，直到现在也是交着每平方
常。停水之初，
他们就联系了物业公司维修， 米一元的物业费。”后来，
居民们又找到村委
但物业公司一检查，
说是楼内的主管道坏了， 会，
这才在十一前盼到了修水管的人。
而楼内的主管道归开发商负责，
不归他们管。
在楼外，居民们带记者看到了一处已被
停水期间仍交物业费

从 8月 24日至 今，36户 居民 如 何 生
活？从哪儿取水？
记者在现场看到，
楼前有两口机井分别位
于楼的东西两侧。“这都是一楼住户自己打的
机井，
免费给我们 36户居民使用，
幸亏有这两
架机井，
不然我们真不知道从哪儿取水！”
住在五楼的一对老人感慨地告诉记者：
“遭老罪了，真不想在这儿住了。”老人都已
60岁，家住 5楼，隔几个小时就要下楼提
水，每天至少要从机井处提 8桶水上楼才够
全家使用，即使提 8桶水两口子也不舍得
用，都是把水重复用上多遍最后才留着冲厕
所。“家里厕所跟农村茅坑似的，都没法进
人。现在天冷了还好点儿，夏天那会儿想洗
澡还得出去洗。”
另外一户年轻人则告诉记者，
“没水的
日子真难熬，就像回到了史前社会，急切盼
望着有关部门能管管这事，让我们痛痛快快
用上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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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旅游将迎!银发"高峰
提醒：
老人出游要防价格陷阱

牟平区组织老人观摩重点项目$
!"#记者晓阳 通讯员 显军 咏梅 摄

昨日!烟台慈善义工艺术团"晚报艺术
团到市老年福利服务中心为老人表演节目#
!"# 记者 晓阳 通讯员 单伟伟 摄

本报 讯 "!"# 记者 刘 晓 阳 $ 记者
昨日从我市各旅行社了解到，近期出游的旅
客中，老年人占了相当一部分，旅行社针对
老年人出游的一些特色线路、重阳的登高
团，
都受到了市场的欢迎。业内人士认为，从
重阳节起，将迎来老年人出游的高峰。

“近期代长辈咨询及预订旅游线路的年
轻人很多。”门颖介绍，
在节后出游的老年人
中，
有一部分是自己来咨询后报名的，
但更多
的是他们的子女为他们报的团。来自该旅行
社的不完全统计，老年人占了目前整个出游
大军的近 7成，
主要为 55～70岁的老年人。

老年人报名占%出游族&+ 成

本月下旬迎来%银发族&出游高峰

昨日，记者在我市部分旅行社门市部看
到，
有许多老人正在咨询出游线路。
“趁着自己
身体还不错，
在这秋季不冷不热时，
避开旅游
高峰期，
过了‘重阳节’就出去走走。”昨日，
正
在咨询旅游线路的王风英大妈告诉记者。
“从重阳节开始，掀起了黄金周后旅游
报名的一个小热潮。”港中旅经理门颖告诉
记者，10月是老年人出游的黄金时间，这时
候天高气爽，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天气都
适合老年人出游。而且旅游市场旺季刚刚结
束，吃住行等所需旅游成本费用纷纷降低，
这样错峰出游，是拥有弹性时间的中老年人
出游的最佳选择。

据了解，不少旅行社早在十一前就已开
始为重阳节及秋后的“赏枫游”等量身订做
特色旅游线路，或乘船游江，或专列出游、登
山赏景，好不热闹。记者在我市几家旅行社
看到，很多专门针对老人的线路，将在本月
下旬推出，现在报名都非常“烫手”。
由于今年重阳节是星期六，选择本周末
周边双休日登高的人们也比较多。同时，由
于很多老人要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因此一
天的短线游最受青睐。
老人出游提防价格陷阱

市民林女士昨日给父母筹划今年的出游

路线，
被告知要根据年龄来加价。林女士称旅
行社表示老人消费能力比较低，
如果还按原价
旅行社就要赔钱了。林女士又找到另外一家旅
行社，
结果也是老人参团“要加 300元钱”。
昨天上午，记者也拨打多家旅行社电话
落实林女士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
“60岁以
上老人要加钱，某些特殊职业的如教师、律
师、记者也要加钱。”一家大型旅行社的工
作人员针对记者询问的港澳游线路，十分干
脆地报出加价的情况。“加价是因为这个团
要进三到五个购物店，老人去了基本不买东
西，所以香港那边要求加钱。”这名工作人
员解释。
业内人士介绍，老年人消费能力比年轻
游客低，旅行社及导游从购物等环节获利
少，因此要求老年游客直接出钱“补贴”。而
这一非法收费，竟已成业内“潜规则”。记者
了解到，消费者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拨打
我市旅游监督部门电话进行举报。
此外，针对老年人对价格敏感度高的特
点，目前一些旅行社推出五花八门的出游产
品，价格显得非常“优惠”。对此，有关业内
人士提醒，老年游客一定要提防低价陷阱，
以免受骗上当。在挑选旅游产品时，不要过
分注重价格，建议老年游客选择有信誉的品
牌旅行社，报名时一定要看清旅行社的线路
行程，同时要索取正式发票和旅游合同。

!银发经济"瞄准儿女口袋
建议：孝顺不仅仅是买件礼物
又到九月九，
又见重阳节，
港城各商家又 轮椅一类的老年人所需要的器械。而在一家
绞尽脑汁推出一些适合老年人的商品，虽然 蜂产品专卖店里，店员告诉记者，一款标价
卖点不错，
但是赚的却是年轻人的“孝心”。 126元的蜂王浆产品，平时每天的销量在
10到 20袋左右，重阳节当天上午就卖出了
一上午卖了 !" 个足浴盆
100多袋。
保健品、足浴盆、按摩器这些与健康相
掏钱的都是子女
关的商品，在重阳之际被各大商家冠以“敬
老礼物”之名，纷纷摆放在了商场显眼的位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虽然重阳是老人
置。
节，但是真正掏钱买东西的都是子女，而且
昨日，
在市区某商场一个卖足浴盆的展 掏钱时大家只关乎价格功能，并不关心这些
台前，聚满了消费者。据销售人员介绍，从 “敬老礼物”是不是有实用性。
10号开始，商场就已经把足浴盆摆在了主
“老年人来看商品，问价格的确实多，
要位置，主要针对中老年消费者，效果相当 但是真正买的就没几个了。”某按摩器械的
不错。“像我们这款标价 568元的足浴盆，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好多老年人到展区一般
这几天卖了 30多个了，今天上午还卖了 10 是先试用，然后打听功效，最后再问价格。
个呢。”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虽然平时也有 “当老人们问了价格后，多数都是边摇头边
消费者来购买，但自从临近重阳节，销售量 说着‘太贵了’就走开了。”销售人员说，
真
几乎是天天在增长。“就这一个周的销量赶 正来购买的还是一些年轻人和中年人。
上平时一个季度的了。”销售人员说。
孝顺不仅是买礼物
在某医疗器械专卖店，工作人员告诉记
尊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重阳节在
者近日卖的最火的是血压计、血糖测量机和

%资料片&

我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又被称为“敬
老节”。可是采访中不少人却告诉记者，他
们的敬老行为，多半是逢年过节回家看看，
顺便带上价值不菲的礼物。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 30名市民中，
在“是
否经常回家看望父母”这个问题上，
有 38
.
7
%
的受访市民表示，
只在放长假时才会回家。

市民黄小姐在接受采访时掉了眼泪，她
的父亲刚刚去世，她告诉记者，老人还健在
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孝顺，别到了“子欲养
而亲不待”的地步再伤心悔恨。
“其实，重阳
节这一天能好好陪陪父母，就是送给他们最
好的礼物。”有市民的总结画龙点睛。
!"# 记者 牟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