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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万元暖气开户费去哪了？
济南一小区居民七年前交费，社区至今未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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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杜春娜

国庆假期接了三四单
一次能挣二三百元

“200元一次，身高165厘米，
体重114斤，1998年出生，长发，长
相一般，婚礼当天收到的红包伴
手礼全部归还，需付定金50元，不
接受婚闹……”这是周文在“小红
书”平台上发布的职业伴娘信息。

24岁的周文今年在家脱产考
研，在一次刷社交媒体时，她偶然
看到了有关伴娘出租的帖子。出
于好奇与好玩的心理，加上想要
穿漂亮的服装和挣点零花钱，今
年五月份，周文第一次发布了与
伴娘业务相关的帖子。本来以为
没人理会，却没想这一篇帖子引
她走上了职业伴娘之路。

职业伴娘就是专为新人结婚
时服务的新生职业人群。在社交
媒体平台，以“伴娘”为关键词进
行搜索，标注着兼职伴娘、职业伴
娘的页面出现在记者面前。随意
点开一个，就可看到“伴娘”们贴
出的自己的身高、体重、属相等信
息。她们大多声称，自己长相中
等、配合度高，坚决不会抢新娘风
头。

新娘一般从“小红书”平台上
直接联系周文，没有中介的参与，
她的价格因此相对而言更便宜。
周文当一次伴娘的价格，从二百
元到三百元不等，其中并不包含
车费。基于与新娘家的距离远近，
她把伴娘的价格划分为三档，即
200元、258元与288元，“其实性价
比是比较高的。大概从6点坚持到
中午12点半，我就可以获得两百
元至三百元报酬”。

周文从今年9月底开始正式
接单，国庆节迎来接单的小高峰。
仅在国庆节，她就接了三四单。在
短短的几个月里，她也已经有了
近十次伴娘经验。

在周文看来，新娘选择伴娘

的门槛并不高。“新娘一般会对伴
娘的身高和属相有要求，其他的
要求，譬如学历和长相并不是很
严格。”而不抢新娘风头已经成了
伴娘们默认的规则了。

过程辛苦却温暖
“感觉是女方的家人”

回忆起自己当“职业伴娘”的
一次次婚礼，周文觉得过程也都
差不多。

“新郎来了！”随着一声叫喊，
新郎的接亲队伍就来到了门前。
但是伴娘们早就在门前准备好
了。“不给红包不让进！”在她们的
异口同声中，新郎在“万般无奈”
下发了红包，然后“倾尽全力”地
进入房间。随之，新郎与伴郎们一
起开始“套鞋”。把婚鞋放在玻璃
盒中，让新郎套中，如此，新娘才
能被接走。

当然，伴娘们的工作也没有
那么简单。凌晨四点左右，周文就
要起床帮助新娘穿婚纱、准备携
带的物品，负责接亲前的准备。六
七点钟，她们要打起精神，准备迎
接新郎到来，时刻关注着时间，活
跃接亲的氛围。接亲结束后，从十
点多一直到婚礼结束的这段时间
内，她们要保持着站立，并时刻听
从新娘的安排。“伴娘的钱也真的
不好赚，太辛苦了。”周文说。

虽然辛苦，但是周文从中能
够感觉到一定的温暖和成就感。
令周文印象最为深刻的婚礼，正
是第一次伴娘兼职。感性的她看
到新娘化完妆以后与父母拍合
照，见到新娘父母不舍的眼神，

“我特别感动，当场就哭了。那个
时刻，我感觉我是女方的家人”。

当看到新娘挎着父亲的胳膊
站在门口等待时，当看到新娘父
亲把女儿的手交给新郎时，她也
会幻想，自己结婚时爸爸将穿什
么衣服，他脸上会有什么表情，在
婚礼上会说哪些话，是否会戴眼
镜，而妈妈会不会哭得不能自已。

遗憾是相聚太短
“同行”渐成朋友

兼职伴娘的次数多了，周文也
遇到了很多友好的新娘。遇到有礼
貌的新人会让她的成就感倍增。她
至今还记得有一个婚礼，男方是中
科院博士，女方是硕士。他们在婚
礼之前就礼待伴娘，婚礼过程中也
特别照顾伴娘们的感受。

仪式结束后，虽然新郎的戒指
被卡在手指上摘不下来，但是他一
直坚持先带周文等伴娘去吃饭。之
后，新郎新娘还专门送给了她们伴
手礼，亲自把她们送到了酒店的门
口。周文自参加婚礼以来，从未遇
见如此友善的新人，“那个时候真
觉得再辛苦都值了”。

周文觉得特别遗憾的一件事
是，她无法在短时间内和新娘变
成朋友，“和新娘在一起交流的时
间不到一天，而且都是在忙婚礼
的事情”。

在兼职伴娘的过程中，她结
识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伴娘朋友。

“在第二次接单的时候，我认识了
另一位兼职伴娘。在闲聊中得知，
我们离得很近。后来，她有单子就
会叫着我。我们一起当了大概五
次伴娘。”直到现在她们仍然保持
着联系。

市场尚未规模化
有待进一步规范

作为一类新鲜的职业，“职业
伴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
传统文化促进会婚庆发展委员会
会长曹仲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职业伴娘伴郎的服务预计年增长
会达到25%-30%。

“职业伴娘兴起的背后有一
定的原因。”济南市婚姻协会会长
孟一兵称，一方面，鉴于目前部分
新娘的年龄偏大，合适的未婚伴
娘比较少。另一方面，由于疫情的
原因，一些准备在济南结婚的外

地新娘，伴娘无法准时到达。
“目前，济南的一些新娘更希

望与伴娘有情感上的互动。新娘
对于伴娘更多的是情感需求，并
不是要求她们简单的堵门、送茶
等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济南的职业伴娘市场的规模化。”
孟一兵称。

并且，职业伴娘的发展也尚
待规范。“职业伴娘的素质与市场
的价格存在不确定性，她们的职
责也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孟一兵
告诉记者，职业伴娘与新娘之间
并没有签订合同，因此有一定的
风险。如果仅依靠伴娘的个人诚
信，这就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和
不稳定性。

孟一兵也提到，济南市婚姻协
会也将与政府相关部门一起，对济
南市的婚嫁行业进行整体规范，以
符合现阶段的消费市场需求。

行业门槛不高，一次能挣两三百

“职业伴娘”：伴着甜蜜的辛苦
随着婚礼礼乐响起，新娘挽着

父亲的胳膊走向新郎……看到这
幅景象，站在后台的周文（化名）感
慨万千。虽然与新娘素不相识，但
这场景让她感动得差点落泪。

周文是济南的一位“职业伴
娘”，这已不是她参加的第一场婚
礼了。近段时间，“职业伴娘”逐渐
兴起，周文也享受着这份职业带
来的甜蜜感。

婚礼中的周文。 受访者供图

“2015年我
们小区一共500
户业主交了暖气
开户费，加起来
得有数百万元。”
近日，济南市历
城区庚辰铁厂宿
舍 新 更 换 了 物
业，不少居民想
加入热企集中供
暖，却发现七年
前交的开户费不
知所终。 居民提供的暖气开户费单据复印件。

文/片 见习记者 史安琪

居民：
开户费交了一万多元

11月9日早上9点，庚辰铁厂
宿舍区聚集了一些居民，他们称
自己都在七年前交了暖气开户
费，不少人手里拿着收据。“我是
2015年10月交的暖气开户费，
交了1万多块钱。”根据其中一位
业主提供的收据，虽然字迹稍有
模糊，但仍可以辨别出时间是
2015年10月，收取金额有1万多
元，收款事由明确写着“暖气开
户费”。收据上盖的章是“济南庚
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物业管理
办公室”。

业主宋先生介绍，小区从
2015年开始供暖，首先用的是燃
油供暖，后来又用了空气源热泵，
并不是热企的集中供暖。今年9月
30日之后，小区所属的济南庚辰
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把物业移交给
了虞景社区。“但是到现在为止，

虞景社区并没有收到我们500户
业主的暖气开户费。”宋先生说，
业主们多方打听得知，他们的暖
气开户费交到了原来物业公司一
名叫满中桐的负责人的个人账户
上，“但现在让他交账目，他交不
出来”。

据业主介绍，满中桐是小区
原物业济南康乐物业有限公司
的负责人。2015年业主们交了
暖气开户费之后，2016年满中
桐与中能兴科（北京）节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为小区
安装了热源站（空气源热泵），一
用就是6年。“签订合同我们不知
情，这些年冬天我们家里的室温
也只能达到14℃-15℃。”有业

主表示。
业主们强调，近年来由于小

区暖气温度不高，一部分业主选
择不交暖气费。“我一直交着暖气
费，以前交给满中桐，今年换了新
物业，我也交了，一共2441元。”一
位业主说。

记者注意到，在小区4号楼
的外墙上贴着四张纸，写着4号
楼的暖气缴费情况。一共92户，
其中17户写着“断”，表示已经
断交暖气，还有7户未开户，另
有32户不知什么原因只写了楼
牌号，并无标注缴费情况。据图
上显示每户每平方米收费26 . 7
元，每家的暖气费在 1 8 0 0元-
2500元不等。

钱去哪了？
原物业负责人联系不上

当初业主们交的暖气开户费
去哪了？是否用在了热源站的建
设和维护上了？

“我们知道是他（满中桐）来
收取暖气开户费，但至于业主说
的打到个人账户上，我并不清
楚。”济南庚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贾有彬说，当年济南庚辰
铁厂宿舍区暖气有关事宜，都由
满中桐所负责的济南康乐物业有
限公司全权负责。贾有彬称，这些
事项济南庚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一概没管，“关于暖气的所有事情
都由满中桐来解释，公司对于这
些情况都不清楚”。

随后，记者按照业主提供的
满中桐的联系方式多次打去电
话，均无人接听。

街道办：
先保障居民温暖过冬

9日，小区业主们一起来到济
南市历城区郭店街道办事处，“现
在正在审计满中桐的账目，因为
事情已经过去七八年了，都是陈
年老账，需要一点点地审。”街道
办事处工作人员说，满中桐已经

交了一些单据，但没经过审计公
司审计，也不知道这些单据是干
什么用的。

“今年郭店街道办已经委托了
一家物业公司管理小区，不管这个
事情多么难，街道办都会保底，尽
最大努力保证达到正常标准和要
求。”郭店街道老旧小区改造办公
室主任陈忠表示，到时社区会公开
招投标，找一家物业，至于并网的
事情，需要等审计的结果。

11月16日，记者和业主再一
次来到郭店街道办事处。“10月13
日我们就已经下发了让满中桐提
供相关材料的通知，但是目前来
讲，审计提供的材料不全。”郭店
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副主任
卢迪说。今后他们会叫着派出所、
街道办以及审计事务所，把情况
直接反映给济南庚辰铸造材料有
限公司总经理贾有彬。

卢迪表示，街道办会积极推
进此事，“如果天冷就不要考虑

（供暖）成本，先保障居民温暖过
冬。至于花了多少钱，等供暖期结
束，花的每一笔钱都需要居民代
表、临时物业及办事处的工作人
员签字。”卢迪说，最后用了多少
电费，街道办会进行公示，公示完
以后，办事处给补贴，“只要是我
们辖区的居民，我们就有责任有
义务（负责）。”卢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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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改善人居
环境，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城
乡环境面貌，济南长清文昌街道
利用好52个街道治理网格，突出
重点、狠抓监管。

该街办将辖区划分为52个“环
境监管网格”，每个网格由网格内
网格员、保洁员、公益岗位组成，对
各村房前屋后、沟边、桥头等地段
垃圾进行拉网式排查，开展卫生大
扫除，全面清理垃圾死角；抓好沿
国道220、省道104、105及长孝路、
长西路等道路两侧区域的环境卫
生整治工作，改善出行环境。

狠抓长效监管机制。街道人居
环境办公室工作人员不定期巡查，
重点督导农村“三大堆”、“脏乱
差”、残垣断壁等情况，一经发现问
题，建立问题台账，及时反馈到村。
各管理区、村居根据问题台账，迅
速作出整改。（陈洪飞 王桂林）

52个“网格”
加密环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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