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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出租车出行，一上车女司机就
提醒乘客佩戴口罩。“这两天乘车的
人，明显比前些日子减少，坐副驾驶
位置的人也少了，大家防护意识都
挺强的。”女司机说，自己和爱人都
开出租车，有不同的同行群，大家反
映的情况基本一致：往年这样的天
气，出行乘坐出租车的人会很多，政
府发布疫情信息提醒后，乘车人数
骤减。

15日，在道里区河鼓街的一家
棋牌室，经营者这样介绍：辖区派出
所已经发出通知，来玩牌的居民必
须扫码、戴口罩。“其实没接到通知
前，来娱乐的居民就已经把自己捂
得很严实了，大家自我防护意识都
有。”62岁的居民吴先生说，他和老
伙伴每天都来这里打扑克，虽然戴
口罩有些憋气，但大家都很注意。

“如果情况不允许，我们以后就不再
来了。”

防护意识都挺强
市民出行谨慎

□文/摄 本报记者 史天一

2020年12月9日本版刊发《哈轴路
路灯成摆设 夜晚漆黑行车难》，报道了
市民反映的哈轴路的路灯一半好使一
半不好使，道路漆黑行车难的问题。6
日中午，记者联系了松北区城管局，工
作人员表示立即会派人检查维修。

6日下午，城管局工作人员给记者
回复，经过检修发现，哈轴路共有 8 个
路灯损坏，通过路灯杆下面的检查口检
测后，初步怀疑是供电电缆断了。因为
现在正值冬天，土地上冻，电缆线埋在
了地下，现在维修有点困难，目前打算
从附近接电来维持路灯的正常运转，等
天暖后再进行彻底维修。

6日17时左右，哈轴路受损的路灯
采用临时线路恢复供电。

哈轴路

路灯修好了
道路变亮了

“我的孩子上初二了，没有做过一次
化学实验。大庆 69中学是名校，怎么能
没有实验室，这不符合国家的教育要求，
对孩子的学习影响很大。”近日，大庆市
69中学多名学生家长致电本报，反映该
校二部竟然没有实验室，孩子化学和物
理成绩都不理想。11日，记者来到该校
二部校区，了解到该校初三以下学生，竟
真的没有上过一堂自己参与操作的实验
课。

“大庆 69中学与 69中学二部，到底
是不是一个学校？”网上贴吧中，69中学
二部的学生有这样的留言。家长孙先生
说，自己当年就是按照学区范围、学校名
声、师资力量等因素，将孩子送到这个学
校读初中的。“当年入学并不容易，因为
顶着69中学分校的名头，家长趋之若鹜，
费尽了心思。但孩子就读两年才发现，
这个建设气派的校区，竟连基本的化学
实验室都没有，孩子根本没有上过一堂
自己实践操作的化学课或物理课。”孩子
们对自己入学就读的名校，有了失落感
和挫败感，觉得自己所在校区与本部的
配置没法比，成绩也是无法提高。

记者了解到，大庆市第 69中学是国
家级示范校，始建于1988年，二部是其分
校，是新区新建校舍，招收此地辖区生
源。11日，在该校区收发室，电话联系表
中第一位标明了总校校长座机联系方

式，第二位副校长即二部的“宋校长”的
手机号码。“学校放假了，但有值班领
导。”门卫拨打了“宋校长”手机，但没有
人接听。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宋校长”。

“二部校区建设得非常现代，怎么会
没有实验室，政府投资建设时，没有拨付
这个款项吗？”面对记者的询问，宋校长
说，学校确实没有建立化学实验室，这笔
费用政府是拨付了的，但已经招标两次
了，都因为建设标准问题，没有落实建
设。“本月14号，我们将进行第三次招标，
这次力争解决问题。”她说，国家对中学
实验室建设有标准、有要求，应标建设单
位不能按照标准和要求完成项目，学校
就不能轻易将工程交与他们。

对于家长和学生们担心的问题，宋
校长这样解释：我们积极要求老师进行
课上实验演示，做到让学生了解关键，掌
握知识点。“没有实践操作，就能学懂掌
握吗？”面对学生家长的质疑，宋校长表
示：初三年级的学生肯定会受到影响，校
方将加强教学“演示”。至于学校何时能
建立起实验室，学生何时能上一节正常
的实验课，她没有做出肯定的答复。

家长们纷纷质疑：投入巨量资金建
设的名校新校区，几千万都花出去了，百
万的实验室费用却花不出去，而且一耽
搁就是两年多时间。

问 政帮办

视频团聚不回老家
就地过年 哈市市民这样做——

□文/本报记者 张同 李国玉
史天一 李天池

摄/本报记者 苏强

“春运”临近，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我
们该怎么做？13日到15日，记者采访了百余位
哈市市民，他们有的取消朋友聚会，有的更改过
年计划，有的停止近期出行，有的就地过年……
不管是居家还是上班，大家一致的选择是：认真
佩戴口罩、减少聚集接触。通过网络调查记者
了解到，这也是哈市市民比较统一的认知。

对于从苏州返哈的韩先生来说，13日原本
是个很重要的日子。“一个月前，我回来看望老
父亲，一直没有走。十几年前在广州工作的老
同事们知道情况后，张罗在哈市聚会。多年未
见，很想念是一方面，他们大多是南方人，也想
借机来这儿看看冰灯。”韩先生的老同事们很兴
奋，备足了棉衣棉裤棉帽子，18个人分别在广
州、深圳、上海、武汉预订了 13日的早班飞机。

“望奎县出现疫情后，我将情况在微信群里通知
了大家，几经商讨，12日晚 18个人都分别取消
了行程。虽然很遗憾，但我想大家都是知道轻
重的，我们不能因为一时贪玩，给国家也给自己
带来麻烦。”

哈尔滨市民李先生原本预定了 2月 8日飞
往海口的机票，但面对当前疫情严峻形势，他马
上将机票退订。“为了疫情防控，还是尽量少出
门吧。”他说：“其实很遗憾，孩子和老人都在那
边，原本想一起过年，现在只能自己在哈尔滨过
年了。”

记者查询了春节前几天哈尔滨飞往海口、
三亚航班余票情况，发现多数航班均有空余座
位，有的班次还有三到四折的折扣。而在往年
春节前出行高峰期，机票不仅全价，而且也是一
票难求。

18位老同事退掉机票
取消聚会

按照之前的计划，姜永学和好朋
友刘天两家人应该在17日开始启程前
往海南，春节后再回来。可他们经过
反复打听和考量，决定取消海南过节
的计划。姜永学说，这次海南春节之
行策划了三年多，为了找一个理想的
过节地点，他特别委托在海南的朋友
考察了近一周，自己还打前站特别选
了一个风景和住宿条件特别好的地
方，租了两个月的房子。“我们计划把
几家老人也都带着，时间好不容易统
一的，车票和过年要带的东西也都置
办齐了，马上就要出发了，结果这疫情
又来了。”

姜永学和刘天两家人咨询了多地
疾控部门，在12日晚上开了一个视频
会议，最后决定还是损失近1万多元，
取消这次春节之行。

刘天告诉记者，他咨询了海南当
地的疾控部门，虽然不是中高风险区
人员暂时没限制入内，但只要出发地
情况有变化，肯定要进行隔离。另外，
从海南返回也将面临类似的问题，行
程卡涉及中高风险区，回哈也要至少
隔离14天，这样会把所有工作和学习
计划都打乱。而且 10多口人集体外
出，即便有防护措施也很危险，所以他
们最终决定把海南春节计划延后。

来自双鸭山的小姜今年22岁，在
哈尔滨一家台球厅打工，由于疫情的
原因，小姜决定不回家过年了。小姜
告诉记者，父母前段时间还一直催促
他早点回家，害怕疫情反弹。“随着我
不断劝说，俩人最终同意了。因为台
球厅老板得知我不回家了，也很赞同
我的决定，邀请我去他家过年，还说要
多置备点年货。这是我第一次在外地
过年，以前去南方打工的时候，不管多
远我都回家。虽然这次回不去了，但
一点没耽误过年的气氛。”

租好海南风景房
损失万元亦留哈

林先生要参加一个大型国企的面试，地点
在武汉国企总部。“我一直在广东的外企工作，
年龄已经超过 40岁，说实在话，这个国企的销
售总监岗位对我来说很有诱惑力。”林先生回哈
参加侄女的婚礼，他的哥哥是一名公务员，将单
位给职工的倡议让他看了。“不出省、不出市、不
聚集，这既是公共环境安全的保障，也是我自己
身体健康的保障。我已经向这家国企的人事部
门做出说明，希望能够在网上面试。我不后悔，
决定在父母家多住一段时间，也弥补一下这些
年对父母亲情的亏欠。”

记者了解到，1月 13日除夕的火车票已经
开始销售，12306的实时数据显示：从 1月 31日
至2月11日期间，此前最热门的Z114次列车的
硬卧、硬座车票均显示还有较多剩余，偶尔软卧
一等卧车票只剩余个位数，与往年车票紧张的
情况有明显不同。

减少人员流动
申请网上面试

“我和妻子家里都有隔代长
辈，年纪都 90多岁了，前几年也总
遇到这样那样的事，可返乡回家过
年是雷打不动的。但是今年全家
人商量后决定，无论后期疫情怎么
发展变化，留在哈尔滨不走了。支
持黑龙江疫情防控。”家住哈尔滨
市道外区南马路的赵智在哈市一
家事业单位工作，他老家在鸡西
市，爱人老家在齐齐哈尔市，每年
春节他们一家三口都要往返两地
过年。本来今年已经计划好回老
家的日期，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春
节的时候吃一个视频团圆饭。

小一和爱人孙琳今年刚结婚，
小一家是外地的，两人本打算今年
过年回小一家，但由于突如其来的
疫情，打破了原有计划。孙琳说，
已经开始置办年货了，列出了一大
堆要买的东西。“没想到疫情突然
出现反弹，为了不给政府添麻烦，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我俩决定过年
不回家了，就在哈尔滨过年。现在
通讯视频发达，年夜饭可以和公婆
视频直播。”

去年大学毕业留在哈市工作
的刘欣说，同窗在哈市工作的有14
人，家在外地的有 11人，目前各单
位都发出了“挽留倡议”，大家也都
积极响应了。

过年不回老家
视频直播团聚

□文/摄 本报记者 张同 李国玉 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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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声记者 张同 电话：15004619916
你想说的我会听，你要做的我会帮，

因为你是人民，我是你的记者。

公共汽车开始扫码乘车。

办业务要保持安全距离。

商场需要扫码测温进入。

大庆69中学二部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