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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智博）记者从哈尔
滨市殡葬事务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
清明小长假三天，哈市市属各殡仪馆
和公墓共接待清明祭扫群众15.9万多
人次，车辆 3.3万多台次，错峰祭扫分
流效果明显。

据统计，从 3月 13日至 4月 5日，
市属各殡仪场馆共接待祭扫市民51.9
万多人次、车辆 12万多台次，较 2019
年同期祭扫市民减少 44%左右，车辆
减少 37%，是哈市历年来祭扫人数和
车辆减少最多的一年。祭扫集中接待
期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今年清明祭扫集中接待期高
峰主要集中在 3 月 28 日、4 月 3 日和
4 月 4 日，整个接待期未发生大面积
车辆拥堵、踩踏、治安及火灾等事
故，祭扫秩序井然。小长假三天祭
扫人数较往年有小幅减少，也说明
错时错峰祭扫的观念已经深入人
心。”哈尔滨市殡葬事务服务中心主
任王立军介绍。

据了解，在坚持疫情防控常态化
的基础上，哈市民政部门经过认真研
判，提前制定了“总量控制、预约祭
扫”的新方法，既要尽最大努力满足
市民的现场祭扫心愿，又要最大限度
地控制人员的停留时间，降低室内人
流密度，保障市民安全有序祭扫。同
时，今年哈市清明祭扫集中接待期是
24天，比 2019年增加了 8天，人流、车
流相对更为平均分散。

据介绍，随着文明祭扫理念渐入
人心，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鲜花、黄丝
带等文明方式祭扫代替焚烧冥纸冥币
等旧俗。市属各殡葬场馆和墓区实现
了文明祭祀宣传活动的全覆盖，整个
清明节期间祭扫秩序井然，祭扫环境
焕然一新。

据介绍，新兴的网上祭奠方式、
贴心的代祭服务和各主城区社区共
祭活动等文明祭祀形式的推广，都
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引导了市民文明
祭祀、生态扫墓。

本报讯（记者韩丽平）做足施工预案，
抢抓工期，加快室外电缆隧道及道路建
设；组织工人加排班组，加紧实施设备机
柜、机架的安装……日前，总投资 10亿元
的省百大项目——中国移动哈尔滨数据
中心二期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预计
今年 10月底项目正式投入运营。未来将
与一期工程共同打造成东北三省的数据

“大脑”。
“为抢抓数字经济和大数据产业发展

契机，我们加快了中国移动哈尔滨数据中
心二期项目建设进度，3月初，项目就提前
复工，力争在 10月底之前，各种设施全部

到位，项目正式运营。”中国移动哈尔滨数
据中心总经理池海清说，根据经验预测，
每年进入 4月，哈尔滨的气温才能达到复
工要求，但为了抢抓工程进度，他们组织
施工、设计、监理人员把所有提前复工可
能遇到的问题进行预案处理，做好施工计
划，加排班组，现在项目正在 24小时滚动
施工。

据了解，中国移动哈尔滨数据中心位
于哈南工业新城核心区，总占地面积1294
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59.6万平方米，总
装机架 5.3万架，总投资预计达 120亿元。
作为中国移动集团在全国布局的“3+3+

X”中三大跨省数据中心之一，目前该项目
已先后启动两期工程，一期工程总建筑面
积11.9万平方米，可承载10252个机架，可
容纳 100000余台服务器，已经在 2018年
形成了数据服务、系统维护、办公生活一
条龙的服务体系。二期工程作为省百大
项目之一，总投资 10亿元，于 2019年 7月
开工建设，建设2栋机房楼与2栋制冷站，
总建筑面积 4.9万平方米，总装机量约为
8300 个机架，可容纳 100000 余台服务
器。目前，二期项目土建工程全部完工，
正在进行机电配套工程的安装以及室外
工程的建设。

“作为中国移动在全国布局的 8 个
4G/5G核心网的核心节点之一，中国移动
哈尔滨数据中心承担着东北三省的 4G/
5G核心业务。”池海清说，中国移动哈尔
滨数据中心是 5G+产业发展和创新基
地，是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为了更好推
动 5G 网络通信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发展，有效带动 5G通信技术、人工智能、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全产
业发展而投资建设的。未来该中心除了
作为东北三省 5G核心网核心节点外，还
将负责京津冀的数据备份，项目的重要地
位可想而知。

哈尔滨加快打造东北三省数据“大脑”
10月底项目正式投入运营

本报讯（记者晁元元）孟京辉经
典戏剧作品——大型多媒体音乐话
剧《琥珀》4月4日、5日两天在哈尔滨
大剧院上演，作为清明小长假的特别
呈现剧目，与冰城观众一同探索与品
味有关爱情的哲思。

除了编剧廖一梅、导演孟京辉的
实力基础，《琥珀》中绚丽并充满张力
的编舞将人物塑造得更为丰满，为观
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观剧感受。《琥珀》
2005 年在香港、上海、北京巡演 21
场，场场爆满。《琥珀》里充满了所有
当代城市的个性符号，奇思妙想的舞
台空间，精彩夺目的多媒体表达，现
代舞与戏剧形体的完美结合，让当代

艺术的多样元素展现无余。
据悉，清明小长假期间，哈尔滨

大剧院以“戏剧是人类的最高能力”为
主题，相继推出戏剧沙龙、“电波里的
戏剧对谈”、亲子戏剧工作坊等一系列
线上线下互动活动，在引导观众进行
戏剧体验的同时，体会戏剧的魅力。
在4月、5月，剧院将上演包括《黑洞·
先生》、国家京剧院传统京剧《锁麟
囊》、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样板戏《智
取威虎山》、《麦克WHITE》、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经典话剧作品《长恨歌》、韩
雪、刘令飞主演音乐剧《白夜行》等多
部精彩剧目。

《琥珀》剧照。哈尔滨大剧院提供

孟京辉作品《琥珀》小长假亮相

本报讯（记者刘瑞）记者从哈尔
滨市城管局获悉，日前，哈市街路市
场摊区已全面启动规范整治工作。哈
市禁止在早夜市搭建固定设施，对小
规模市场进行整合撤并，规范经营时
间，对冷链食品进行渠道、货源等相关
检查，落实各项防疫常态化措施。

据了解，整治期间，哈市将重点治
理棚亭设置乱象，对市场摊区内乱搭
乱建的各种棚、亭、架进行清理，禁止
在早夜市搭建各类固定设施。严控经
营范围，施划经营界线，对私自扩大经
营面积的进行查处。重点对市场摊区
内围堵小区出入口、下道经营、占用
消防通道等行为进行严管严控。

严格对早市撤市和夜市入市时
间进行管控，确保道路通畅、百姓出
行方便。采取跟踪保洁，增设垃圾容

器，限时清扫等措施，确保市撤场净。
哈尔滨市场摊区办公室还将对

市场摊区硬件、软件进行提档升级，
施划标线，标明序号，摊位不得阻碍
防火通道，不得侵占小区出入口。对
现有市场进行调查、摸底，按照逐年
撤并递减的要求，对小规模市场进行
整合撤并，对分布不合理市场开展有
效调整。

哈市各区将持续对市场摊区内
销售的冷链食品进行渠道、货源、相
关核验证明的检查，检查后登记存档，
确保冷链食品销售环节管控到位。

在市场摊区出入口处不定期利
用广播等方式引导市民加强个人防
疫管理，劝导市民排队购物，避免人
员聚集，优先采用扫码付费方式结
账，减少不必要的接触。

市场摊区规范整治全面启动

本报讯（记者史志强）记者 5日
从哈尔滨市林草局获悉，今年是我国
实施《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
决议》40周年，为组织开展好全民义
务植树活动，拓展植树护绿服务内
涵，履行法定义务，哈市林草部门设
置义务植树接待点 12处，号召适龄
公民投身生态环境建设行列。

当前，正是春季植树时节，为方便
广大适龄群众就近选择植树地点，哈
市林草部门设置的植树活动接待点覆
盖12个区县，做到了除主城区之外全
覆盖。为了做到适地适植，提高林木
成活率，各植树接待点都做了义务植
树种类设计，全市计划实现义务植树
面积696亩，可接待1450人。

哈市设置12处义务植树接待点

□文/摄 本报记者 李宝森

哈尔滨市呼兰区护路村，是哈尔
滨市的专业韭菜种植村。近日，记者
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护路村一探究
竟。

在村东头，记者看到许多韭菜大
棚。在村民孙建华家的一个“最原
始”、仅半米高的大棚里，10名妇女
正在收割韭菜。大棚外面，有三个男
人正在把韭菜装上小推车送到地
头。孙建华告诉记者，韭菜一般收割
两茬，收割第一茬被农民称为第一
刀。“我家扣了5个韭菜大棚，只有这
个大棚是最原始的。5 个大棚‘一
刀’下来就是一万五六千块。隔 15
天再来第二刀，一块二一斤，菜贩子
包运输和收割费用，我只把韭菜送到
地头就行。”孙建华说。

记者蹲着进入大棚看到，割韭菜
的妇女很娴熟地在收割，并把收割后
的韭菜用绳捆起来。收割队队长宋文
清告诉记者，每到韭菜收割季节，他们
就组队来到护路村受雇割韭菜，前后
能干一个多月，已经一起干了好几年
了。“春天正是大棚韭菜收割的季节，
我自己家产韭菜挣一份钱，我媳妇割
韭菜也能挣一万两三千块。我们现在
的生活挺好的。”孙建华在一边插话
道。

村支书刘文喜领记者四处走走，
看村民收割韭菜的情况。记者看到
村子周边都是白色大棚。在村北头
吕富生家，准备下午割韭菜的吕富生
告诉记者，他家扣了 3栋大棚，目前
只有一栋出韭菜，另两栋明年才能出
韭菜。现在一年能收入两万多元，待
韭菜大棚都出菜后，收入会更多一
些。

“我们村种韭菜已有 20多年历
史了。现在我们把韭菜当产业来发
展，做成韭菜专业村，通过韭菜致
富。村里今年增加了 20多个大棚，
一个大棚占地一亩，现在全村有 200
多个韭菜大棚，一年可产韭菜 80万
公斤，村里这一项就收入超过100万
元。韭菜将是我们村一项稳定增长
的收入来源。”刘文喜高兴地说。

他告诉记者，全村在册人口 643
户、2183 人，实际在村里常住人口
700 多人，老龄化严重，平均 55 岁。
全村现在人均收入1.8万多元。谈起
农村振兴，刘文喜说，他们最大的愿
望是把韭菜专业村做大做强。现在，
村里的韭菜已经取得无公害认证，下
一步将加强科学种植，再取得绿色认
证。将来，创出自己的品牌，这样全
村韭菜可以直接对接超市，增加农民
收入。

农户收割韭菜。

呼兰韭菜上市啦

清明小长假 万人出行祭扫16

系上黄丝带寄托思念。 本报记者 马智博摄

清明小长假期间，哈尔滨市民纷纷走
出家门，享受休闲好时光。泡温泉、登山、
逛街、观赏动物表演……市民的假日打开
方式丰富多彩。

人在泉中泡，身心俱放松。在哈尔滨
新海都半山温泉城，市民游客举家前来休
闲，乐享假日好时光。据介绍，新海都半山
温泉城占地 4万平方米，温泉水是采自地
下 1667米深的天然温泉。作为省百大项
目之一，省、市重点旅游项目，该景区综合
体推出全新业态，吃喝玩乐购一站解决，许
多游人慕名而来。工作人员介绍，3日接待
游客近 5000人次，创今年 3月开业以来日
接待量的新高。

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沙滩水世界和
海底世界迎来众多游人，3日接待 3700人
次，4日接待 3500人次，主要是本地市民。

“水世界的沙滩和造浪池比较受游客欢迎，
让大家找到了海岛度假的感觉。海底世界
的美人鱼表演和海豚表演也很精彩，游人
各种打卡合影。”工作人员于艳秋说。

3日是香炉山风景区今春接待游客第
一天，迎来了开门红。工作人员杨红芳告诉
记者，去年清明小长假只接待 200多人，而
今年清明假期第一天接待量就达 2800人

次，4日增至 3700人次。这个小长假天气
好，适合登山。今年香炉山的冰凌花大面积
盛开，吸引很多游客前来。由于去年冬天雪
比较大，今年春天溪水十八湾景点雪水交融
流淌，引来游客打卡，纷纷与春天合影留
念。景区内所有娱乐设施全部开放，丛林魔
梯、滑道和飞索节省了游人体力，增加了参
与乐趣。“我们夫妻自驾来游览，虽然景区现
在大部分没绿，但爬山时感到空气很清新，
还见识了冰凌花。这次旅游放松了心情，亲
近了大自然！”市民李明说。

大好春光里，市民纷纷登山。在金龙
山风景区，游人赏花，挖野菜。在亚布力滑
雪旅游度假区，游人登山远眺，一览初春风
景。

在东北虎林园，领略百兽之王风采的
游客逐日增长，3日达 1200多名，4日则增
至 2700人，其中市民占九成。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这个季节老虎十分活跃，园区也调
整业务，将状态最好的老虎推出与游人见
面，令人大饱眼福。

节日期间，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滨
洲铁路桥、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师大
夜市、世界欢乐城等网红打卡地也吸引来
众多市民走进春光，享受岁月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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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樊金钢 摄/本报记者 蒋国红

游客在温泉城度假。

市民带着孩子市民带着孩子““打卡打卡””世界欢乐城世界欢乐城。。

年轻人沐浴在春光里。

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游人络绎不绝。

游客打卡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游客打卡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

游客喂食东北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