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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薛娥讲，慌乱中，她恍惚记得对方
叫高强。女孩父母说，高强真是帮了他们
大忙，救了发病女儿。“发病女儿遇到好心
人及时救助才脱险，不管多难，我们也要
找到他，当面说声‘谢谢’。”几经辗转，他
们通过消防救援大队队长才找到救助女
儿的消防员高强。

发病女孩名叫王硕，今年16岁，在长
春技师学院读中专，因感到不适，向学校
请假后乘火车准备回家治病，没想到，在
列车上病情突然加剧发生了惊险一幕。
因救治及时，目前王硕已脱离危险，正在

逐步康复中。
向阳区消防救援大队松林街消防救

援站站长王鑫告诉记者，高强12岁时父
亲因病去世，与母亲相依为命。他从小坚
强自立，为人正直，充满爱心，在队里表现
突出，业务素质特别强。

15日下午，高强与同事们一起，带
着水果、牛奶等慰问品赶往大来镇复兴
村，探望了被救助女孩。大家刚到村
口，女孩父母就迎了出来，终于见到了
好心人高强，二人紧握着高强的手，连
声道谢。

为表感激女孩父母几经辗转找到好心人

当日15时，记者先联系到辖区的丽
江路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璞悦湾小区
目前的确无法办理落户，原因是小区没有
街路、门牌号，具体情况需要联系民政部
门。随后，记者就此事联系了道里区民政
局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了
解璞悦湾小区的情况，也和市里相关部门
到现场走访过多次，该小区周边有一条规
划部门规划的市政道路——群力大道延

长线，但道路具体什么时候开通需要向管
辖部门确认。璞悦湾小区的情况，按照程
序应该由开发商向辖区的群力办事处递
交相关手续，再由民政部门审批门牌号，
目前，道里区民政局按照先批号后补手续
的方式进行，门牌号已拟定为群力大道
5136号，开发商也刚刚递交了相关手续
给群力街道办事处，他们等街道办事处递
交手续后就正式办理。

辖区派出所：要有街路、门牌号才能落户
道里区民政局：开发商刚提交手续门牌号已拟定

列车上女孩突发疾病呕吐不止 同车消防员全力救助

扶女孩出站 奋力抢时拦车
零下 ℃跑得满头是汗

张广新 生活报记者 时继凯
列车上女孩突发疾病，危急时刻同车男乘客全力帮忙救助，女孩脱险后，这位好心人悄然离去……为表感激，女孩父母

几经辗转找到好心人，他叫高强，是佳木斯向阳区消防救援大队松林街消防救援站副班长、四级消防士。

高强今年25岁，老家在吉
林省白山市湾沟镇，做消防员已
经四年零三个月了。6日，他刚
休完探亲假，乘坐从长春开往佳
木斯的列车准备归队。14时47
分，高强上了D121次动车，坐在
7车厢04A号座位。随后，一个
女孩上了车，她拿的行李较多，

一个书包，一个皮箱，还有一个
手拎袋。上车后，女孩就俯身趴
在了小桌上。列车行驶了几站
后，女孩开始不停呕吐，高强买
来矿泉水让其漱口，并拿纸巾帮
她擦拭。列车到达佳木斯站后，
高强帮女孩整理好行李物品，搀
扶着女孩下了车。

归队途中偶遇女孩突发疾病

来接女孩的父母早已等候在站台。而
此时女孩已有些神志不清，快撑不住了。其
父亲王双喜背起女儿，母亲接过背包，准备
快速出站找车送女儿去医院。可是出站口
的人特别多，情急之下，高强拿出消防员证
件和女孩父亲身份证，带他们通过绿色通道
快速离开。女孩病情越发严重，而约好来接
站的车却迟迟联系不上。背着女儿的王双
喜，不知所措。

“叔，你别急，我去拦车，跟我走。”高强三
步并作两步，两辆出租车从身边驶过都没有
停，他只好站在道中间拦车，这才拦下一辆出
租车，打开车门，高强让女孩父亲快带她去医
院挂急诊。随后，高强飞奔回火车站服务
台取回王双喜证件，并帮助在原地等待、看
行李的女孩母亲薛娥又拦了一辆出租车，
帮其将行李装上车后才悄然离开。此时，
室外气温零下10℃，他却跑得满头是汗。

帮忙拦车为重病女孩争取救治时间

哈尔滨市群力西区璞悦湾小区业主反映：

小区居民进户一年无法落户口
辖区派出所：要有门牌号才能落户 道里区民政局：开发商刚提交手续 门牌号已拟定

生活报讯（记者王秋实文/摄）“小区入户一年多了，到现在还不能落户口，孩子眼看就要上学了，一问派出所才知道我们没有街路和门
牌号没法落户口。”近日，家住哈尔滨市群力西区璞悦湾小区的多名业主向本报新闻热线反映，该小区已进户一年多了，数百户业主面临着
无法在辖区派出所办理落户的问题，业主曾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17日，记者对此事进行了采访。

璞悦湾小区业主陈先生2018年
购买了该小区的新房，2019年小区建
成后，和家人入住至今已一年了。陈
先生告诉记者，购房时开发商告诉居
民，小区正门是政府规划的群力大
道，而在进户时门口却是一个几千平
方米的大土包。“进户后我们就开始
着手办理落户口的事，没想到派出所

的答复是，我们没有街路没有门牌
号，不能落户，当时我就傻眼了，孩子
今年5岁，明年就要上小学了，没有户
口怎么上学啊？”陈先生告诉记者，小
区里数百户业主都面临着不能办理
落户的问题。“承诺的道路没开通，我
们可以克服，但是户口的事可没法将
就啊！”陈先生说。

业主：孩子眼看要上学户口至今不能落

17 日，记者来到璞悦湾小区，从
群力第五大道驶入一条没有指示路
牌的小道后来到小区正门，正门对面
被像山一样的土包包围着，记者走了
一圈后发现小区周边一条市政道路
都没有。家住该小区的刘女士告诉
记者，她平时邀请朋友来家里，需要
告诉对方到群力第五大道附近再寻

找小区，交通十分不便。“开发商说政
府对群力西区有整体规划，但是规划
后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小区建成
了，配套上不来，是谁的问题啊？”刘
女士告诉记者，她是一期的住户，而
该小区的二期在今年 10 月末也开始
陆续进户了，户口的问题希望能尽快
解决。

记者现场走访：小区周边难觅市政道路和门牌号

高强高强（（左一左一）） 图片由当地消防部门提供图片由当地消防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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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综合·体彩 15504501528

生活报讯（记者杨镭）16日，体彩
大乐透第20128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9、12、13、26、33”，后区开出号码
“04、10”。本期全国销量为2.74亿元，
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9898万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3注一等奖，均为
单注奖金1000万元的基本投注头奖，分
落浙江嘉兴、福建泉州和河南郑州。二
等奖开出55注，单注奖金为24.96万元；
其中28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19.96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44.92万元。

固定奖方面，本期三等奖开出131
注，单注奖金10000元；四等奖开出454
注，单注奖金 3000 元；五等奖开出
10969注，单注奖金300元；六等奖开出
16434注，单注奖金200元；七等奖开出
33718注，单注奖金100元；八等奖开出
478297注，单注奖金15元；九等奖开出
5423778注，单注奖金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7.61亿
元滚存至19日（周六）开奖的第20129
期。

大乐透开出
3注1000万元头奖

生活报讯（记者杨镭）14日成
为我省大庆市购彩者的幸运日。当
天，当地连续开出2注体彩顶呱刮即
开型彩票头奖。

14日下午，大庆市购彩者李女
士和朋友来到大庆体彩中心兑奖，让
她喜中头奖的是一张面值2元的“三
叠字”即开票，“我和朋友一共花了
30多元，就幸运中得了3万元，现在
想想还特别激动。”李女士笑着说。

好事成双，令人惊喜的是，李女
士刚兑完奖，位于让胡路区的一家
体彩销售网点又传来喜讯，一位购
彩者喜中10元面值的顶呱刮即开
型彩票“中国红”25万头奖。据了
解，中奖者闫先生平时很少购买彩
票，当日等待孩子放学时一时兴起，
买了一张“中国红”即开票，竟然中

得了头奖。15日上午，闫先生带着
妻子前来兑奖，当问及奖金如何使
用时，闫先生朴实地说：“当然是改
善生活了”。

中奖当然值得欣喜，与此同时，

您所购买的每一张即开型体育彩票
金额中的20%都将用于社会公益事
业。您在体验顶呱刮即开型体育彩
票带来的乐趣与惊喜时，也在为公益
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两注顶呱刮头奖同天花落大庆

体育彩票
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协办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17日，本报
报道了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张思
源，帮脑瘤手术后遗症语言受阻、不能
站立的马立明做复健的故事，感动了
很多人，张思源也获得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公益平台的关注。当日下午，
天天正能量工作人员表示，将联合生
活报为其颁发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及五

千元奖金。
颁奖词中这样写道：一位是缺少家

人陪伴、鼓励，正与手术后遗症苦苦斗争
的病患；一位是出身医护家庭，从小耳濡
目染要帮助弱小的大学生。他们的人生
轨迹原本没有交集，却因一次偶遇结成
忘年交，演绎出一段平淡却感人的“帮
扶”故事。

一个多月的复健，无数次的搀扶和
鼓励，他用双臂为无助的邻居撑起希望，
也给了他重新找回生活的勇气。天天正
能量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希望用这种奖
励的方式，让每一份善意的付出，都能有
回应。也希望唤起更多人心中的温暖，
尽己所能，帮助身边老弱病幼，传递正能
量。”

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集团联合全
国100多家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大型公
益开放平台，以“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
美”为宗旨，面向全社会寻找、奖励凡人
善举。目前，天天正能量已奖励8000余
人，投入公益金近7000万。在生活报的
报道推荐下，本年度黑龙江已有数十人
获得该项目的正能量奖励。

坚持帮脑瘤术后患者做复健

本报推荐暖心大学生张思源故事故事
获正能量特别奖五千元

生活报讯（记者栾德谦）无业男子
加油不去加油站，专门挑小货车的油箱
下手，从中偷油用。

8日清晨，黑河边境管理支队山湖
边境派出所接到110指令称，7日晚，辖
区居民李先生将自己的货车停在逊克县
农商行门口的路边，8日早上来开车时，
发现货车油箱内的汽油被偷了。

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在周边门店的
监控里找到了李先生汽油被盗的全过

程。视频显示，一名身穿黑色羽绒服的
男子开着一辆轿车，停在李先生的车旁，
短暂停留几分钟后，便从轿车后备箱里
取出塑胶桶、皮管等作案工具实施盗
窃。警方在调取行进轨迹监控时又有新
的发现：该嫌疑人还曾在逊克县一中对
面的一辆货车旁停留多时，这很可能是
另一起案件。民警前往现场，在确定车
辆里的油被盗后，办案民警联系货车车
主，车主这才知道自己的汽油被偷了。

民警随后发现，犯罪嫌疑人已经逃
离逊克县。鉴于情况复杂，涉及盗窃次
数多，民警联系了县局刑警队协同处理
此案。经过8天的排查，警方在逊克县
逊河镇内将孙某抓获。

据黑河边防警方介绍，该男子曾是
一名汽车修理工，自称因没钱加油，所以
偷窃他人油箱内的油，因小货车的油箱
盖好开，所以专挑小货车下手。目前，案
件已移交至逊克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深夜拎桶专抽小货车油“油耗子”作案多起被抓

生活报讯（李珊珊 记者杨镭）
鹤岗市最近成了体彩大乐透购彩者
们的福地，距离11月28日当地购彩
者中得大乐透第20120期二等奖15
万余元不到半个月，12月9日开奖
的大乐透第20125期，当地又开出一
注大乐透二等奖，而这次的奖金达到
188841元。

11日，幸运购彩者任先生在朋

友的陪同下，来到鹤岗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兑奖。任先生的中奖彩票是一
张5注号码的单式票，其中1注命中
二等奖。任先生对工作人员说：“我
买大乐透也有些年头了，之前也中过
不少小奖，但中二等奖还是第一次。
没想到这张机选票能中奖，唯一的遗
憾是没有追加。”兑奖后，任先生表示
以后还会继续支持体彩。

半个月两注 鹤岗又出一大乐透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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