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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时 50分，第三
组22岁的代班长栾升
辉爬上第三辆缆车，他
营救的被困者是一名
30岁左右青年男性，
意识清醒，配合度高。

栾升辉利用绳索
将半身吊带调升至缆
车，在地面进行支点
固定，并指导被困人
员将半身吊带穿好。
此时地面突然刮起大
风，两名地面消防员
被乱晃的绳索拉扯得
无法站稳。见此状
况，前来滑雪场游玩
的几名大学生迅速冲
向前与消防员们一起
拉住绳索。伴随着呼
啸的风声和他们脖子
上暴起的青筋，几个
人咬着牙“驯服”了乱
舞的绳索，最终将男
子顺利救下。在男子
落地的那一刻，两名
地面消防员对几名大
学生竖起了大拇指。

在大学生的感染
下，在场的所有人纷纷
加入救援队伍中。其
余被困人员，在共同努
力下于 18 时 20 分全
部成功救出。

游客悬游客悬跨度跨度800800米索道缆车上米索道缆车上
消防员还原消防员还原22小小时生死救援时生死救援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
朔 记者黄迎峰）17日15时
16分，哈尔滨市阿城区消防
救援大队119指挥中心接到
报警，称位于阿城区玉泉街
道内的上京国际滑雪场缆车
系统发生故障，缆车悬停在
半空中，19名游客悬停滞留
被困空中，情况十分危急。
阿城大队金涤路消防救援站
紧急出动一台抢险救援车、
一台运兵消防车，14名消防
队员赶赴现场，大队指挥部
随即出动。记者从参与现场
救援的消防员口中，还原了
这场历经近2小时的生死救
援。

当日16时 30分，阿
城区消防救援大队队员
到达后，立即进行现场勘
查，并向滑雪场工作人员
了解人员被困情况。在
消防救援队站到场前，已
经有6名被困人员被滑雪
场的工作人员救出，其中
有3人轻伤，被紧急送往
阿城区人民医院检查救
治。现场仍有13名游客
被困，分别位于雪场的低
段、中段和高段，跨度约
为800米的索道缆车上。

此时天色渐晚并伴
随降雪，能见度低，室外
气温已达到零下20度左
右，给救援增加了难度。

“天气太冷了，风这
么大，缆车还是镂空的，
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制
定好最周密的援救计划，
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哈尔滨消防救援支队大
队长李继平说。随后，消
防员们明确了分工。几
位有经验的消防员迅速
观察地形，并制定计划，
其他消防员们也兵分两
路，一组火速调动器材，
另一组通过地面家属等
人了解被困人员情况并
作详细记录。

根据估算和测量，被
困人员所处的地势较高，
坡度达到10度-12度，加
之地面湿滑且伴有小雪，
天色昏暗能见度低，导致
抢险救援车没有作业
面。消防员用了十分钟
制定计划—“绳索救援”。

救援队伍分成了三
组，一组配备三名消防
员，一名消防员高空缆车
救援，地面两名消防员配
合拉动绳索协助救援。
首先，指战员们对身体不
适者和小孩进行救援。

时

分
现
场
勘
查

雪
地
湿
滑
无
作
业
面
选
择
绳
索
救
援

时

分
救
援
开
始

低
温
天

岁
大
叔
冻
麻
了
消
防
员
帮
系
吊
带

当日16时40分，救援正式
开始，一组的站长助理宋海波和
二组的战斗班长王晓港，同时登
上绳索，两组救援同步进行。哈
尔滨消防救援支队阿城区大队
金涤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介绍，
由于1组的被困人员是一名40
多岁男子，并且体重较大，在缆
车上的停留时间也达到一个小
时以上，身体已感觉不适。由于
低温，他的活动能力明显下降，
所以在十几名被困者中，他是配
合度最低、救援难度最大的。

“我有经验！让我去吧！”宋
海波迅速穿上救援的全身吊带，
携带好救生器材，利用滑轮组迅
速地升上缆车。到达缆车上面
后，宋海波用嘶哑的声音呼唤着
被困者，通过交流判断被困者意
识，并迅速为他佩戴好半身吊
带。“我们来了，再坚持一下！拉
住我的手你就安全了！”在佩戴
好后，他迅速下好指令，与地面
人员配合将被困人员成功救下。

与此同时，第二组王晓港的
救援对象，是十岁出头的姐弟
俩。孩子的行为和情绪跟大人相
比，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所以王
晓港在上升到缆车内部时，第一
时间温柔地抱住两位小朋友，边
拍着两个孩子的背，边为他们戴
好救援吊带，并用最大的声音向
地面呼喊着：“俩孩子，一定把绳
子抻住，迅速接住了！”

在地面的家属也高喊着安慰
两个高处的孩子，在两名地面消
防员的配合下，两个孩子平安落
地。落地的那一刻，两个孩子和
父母相拥而泣。两分钟后王晓港
从缆车上下来，两位孩子又一下
抱住消防员叔叔抽泣不断地说：

“谢谢叔叔”。王晓港的眼泪也夺
眶而出，摸着两个孩子的头说：

“刚才你俩已经很棒了，叔叔来晚
了，让你俩等太久了，这会儿见到
妈妈爸爸就好啦，乖。”说完王晓
港来不急擦干脸颊的泪水，又小
跑着奔向下一辆缆车……

阿城上京滑雪场缆车故障 绳索救援！13人如何被救下？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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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养老公司
招自理、半自理卧床老人，吃的好，住的
好，玩的好，照护好，交通便利，配套齐全，
药店、洗衣房、食堂、护士站、老年大学、
琴棋书画特色班、24小时热水、冰箱、互
动电视、无线网络等。哈西红星城3号楼
电话:0451-51025111/13936510333
乘坐57.58.82路区间车直达

以下所有刊登的相关信息，仅提供咨询，如有
交易请慎重并到相关部门核实证件，否则后果自
负，本报不承担任何责任，投资有风险需谨慎。

信用卡信用卡
各类疑难贷款
房产抵押贷款
无抵押贷款

(以上正规银行放款）

贷
款
电话:15303605373咨

询

宾馆出租出售
道里东风街89号，建面5300平米，楼层-1到7
层，8层共计122间客房，地下室1层可做餐厅。
李先生：18545620356

百业信息
丢失声明

声明作废
因中仕天恒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原法定代表人汪广鑫触犯刑律被判
刑，依据法院判决和公司章程、股东会
决议，己经产生新的法定代表人，汪广
鑫自犯罪之日起，以公司名义进行的一
切商务活动均属违法，由此而引发的法
律后果公司概不负责。汪广鑫非法持
有的公司公章、合同章、财务章、营业执
照正付本全部作废。

中仕天恒农业科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股东中仕华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19日

★ 黑龙江省汐淇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银行不慎将开户许可证、
公章、法人名章、财务章丢失，法
人姓名赵伟，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230103MA1BDCUM37，
开户行：兴业银行有限公司哈尔
滨 道 外 支 行 ，核 准 号
J2610045340201，开户行账号：
562190100100005668。

特此声明作废

QQ/微信:80451

业务办理电话:
15504651777
8968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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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徐旭 吴迪 记者王秋
实）18日13时15分，黑龙江省新冠肺
炎救治中心6名新冠肺炎患者出院。

此次出院的6人，为2月初转入
省新冠肺炎救治中心，5人来自哈尔
滨，1人来自绥化。他们中年龄最大
的67岁，年龄最小的34岁；3名男性，
3名女性。6名确诊患者中，60岁以
上3名，分别患有腔隙性脑梗、高血
压、冠心病等基础性疾病。专家组每
天会诊分析研判患者具体情况，科学

防治，精准施策，一患一策，制定专业
的治疗方案。

经过哈医大一院、哈医大二院、哈
医大三院、哈医大四院、黑龙江省医
院、省中医大一院、牡丹江红旗医院，
及佳木斯、鹤岗、大庆医疗队一系列救
治措施，患者病情陆续好转，6人2次
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18日上午，经专家组评估，6人
均符合出院指征，他们将返回哈尔滨
和绥化，进行14天的隔离医学观察。

省新冠肺炎救治中心18日6人出院
生活报讯（徐旭 记者王秋实）18

日，随着哈尔滨市调整为低风险区，哈
医大一院率先调整防控策略，取消就诊
提供核酸报告，仅来自中高风险地区患
者，及呼吸、口腔就诊患者，需持三日内
核酸就诊。260名专家每天出诊，开放
7500个号源，打造日间病房，全面恢复
疫情前的正常诊疗服务。

记者了解到，即日起，患者到哈医
大一院就诊无需提供核酸报告，仅来自
中高风险地区患者，及呼吸、口腔就诊
患者，需持三日内核酸就诊。门诊实行
预约挂号诊疗服务，患者严格按时段就
诊，取消陪诊，防止因就诊时间集中、人
员聚集引起的交叉感染。来院所有患
者需扫描国务院行程码、龙江健康码，
持绿码方可进入安全通道，测量体温后
进入门诊大厅。同时，龙江名医、主任
等260余名各级别专家，每天出诊，开
放号源7500人次，就诊号源100%网
上开放，保证患者就医需求。诊室内一

医一患，保持安全距离，患者进入门诊
必须进行手卫生消毒。

核磁共振、CT、超声等检查全部恢
复，错时服务，确保当日就诊、当日检
查、当日确诊。检查室，一患一消毒，保
证患者就诊安全。超声诊断保障每日
1500余人次需要。核酸检测保障每日
5000 余人次采集，满足市民检测需
求。胃肠镜、喉镜、伤口治疗等高风险
检查和处置项目全部开放。

日间手术开展60余个涉及普外、
骨科、泌尿外科、消化内科、眼科、耳鼻
喉科等科室的病种及120种术式，患者
住院当天手术，24小时内即可出院。
日间病房，方便患者就医，缩短住院时
间，减少治疗费用。日间放化疗，方便
乳腺癌、消化系统肿瘤、肺癌等肿瘤患
者“白天住院放化疗，晚上回家静养”。

“互联网门诊”每日出诊医生358
名，让患者足不出户在家就能享受便
捷、专业的医疗服务。

哈医大一院全科开诊

除呼吸、口腔科就诊患者
低风险区无需提供核酸报告

生活报18日讯（记者张立）18日
0-15时，哈尔滨市无新增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哈尔滨市第六医院收治的2例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和6例无症状感染
者，经专家组综合评估，已达到《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
版）》规定的出院标准，分别治愈出院
和解除医学观察。出院后将按规定继
续做好隔离管理、健康监测和随访、复
诊。

哈尔滨市在黑龙江省新冠肺炎救

治中心收治的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以及黑龙江省传染病防治院收治的1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
染者，经专家组综合评估，已达到《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
版）》规定的出院标准，治愈出院和解
除医学观察。出院后将按规定继续做
好隔离管理、健康监测和随访、复诊。

从2月18日零时起，哈尔滨市全
域高中风险区域全部清零。疫情防控
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感谢大家对疫
情防控的配合与贡献。

哈尔滨高中风险区域全部清零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18日，记者从我省部分高校获悉，继哈工大发布开学时间之后，哈尔滨工程大学、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等高
校陆续发布开学时间，学生将分期、分批、错时、错峰返校。

哈尔滨工程大学：

1.全校学生于3月4日至6日按照“分期、分
批、错时、错峰”原则，分三批次返校。返校学生
线上提交返校申请并上传绿色龙江健康码、通信
大数据行程卡和7日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经学校审批后方可进校。

2.所有学生3月8日起开始按课表线下上
课。补考、缓考移至学生返校后第2周至第4周
进行。3月底毕业研究生原则上返校后参加线
下答辩。

3.学校教职工开学时间为2月28日。学校
教职工原则上应于开学前14天返哈进行居家观
察，不能按时返哈的教职工须经本单位批准并报
人力资源处备案，于返哈居家观察14天后方可
进校。

4.开学前14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
的师生员工，须按社区规定接受隔离观察，待核
酸检测正常、解除隔离后，持7日内有效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方可返校。

5.师生员工返校途中须做好个人防护，如返
校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腹泻等不适症状应
当及时就近就医，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6.烟台研究院学生返校及开学时间，由烟台
研究院根据当地教育管理部门要求自行制定。
烟青琼教职工返校事宜可参照上述进行管理。

东北农业大学：

1.未在哈尔滨市市区的教职员工须
在2月22日（星期一）前返哈，按照省教
育厅要求，进行14日居家观察。线上授
课时间为3月1日（星期一）至学生到校
前，3月8日到校上班。

2.学生线上上课时间为3月1日（星
期一）至到校前。3月8日全体研究生到
校报到；3月9日大一学生到校报到；3月
10日大二学生到校报到；3月11日大三
学生到校报到；3月12日大四和五年制

毕业生到校报到。
3.3月5日（星期五）8:00开始，教职

员工在北区成栋楼和南区体育馆进行核
酸检测；学生返校，坚持“入校即检测”原
则，进入校门后立即进行核酸检测。

4.返校前14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
旅居史的师生员工，须按当地规定接受
隔离观察，待核酸检测正常、解除隔离
后，持7日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经
学校审核后方可返校。师生员工“龙江
健康码”非绿码的暂缓返校。未到返校
时间，学生不允许提前返校。境外师生
未接到学校通知，一律不返校。

黑龙江
中医药大学：

校本部学生预计
于3月5日起分期分
批返校，具体返校时
间以学院通知为准，
请各位同学不要提前
返校。佳木斯学院开
学时间按照当地疫情
要求，结合学院实际
自行安排。

我省高校陆续发布开学时间

学生将分期分批、错时错峰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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