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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黄迎峰）从警
31年，他休息的时间不超过3个月；
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从22名死刑
犯身上挖出久未侦破的杀人案21
起。2月3日7时20分，始终坚守
在一线的李迎晨在单位突发心脏
病，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生命定格
在了52岁。

从死刑犯身上
挖出21起杀人案

52岁的李迎晨是三级高级警
长，鹤岗市公安局兴安分局副局
长。1990年3月参加公安工作，先
后荣获全国优秀公安监管所长、省
级十佳监管民警、“严打”先进个人
等荣誉称号，荣立个人二等功 3
次、三等功3次、个人嘉奖1次。31
年的从警生涯，他曾经当过政治部

的政工民警、看守所的管教、监管
支队的领头人、分局的业务局长。
与李迎晨共事二十余年的监管支
队民警柏长利说道：“他人虽然走
了，但他永远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他留下的精神财富让我们受益终
生。”

2019年5月之前，李迎晨是鹤
岗市公安局监管支队长。在他的带
领下，鹤岗市看守所被公安部评定
为国家一级看守所,先后被公安部
授予全国看守所勤务模式改革示范
单位、全国看守所“五化建设”成绩
突出单位、全国公安监管部门执法
规范化建设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

通过向死刑犯开展攻坚，仅
2001年一年，李迎晨就从22名死刑
犯身上深挖出公安机关久侦未破的
杀人案件21起。尤其是深挖出了以

徐广文、刘先锋为首的抢劫、杀人犯
罪集团，一举破获该集团跨6省20
余个城市以背人勒喉方式杀人、抢
劫、强奸的百余起案件。

牺牲前一周每天忙到深夜

李迎晨参加工作31年，休息的
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3个月，不是
单位不让他休，而是他自己主动放
弃了太多的休息时间。

牺牲前的一周，面对疫情防控
和“两节两会”维稳安保的双重任
务，李迎晨每天都是早7点多进入工
作岗位，深夜才离开。2月2日，李
迎晨到包保的红旗镇派出所指导工
作。晚上，与分局局长共同研究案
件到深夜；2月3日7时05分，他到
分局办公，7时20分突发心脏病，经
抢救无效去世。

生活报讯（羊蓉 记者杨镭）新年伊
始，“体彩新春季，乐小星送牛气”活动
火热来袭，牛年生肖即开票为其增添了
一份火热。面值5元的“牛”、面值10元
的“金牛贺岁”和面值20元的“牛气冲
天”三款体彩即开票在全国闪耀上市，
让牛年生肖即开票在广大购彩群体和
彩票市场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春新玩法“牛气”新体验

“体彩新春季”主题活动作为体彩
的品牌项目，在每年的新旧交岁之际，
都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派奖回馈。今
年，中国体育彩票依旧将生肖即开票作
为“体彩新春季”主题活动的产品之一，
通过“体彩新春季，乐小星送牛气”品牌
主题活动，叠加“新年”节庆效应，各地
体彩中心自主开展丰富多样的优惠回
馈，为好运“加码”，激发了新老购彩者
的购彩热情，有趣的线上互动迅速提升
牛年生肖即开票的知名度和热度，让牛
年生肖即开票搭乘“体彩新春季”这个

“顺风车”，热度不断攀升，带给购彩者
“牛气”新体验。购彩者只要在活动规
定期间内购买牛年生肖即开票，单票中
出500元及以上奖级，就有机会领取价
值百元至千元电商卡的红包奖品，整个
活动期间共派发了47001个红包。

各地体彩中心为让更多即开票的爱
好者乐享多重新年惊喜，均推出了不同
形式的回馈活动。其中，江苏省淮安体
彩中心开展“体彩新春季，乐小星送牛
气”品牌落地推广活动，吸引了很多初次
接触即开票的用户，大家在逛街之余纷
纷前来试试手气，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

幸运。陕西体彩中心在全省范围内推出
了“体彩新春季，三重好礼送不停”主题
活动，在此基础上，西安市体彩中心还额
外增加了“刮体彩即开票中奖送福”活
动，让购彩者体验到了多重惊喜。

除在体彩实体店可参加活动外，购
彩者还可通过线上参与“乐小星送牛气”
互动游戏，完成“赛牛气”“拼运气”“集乐
趣”三关挑战，收集体彩新春主题卡片，
即有机会参与抽奖，赢取5G手机、公筷、
乐小星大礼包、京东电商卡等奖品。截
至2月7日，互动游戏参与页面浏览量超
过54万，总访客数超过43万。

来自宁夏石嘴山的李女士说：“今
年体彩设计的玩法挺有趣的，线上线下
都能兼顾，整体有年味又好玩，像我这
种平时购彩较少的也会想去尝试一下，
因为还有机会中好礼，挺有意思的，是
种新体验。”

创新即开文化让年轻人追“新”

随着90后、95后走向社会，他们的
消费理念和习惯影响着市场，因此，体
彩无论是在品牌形象和宣传方式，又或
是即开票的票面设计和文化寓意上，都
在不断创新，越来越兼顾年轻群体的喜
好，吸引年轻购彩者不断追“新”。

体彩即开票自上市以来，其票面元
素从“体育”风格逐渐转变为“风景、时
事、潮流、贺岁”等。尤其是每年的贺岁
生肖系列即开票，将中国传统的生肖文
化与贺岁习俗相结合，赋予了即开票更
丰富的文化内涵。12年一个生肖轮回，
从2009年“金牛报春”到2021年辛丑
牛生肖系列即开票，可以看出体彩在创

新的路上不断前行。
此次牛年生肖即开票票面设计均

以牛为主体形象。其中，面值5元的体
彩即开票“牛”，票面主形象是牛头符号
图形，游戏区在票的另一面，刮开符号
是牛头图形，意味着“‘反正’都很牛”；
面值10元的体彩即开票“金牛贺岁”，将
牛赋予了独特的人格魅力，有旅游拍照
的牛、有健身舞狮的牛，每一个场景都
是当代年轻人热衷的生活片段；面值20
元的体彩即开票“牛气冲天”则是将“牛
精神”和“牛生肖”相结合，一语双关，既
代表生肖祝福，又代表中国梦的实现和
中国人牛起来。总体设计思路是在延
续历年生肖票的主题概念的同时，不断
推陈出新，为品牌焕新和吸引年轻群体
购彩而不断努力，将“牛”玩出花样。

随着时代发展，即开票也从购彩者
的指尖游戏转变为集社交娱乐功能于
一体，让年轻人对牛年生肖即开票的玩
法更加爱不释手。因为它的游戏场所
不仅限于体彩实体店，它可以是亲友间
的新春伴手礼、团聚时的娱乐助兴、是
收藏品或者是年会奖品……今年，体彩
还推出了创意新春主题票包，让牛年生
肖即开票成为陪伴大众新春佳节的年
货首选。如此多的设计和玩法，为年轻
购彩者的不断追“新”之旅更添惊喜。

焕新体彩品牌提升公益形象

体彩品牌作为市场展示和购彩者认
知的一个窗口，代表的是国家公益彩票
的形象和责任。一年一度的体彩贺岁生
肖系列即开票已不仅仅是一种体彩情
怀，更多的是代表体彩的品牌形象，是体

彩不断创新、紧跟时代特色的有力证明。
云南体彩中心渠道部主任倪永是

一名彩票收藏爱好者，对于今年新上市
的牛年生肖即开票，他认为：“用体彩文
化表现传统生肖，使得即开票在延续中
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能融入体彩元
素，与时代潮流相结合，能更好的彰显
体彩精神。”

可以说，体彩创新牛年生肖票的文
化内涵，以及开展“体彩新春季，乐小星
送牛气”主题品牌活动，不仅让大众能近
距离接触体育彩票，也让更多市民能走
近体彩，并通过体彩即开票参与公益，进
一步扩大了体彩社会影响，提升了公益
形象，让品牌和公益得到双发展。

体彩生肖主题即开票 搅热牛年新春彩市
体育彩票

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协办

鹤岗52岁民警李迎晨因公牺牲

牺牲前一周每天从7点忙到深夜
从死刑犯身上挖出杀人案21起

生活报讯（周晓舟 记者栾德
谦）17日，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春节假期即将结
束，返程客流将迎来高峰。铁路部门
加强疫情防控，落实便民利民服务措
施，采取增加运输能力等措施，恢复
开行8对旅客列车，其中，增加北京、
大连等方向直通列车2对，哈尔滨、
牡丹江、佳木斯、绥化等方向管内列
车6对，满足节后旅客出行需求。

2月16-28日恢复开行哈尔滨
西至北京朝阳G902/G901次列车。

2月17-18日恢复开行齐齐哈
尔南至大连北G766/G765次列车。

2月17日恢复开行佳木斯至哈
尔滨西D9840/D9839次列车。

2月17-18日恢复开行牡丹江
至哈尔滨西D9836/D9835次列车。

2月18-19日恢复开行哈尔滨
西至佳木斯D9123/D9124次、哈尔
滨西至齐齐哈尔D6905/D6910次列
车。

2月17-19日恢复开行牡丹江
至密山4043次、密山至绥化K7288/
5次列车。

2月18-20日恢复开行绥化至
密山K7286/7次列车。

2月19-21日恢复开行密山至
牡丹江4044次列车。组织动车组列
车重联27列次、普速列车加挂44辆
次等方式增加旅客席位，满足旅客返
程出行需求。

恢复开行8对旅客列车

哈铁增加北京
大连等方向
直通列车2对

李迎晨李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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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李丹）近期，省文
明办在全省组织开展了2020年度全省
志愿服务“五个100”先进典型宣传推选
活动。在本次评选中，生活报获得“优
秀志愿服务贡献单位”称号，记者李丹
获得“优秀志愿服务工作者”称号。

为承担媒体社会责任，彰显公益
慈善志愿力量，生活报社推出公益慈善
专版，联合省慈善总会、省妇儿基金
会、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及全省多部门
志愿服务组织，除常规联动外，还推出
了一系列品牌项目，涉及助老、助残、
助困，以及社会重点关注的留守儿童问
题。如连续开展13年的助力贫困大学
生返家的“爱心车票”活动，帮助近
9000名贫困大学生回家过年，认购捐
赠款总数已超过200万元；生活报大型
公益春植活动，联合哈尔滨市城管局、
各区园林办开展植树活动，让市民亲手
种植一片绿，提升护绿意识，截至目前
已种植树木千余株；“江河卫士”大型
公益活动，以公益徒步为依托，号召近
万人参与保护江河行动，评选优秀护水
志愿者；“经典诵读”活动，传诵经典读
中国，六千余人参与其中，传承中国声
音文化；“情暖重阳 为爱行走”公益活

动，购买羊绒衫，为老人送去温暖的同
时，还送去文艺节目、心理疏导。

2020年，以生活报为平台联合哈
尔滨市文明办、哈尔滨文明网发起了

“寻找冰城最美抗疫先锋和集体”活
动，以防疫抗疫和复工复产期间涌现的
抗疫事迹为素材，寻找哈尔滨抗疫英
雄，讲出他们的故事，展现出他们的抗
疫风貌。活动寻找出“冰城抗疫先锋”
和“冰城抗疫集体”两个类别，参与本
次活动的抗疫先锋和集体事迹陆续在
生活报刊发。

作为全省乃至全国少有的以媒体
为依托的志愿者组织，生活报青年志愿
者团队，从2007年4月组建至今，已走
过14年。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志愿者们
捡垃圾保护母亲河；在中央大街附近，
志愿者寒冬清冰雪；在社区、学校和困
难家庭，志愿者第一时间去帮扶；在新
春佳节到来前，志愿者给农村娃送新
衣；就是当下，也还有许多志愿者在四
川大山深处支教……14年间，捐赠的物
资已经近三百万，受惠人数超过三万人
次。

多年来，团队服务过老人、青少年、
妇儿、残疾人、外来务工人员，以及白领

和学生等各类人群。同时，团队沉淀下
诸多叫响的公益项目和活动：爱心车
票、新年新衣、爱心包裹、助学行动等
等。生活报志愿者参与了“冰城千人经
典诵读”、“针心针意暖冬行动”、“‘益’
起过中秋”等多项大型公益活动，团队
曾荣获“第六届黑龙江省十大杰出青年

志愿服务集体”等荣誉称号，团队志愿
者曾荣获“第六届黑龙江省优秀青年志
愿者”、“2019年全省优秀服务组织”、

“哈尔滨市2019年学雷锋志愿服务‘优
秀志愿服务组织’”等荣誉称号。团队
已从最初的百余人发展到现在的1500
余人，服务次数超3万余次。

2020年度全省志愿服务“五个100”先进典型公布

生活报获
“优秀志愿服务贡献单位”称号

生活报记者 李丹
25岁的徐莹和男朋友张宇是

在哈尔滨工作的外地人，在抗疫阶
段，小情侣毅然放下工作，主动成为
黑龙江省大众社工中心的志愿者，
开始承担抗疫工作。春节期间，二
人与家人沟通，放弃返乡机会，决定
在哈过年。

大年初一一早，两人分别通过
打电话、发微信的方式，为各自的家
人送去新春的第一份祝福。徐莹家
住鸡西市滴道区，疫情来临时，她给
母亲打电话，“我和妈妈说，过年不
回家了，而且报名当了志愿者，想为

自己的第二故乡出力。”徐莹的父亲
也在当地做防疫工作，虽然和父母
分隔两地，但心却是想到了一起。

张宇家住鸡西市鸡冠区，“为响
应国家号召我选择就地过年，可去
年年底奶奶突发脑梗住院了，之前
奶奶住院都是我一个人陪护，我非
常着急，便让姑姑们去陪着奶奶，我
继续留在了哈尔滨。”听到徐莹要去
做志愿者的消息，张宇也毅然决然
地加入了志愿者大军，“春节不返
乡，就地过年，降低传播风险。这也
许就是我们能做的最大贡献了吧，
待春回大地，我们再团聚。”

鸡西小情侣在哈做志愿

“就地过年，
是我们能做的最大贡献”

生活报记者 李丹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24岁的李

可欣应该已经回到方正，和家人团
圆。疫情到来后，作为在哈尔滨工作
的专业社工，李可欣响应号召，做志
愿者的同时，也决定就地过年。

在抗疫的过程中，作为黑龙江省
大众社工中心的一员，除了本职工作
外，李可欣还承担起抗疫志愿者的上
岗培训，400多名志愿者临时的人员
调配，服务时间归档，还有众多的专
业资料整理工作。李可欣坦言，为了
更好的调配人员，她将志愿者全部纳
入微信管理，并备注每一名志愿者的
相关信息，发挥志愿者们的特长，让
工作效率大大提升。然而，这背后的
辛苦，也只有她自己知道，“常常是一
天100多个短信，电话更是难以计
数，就连睡觉的时候都觉得耳朵边上
还是嗡嗡的打电话声……”

近日，她还参加了尚志街道一周
的电话流调工作。近400人的登记、
问询，每个人近20个信息点，李可欣
的嗓子哑了、肿了，“每一个电话都要
表明来意，相关信息的录入，帮助回
忆具体的事情、数据，配合的人十分
钟就能调查完，有为难情绪的就要半

小时以上。为节约时间，我们打电话
的就持续作业，长久坐在电脑前，等
站起的时候，双腿都有了麻木感。”

在哈过年，李可欣很是想念家
人，电话里，她的母亲刘女士尤为担
心女儿，“原来打算回家的，也给家
人都买了礼物，给爷爷的故宫台历，
给妈妈的健康手环，可惜快递的礼
物到家了，我却没回去，不过就地过
年也是为了防疫需要，我觉得就地
过年，这个年更有意义。”

方正社工李可欣在哈做志愿

电话流调400人
睡觉时耳边都是电话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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