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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时继凯）近日，哈
尔滨市松北利民开发区和谐路电力名
苑小区居民反映，小区发生多起车辆被
剐蹭和划伤外车漆等情况，居民立即找
到小区物业想查看监控录像，谁料，小
区监控却一个都不好使。

20日，居民王女士告诉记者，大年
初四她发现车被划伤，找到小区物业想
调取一下监控录像，不想物业的答复是
监控坏了，不仅是她停放车辆的位置监
控摄像头不好使，整个小区监控都不好
使。

同时，在找物业交涉期间，王女士
又遇到其他几位有车居民，他们也遇到
了车辆被剐蹭和划伤等情况。有人报
警后，由于无法调取小区监控给警方调
查也造成一定困难。多位业主联系到
物业一位女负责人，其表示，物业人员

前段时间全被隔离了，大年初四才回
来，回来后，物业人员发现小区很多设
施都被损坏，监控也不好使。女负责人
建议居民先报警，由第三方相关部门做
出判定，物业有多少责任就承担多少。

车辆受损居民告诉记者，有人在业
主群中说，大概有10余辆车不同程度受
损，1号楼2台车，4号楼、7号楼等都有
车辆受损。而对于物业的说法，小区居
民感到物业有些不负责任，虽然建议报
警但没有监控画面作为直观依据，对查
找原因还是一个难题。

当日，记者联系到该小区所属的哈尔
滨嘉胜泷物业公司，据值班工作人员介
绍，疫情期间，物业20多名工作人员全被
隔离，小区值班人员由志愿者临时代管，
在物业人员回来后，发现监控设施电脑程
序全都乱套，昨日技术人员才将日期调出

来。针对居民提出的调取车辆受损监控
画面等事宜，工作人员表示，建议居民去
找社区协调。

记者又联系到小区所属南京路街

道办事处宏旭社区，赵旭书记表示，将
协调物业尽快为居民恢复监控设施，同
时联系警方加强小区安全管控查找车
辆受损原因。

松北电力名苑小区居民反映

10余辆车被刮被划 监控却都不好使
南京路街道办：协调物业争取尽早恢复监控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文/摄）20
日，哈尔滨市市民通过本报热线反映，
道里区群力大道跨河桥上，桥体装饰
灯破损严重，部分装饰灯已经很久不
亮了，并且没有得到及时修理。当日，
记者向城建服务热线反映该情况，工
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负责单位立即进
行处理。

住在河柏小区的张大爷告诉记
者，“LED灯带脱落，灯罩丢失，桥上好
多装饰灯都不亮了。我天天去附近的
公园锻炼身体，每天都从桥上经过，这
桥上的灯原来可漂亮了，可现在，不仅
灯罩丢失、破损，部分装饰灯也都早已
经不亮了。群力大道还是一条景观大
道，修得这么好，这些破损的灯这么放
着，真影响整体环境。”

20日，记者来到群力大道，在群力
大道与康安路中间有一段跨河桥，桥的
两侧桥墩上设置了很多装饰灯，走到近
处能够看到，一些装饰灯的灯罩已经丢
失，部分装饰灯灯泡四周的玻璃也有不
同程度的破损，由于很久没有管护，装

饰灯的灯罩上也有一层又黑又厚的
灰。一些地方的LED灯带从桥墩上脱
落下来，悬挂在桥墩下方，电线也是随
意地放置在桥边的地上。在附近公园
溜达的王先生告诉记者：“以前，桥上晚
上亮灯的时候真的挺漂亮，可现在，挺
多灯泡都不亮了，已经很长时间了，不
好好管护真的挺可惜。”

当日，记者将该情况向城建服务
热线反映，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相
关负责单位，将立即进行处理。

市民反映：群力大道跨河桥

装饰灯灯罩丢失 破损严重
城建服务热线：已联系相关单位将立即处理

生活报讯 (记者黄迎峰) 19日，
齐齐哈尔市依安县迎来今春以来
首场大雪，大范围降雪致使辖区内
G333国道被厚厚的积雪覆盖，路
面非常光滑。当天12时30分许，
一辆小型面包车因为驾驶员操作
失当，车辆侧滑，一头栽进G333国
道1094公里处路北的壕沟中。车
辆一侧受损严重，车上一人被困。

正在驾驶员一筹莫展之际，正
在沿G333国道执勤的齐齐哈尔市
依安县公安局阳春派出所民警崔

耀强、辅警杨光恰巧巡逻至此，民
警立即将被困于车内的一人解救
出来，并立即拨打120。考虑到天
气严寒，风雪越来越急，民警将车
上的伤者先行抬到警车进行安置，
同时与120急救中心沟通，进行中
途交接，警车行至依安县阳春乡诚
顺村附近时与急救车相遇，民警协
助急救车医务人员将伤者抬上急
救车，并一路将急救车护送到依安
县人民医院。目前，伤者已脱离生
命危险，正在进一步治疗中。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者黄
迎峰）为确保春节假期收尾阶段全市
消防安全稳定，齐齐哈尔市消防救援
支队组织成立了17个专项检查组，在
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沿街商铺”消防
安全专项检查行动。

各检查组重点排查各单位、场所
是否违规在室内使用明火；是否违章

使用液化气钢瓶、违章使用电热器具
及燃气取暖锅炉；是否采用可燃材料
装修装饰；是否违规设置员工宿舍；电
气线路是否符合要求；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是否保持畅通；消防设施是否完
整好用等方面。针对检查发现的问
题，各检查组要求单位、场所及时进行
整改。

齐齐哈尔市消防救援支队

17个专项组
检查“沿街商铺”消防安全

雪天车辆遇险被困
民警“偶遇”暖心救援

生活报讯（记者栾德谦）近
日，记者从鸡西边境管理支队获
悉，当地一处村庄堤坝旁，出现
罕见“白玉冰柱”天然景观。

20日，虎林市珍宝岛乡小
木河村一处堤坝旁的农田里，出
现一处的由水蒸汽凝结形成，神
似钟乳石、又像玉石质地的“白
玉冰柱”。据介绍，该“冰柱”高
10余米，“冰柱”中间持续有蒸
汽冒出，吸引不少游客合影留
念。

记者向鸡西边境管理支队
了解到，关于“冰柱”，据村民介
绍，之前在这里打过井，但3年没
用了。但截至目前，该“冰柱”如
何形成，还没有专家权威说法。

虎林市珍宝岛乡

堤坝旁“长出”十余米高“白玉冰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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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王雪莹）春节档
过后，好剧依旧不断。记者从东方卫
视获悉，由杨幂、张彬彬等人主演的
《暴风眼》，将于2月23日开播。该剧
聚焦当代都市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战
线，讲述了以“安静”和“马尚”为代表
的国安人员，努力侦破技术窃取案
件，保护国家稀有资源及重要科研技
术不被盗取的故事。

近日发布的“暴风中央”版预告，
首次揭示了剧中国安工作者们执行
的重要任务——保护国家稀有资源
DS矿石及DS材料人工合成技术核
心数据的安全。同时，多条极具看点
的辅线故事脉络也逐渐清晰，引广大
观众期待。值得一提的是，《暴风眼》
着重展示了国安工作者们“普通人”
的一面。例如，他们都有自己珍视的
亲人和家庭，他们在经历工作或生活
上的压力时也都想和身边最亲近的
人倾诉；当他们面对亲人的不解时，
也有着不能言说的苦衷……这些生
活化的细节，都让国安战士们的形象
更接地气。

生活报讯（记者王雪莹）改
编自游戏《阴阳师》的东方新奇幻
巨制《侍神令》，自大年初一上映
后票房近3亿，收获观众众多好
评，称“陈坤太适合晴明了”“节奏
紧凑，视效令人惊艳”。

记者看到，近日片方发布的
正片片段中，陈坤饰演的“晴明”
一出场便惊艳众人：黑色长发束
于脑后气质超脱，和侍神之间使
眼色、打暗号又尽显可爱一面。

影片中，陈坤不仅完美演绎
出“晴明”潇洒飘逸的气质，更诠
释出了他因半人半妖的身份不容
于世道，但为了守护内心的正义
不断挣扎的复杂心境；陈伟霆饰
演的“慈沐”更是从前期的白月光
大师兄，因一念之差成为“晴明”
的宿敌，无论造型还是内心都跨
度极大。观众纷纷表示：“第一次
见到陈伟霆如此突破的造型，很
惊喜！”

哈尔滨市图书馆于19
日起恢复开放使用“信用
借还”自助设备，为广大读
者提供图书借还服务。

据悉，疫情防控期间，
读者进入哈尔滨市图书馆

须接受体温检测以及龙江
健康码、大数据行程卡查
验，并全程正确佩戴口罩，
配合工作人员的指挥，在
办理完图书借还等相关手
续后须尽快离馆。

市图书馆“借还”服务开放

20日起，黑龙江省博物馆恢复开
馆，开馆首日即迎来278位观众。记
者了解到，省博恢复开放后继续取消
人工发票，采取预约方式，且仅接受散
客（个人）预约。观众可提前三天通过

“黑龙江省博物馆互动平台”微信公众
号或“黑龙江省博物馆官方网站”进行
网络实名制预约参观。针对60岁以
上（含60岁）老人开放“特殊服务窗
口”，老年人可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到窗
口办理参观门票。

开馆期间，自然展厅3D影院和
“相约龙博”教育活动区域暂时关闭。
《黑龙江历史文物陈列——以肃慎族
系遗存为中心》《自然陈列》《黑龙江俄
侨文化文物展》对外开放。省博还将
暂时取消人工讲解，观众可用手机扫
码下载“智慧导览App”或“文博智慧
导览”小程序进行免费自助讲解。据
悉，省博物馆开放时间为9:00至16:
30，15:30停止入馆（每周一闭馆，节
假日除外）。

冰城读者的阅读打卡地——黑龙江省图
书馆，于19日起恢复开放24小时自助图书
馆，为读者提供图书借还等相关服务。

据介绍，疫情防控期间，读者进入黑龙江
省图书馆须接受体温检测以及龙江健康码、大
数据行程卡查验，并全程正确佩戴口罩，配合
工作人员的指挥，在办理完图书借还等相关手
续后须尽快离馆。

省图书馆 24小时自助“借还”开放

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哈尔滨文庙）于20日
恢复开放。记者了解到，观众须进行网上实名预
约并持身份证入馆参观。60岁以上老人可直接
持身份证登记参观。观众入馆须佩戴口罩、配合
工作人员进行“扫码+测温”，健康码显示绿色、体
温正常才可入馆。

省民族博物馆工作人员建议，观众参观时
间控制在2小时内。据悉，省民族博物馆开放
时间为8：30—16：30（每周一闭馆）。

省民族博物馆建议参观时间2小时内

东北烈士纪念馆、革命
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自
20日起恢复开放，观众可
通过“东北烈士纪念馆“微
信公众号进行实名制预约
参观。参观当日，观众须出
示本人预约凭证及有效证
件，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扫
码+测温”方可入馆。

东北烈士纪念馆每日
参观总人数不超过 500

人，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
纪念馆每日参观总人数不
超过100人。馆内暂不提
供人工讲解服务，观众可
使用语音导览或APP参观
导览。据悉，两馆开放时
间 为 ：9:00—16:00（15:
30 停止入馆），东北烈士
纪念馆每周一闭馆，革命
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每
周四闭馆。

东北烈士纪念馆可通过语音导览参观

博物馆、图书馆、文庙恢复开放

春节后
冰城冰城文化场所文化场所

生 活 报 讯（记
者王雪莹）春节假
期过后，黑龙江省博
物馆、黑龙江省民族
博物馆、黑龙江省图
书馆、东北烈士纪念
馆、哈尔滨市图书馆
等文化场所，目前都
已陆续恢复开放。
热爱历史和逛馆的
市民游客可以通过
预约等方式，有序、
安全地享受文化大
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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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报 讯
（记者薛宏莉）由
宋阳执导，艾伦、沈腾
主演的电影《超能一家
人》日前曝出15秒预告，
正式宣布定档2022年大年初
一。记者了解到，这是开心麻花电影
首次进军春节档，“一家人在一起才
能拥有超能力”的新奇设定极具深意
——经历了“就地过年”的2021，期
待在2022年的大年初一，一家人能
在一起过个团圆年。

电影《超能一家人》，讲述了艾伦
饰演的郑前回老家参加爷爷葬礼，意
外发现一家人只要在一起就能触发

超能力。与此同时，郑前遭遇
沈腾饰演的邪恶市长乞乞科夫
抢夺自己开发的APP，郑前被迫
和超能力家人团结起来，共同抵
抗乞乞科夫。

预告中，“超能一家人”集结亮
相，沈腾的反派形象也被曝光。艾
伦、沈腾还上演了一幕“亲不到”的
贴面吻，短短15秒让人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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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神令》口碑强劲

观众赞：节奏紧凑，视效令人惊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