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A

■保安保洁由小区居民干■物业费三毛八 一年剩六万

围观！业委会“自管”这么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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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芳草绿，又是一年
清明时。在您的心里，一定有想
和逝去亲人说的话，生活报即日
起发起“清明思亲”征稿活动，把
你最想说的告诉我们吧。

那些难忘的瞬间、曾经感动
的笑脸、真情的关爱，还有那些
曾经来不及说的话，在清明的纷
纷雨丝中，都会化作字里行间绵
绵的思念。龙头新闻、生活报将

同步开设清明思亲专题、专栏，
免费为您的思念留下永久的记
忆。关注生活报微信，把你最想
说的话留给逝去的他/她，你的
思念，有我们倾听。

“清明思亲”，您有哪些话想对TA说？ 征稿时间：4月2日截止

投稿方式：关注生活报官方微
信直接留言或拨打电话留言，100
字以内，可配亲人照片。

展示平台：龙头新闻“清明思
亲”专题、生活报

咨询热线：13936258377

近千名读者来电留言

“帮办工作室”
开张一周人气爆棚

这样做能更快
获得丹丹帮助哟

荨麻疹可以接种新冠疫苗吗？

读者官微留言
专家逐一解答 AA0202

AA0404

完善求助信息
1、要有帮办人的姓名、电话。
2、简要概括事情，提供文字、照片。
3、一定要接丹丹的核实电话。

都在（dōu zài）念成（dóu zǎi）
血压（x uèyā）念成（x uěyà）

普通话测试
你别这么说 AA0303

哈市保利·水韵长滩观澜居民：

商服装修
拆横梁楼板 AA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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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 (实习生郝天朔 记者黄迎
峰) 3月29日12时43分，道里区崂山路
消防救援站接到支队119指挥中心调派
命令称，道里区上和园著小区有一名幼
儿头部被卡在晾衣架中，因幼儿无法控
制情绪，有窒息危险，消防站迅速出动1
辆消防车和5名指战员赶赴现场进行救
援。

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沙发上一名
幼儿的头部被卡在晾衣架的两根铁管中
间，幼儿母亲的情绪十分激动，孩子由于
紧张害怕哭闹不已。指战员见此情形迅
速展开救援，两名指战员稳定住晾衣架，

一名指战员在幼儿身边稳定其情绪，待
幼儿稍微平静后，把住晾衣架的指战员
快速利用螺丝刀拆掉铁管，帮助幼儿脱
困，全程用时仅一分钟，幼儿安然无恙。

事后通过了解得知，该幼儿只有18
个月大，自己躺在沙发上玩，不慎钻进了
晾衣架的两根铁管中间，母亲发现后第
一时间报警求助，消防人员火速到场成
功处置。

在此提示各位家长，幼儿在家时，请
家长将此类可能伤害到孩子的家具或物
品放置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避免发生
意外。

一岁半孩子被卡晾衣架
消防部门一分钟将其救出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
者黄迎峰）“我还以为这是实惠
呢！刚要汇款，这个民警小伙子就
告诉我是骗子，没有他们我真的上
当了。”26日，哈尔滨市道里分局
民警成功用“金钟罩”系统，及时制
止了独居老人给骗子汇款，防止了
悲剧的发生。

19时，道里公安分局安和派
出所民警王睿接到“金钟罩”预警
提示，辖区居民有被仿冒客服诈骗
风险。接到预警后，民警第一时间
联系该人，但其手机始终无法接
通，不排除犯罪分子为了诈骗，故
意持续拨打电话，切断民警向其进
行提示的可能。为了防止辖区百
姓被骗，民警通过手机号等信息对
其身份进行查询。

经查，该人为安和所辖区内一
位老人，民警查询到其女儿的电
话，经联系，该人现在南方打工，无

法第一时间保护老人，民警询问到
老人的住址后，马上安排警力前往
老人家中，表明身份后，老人打开
房门，其独自一人居住。经了解，
就在刚刚其接到某购物平台客服
电话，称其曾通过某购物平台购买
的商品可以享受退货补贴，但需老
人提供个人信息及账户信息等，就
在老人马上要将手机中收到的验
证码提供给对方时，民警敲开了房
门。民警挽回了老人的损失，老人
很激动，拉着民警的手表示感谢，
民警把手机号留给老人，告诉她如
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可以随时与民
警联系。

据了解，截至3月30日，道里
辖区“金钟罩反诈预警系统”累计
关注粉丝用户351426人，注册粉
丝用户265368人，成功阻止1462
起电信诈骗案件，“金钟罩”反诈系
统现已取得初步成效。

生活报讯（记者黄迎峰）清明小长
假即将来临，哈尔滨市南岗警方组织荣
市派出所、新春派出所、哈西派出所等
各相关单位通过优化巡防警力布局，发
布商圈防盗提醒，希望市民在逛街游玩
时提高防范意识。

节日期间，民警会一方面远大、松

雷、会展中心、西城红场等商圈为重点，
各派出所积极协调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局工作人员。同时，警方提示，进
入商场饭店扫码后勿忘放好手机，逛街
吃饭时贵重财物不外露，乘坐公交车时
背包要放在胸前，警惕有故意往身上拥
挤的乘客，提高防范意识。

清明小长假即将来临 南岗警方提示：

进入商场饭店扫码后放好手机

生活报讯（实习生郝天朔 记者黄
迎峰）28日，齐齐哈尔市泰来警方用
时不到24小时，成功破获两起入室盗
窃案，抓获嫌疑人杨某。审讯过程中，
杨某交代，由于当日没有原计划中前
往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的客车，于是
便“恰巧”搭上了开往齐齐哈尔泰来县
的客车，在泰来县实施两起盗窃案后，
被警方抓获，上演了一出“贼在囧途”。

3月27日11时许，泰来县公安局
第一派出所辖区某饭店老板王某报警
称其店内 7000 元现金于 26日晚被
盗。经现场勘查，民警分析流窜作案
可能性较大，第一派出所将该案上报

县局刑侦大队后得知，26日晚，第二派
出所辖区内一理发店被盗，被盗现金
200余元。两起被盗案为同一天发
案，且作案手法相似，警方初步判断可
能同一嫌疑人所为。

警方通过大量工作，最终确定两
起案件系家住吉林省白城市的犯罪嫌
疑人杨某所为。3月28日，泰来县公
安局第一派出所民警在白城刑警的配
合下，在白城市成功将藏匿家中的犯
罪嫌疑人杨某抓获。

经讯问，杨某在泰来县境内实施
的两起盗窃案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
一步审理中。

搭车随机来到泰来县

连续盗窃两起被抓获

生活报讯（记者黄迎峰文/
摄) 30日下午，哈尔滨市消防救援
支队在海宁皮革城有限公司开展
大型综合体实战拉动演练。此次
演练共计出动10个消防救援站、
33台消防车100余名指战员。

战勤保障单元到达现场后，
导调组命令远程供水模块利用

自然水源对火场实施远程供水，
保证现场持续供水不间断。同
时餐饮保障、卫生医疗、供气保
障、油料补给、器材供应等模块
做好战勤保障。此时内攻灭火
单元也压制住火势，现场具备总
攻条件，导调组下达了总攻命
令，成功灭火。

消防实战演练

远程供水 压住火势！

马上要给骗子发验证码马上要给骗子发验证码
老人被民警敲开门老人被民警敲开门

民警宣传民警宣传““金钟罩金钟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