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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广大用户、通信运营商、有关企业：
按照哈尔滨市委市政府有关城市管理、文

明城市创建的部署要求以及国家电网公司有
关安全风险隐患治理的工作安排，为进一步美
化城市、保障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安全，
保护国有资产不被非法侵占，国网哈尔滨供电
公司秉承“运行规范、告知及时、服务到位”的
总体思想，将开展城市低压配电杆安全隐患整
治工作，清理私接乱挂“蜘蛛网”，望广大用户、
通信运营商、有关企业周知！

国网哈尔滨供电公司联系电话：84662417
2021年8月9日

治理低压配电杆安全隐患公告

搬家刊登电话

王萍13351116219

搬家专栏

老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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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57.58.236公交车直达
电话:0451-51025111、13936510333

军人素质，真诚服务，七折优惠，全市各区均可发车
退役军人搬家
18745057660
18845765103

信誉搬家
15331886393
15904504951
18245175648

居民 公企 大学生搬家 长短途搬运 空调安装
专业拆装家具 钢琴 可开发票 配货物流
道里
道外
群力
哈西
南岗
香坊

● 世硕电子（昆山）有
限公司主要从事手机及周
边电子信息产品的研发与
制造业务。公司总规划面
积40万平方米,本公司现面
向黑龙江市场招聘普工，主
要工作（手机电子产品组
装）工作轻松，培训上岗！

要求：18-42 周岁（男
女均可）,综合工资 5500
元-7000 元/月，招聘人数
100人。免费提供住宿，有
饭补。

● 东莞长安VIVO手机
生产厂家，招聘社会工：男
女不限，男 16-35 岁，女
16-40 周 岁 ，综 合 工 资
5500元-7000元/月。

面试要求:不能有纹身，
体内无金属，无传染性疾
病。招聘人数 100 人。免
费提供住宿，有饭补。

● 吴江华丰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高科技
质优电子产品，招聘社会
工：男女不限，男 18-40周
岁 ，综 合 工 资 5000
元-6500元/月。

面试要求:不能有纹身，
体内无金属，无传染性疾
病。招聘人数 100 人。免
费提供住宿，有饭补。

● 闻泰科技（无锡）有
限公司，全球领先智能终端
研发平台，五大电子领域，
主要生产手机，平板，笔记
本电脑等产品。招聘社会
工：男女不限，男 18-40周
岁 ，综 合 工 资 5500
元-7000元/月。

面试要求:不能有纹身，
体内无金属，无传染性疾
病。招聘人数 100 人。免
费提供住宿，有饭补。

报名电话

招聘专栏
每周日/周一出版
找工作就看生活报

面试地点：哈市道外区伟东五道街1号
关经理15114551465

招聘美容师若干名，年龄
35岁以下，有工作经验，基本
工资3000～5000！不封顶，以
奋斗者为本。

招聘美容学徒若干名，年龄
三十左右，有工作经验工资面
议！家住道外者优先。

地址：道外区太平桥地铁一
号口百盛 D2座803室

电话：13359513290 范女士

招 聘
天沐肌肤身材管理工作室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15日就日方涉靖国神
社错误行径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媒体报道，8月15
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向靖国神社供奉
了香火钱。前首相安倍晋三、几个内
阁成员和一些国会议员当天或几天
前分别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今天是日本战败并宣

布无条件投降76周年纪念日。76年
前，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打败了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和法西斯主义，
取得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
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这一历史
性时刻值得国际社会永远铭记！

华春莹指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
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
和象征，供奉有罪行滔天的14名二战
甲级战犯。日本一些政要在靖国神社
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对历史正义的
亵渎，也是对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受害
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再次反映出
日方对待自身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

“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在北京和
东京向日方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华春莹说，中方敦促日
方切实信守正视反省侵略历史的表
态和承诺，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
谨言慎行，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以
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
会。

尽管在历史认识上受到亚洲受害国
和国际社会批评，但日本政客对此满不
在乎，还兜售一套美化侵略历史的歪理。

菅义伟在“8·15”致辞中将死于侵略
战争的日军士兵描述为“担忧着祖国的
未来、祈愿着家人的幸福而倒在战场上”
的人，宣称日本现在的和平与繁荣是“建
立在战殁者宝贵的生命和苦难的历史之
上”。

岸信夫在参拜靖国神社后针对可能
招来的中韩等国的批评声称，“对战争英
灵表达尊崇是理所应当的”。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政客一边将“守
护和平”挂在嘴边，一边却把在侵略战争
中死亡的士兵尊崇为“英灵”，这体现了

其声称的“和平理念”的虚伪。
这种虚伪在日本对待核武器的态度

上也很明显。日本政府一直以“原子弹
轰炸唯一受害国”自居，声称要在追求

“无核武世界”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但却
以“安全威胁”为由拒绝签署众多无核国
家参加的《禁止核武器条约》。广岛和长
崎市长在今年的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
均要求日本政府签署该条约，但菅义伟
拒绝回应。

石田隆至表示，追求“无核武世界”的
表态只有在与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侵略
战争诀别后才会有分量。有着被原子弹
轰炸的经历，却对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
态度消极，这凸显出日本政府的错乱。

歪理暴露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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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东 京 8 月 15 日 电
（记者郭丹）今年8月15日是日
本战败投降76周年，日本政府像
往年一样在位于东京的日本武道
馆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
日本首相菅义伟在致辞中避而不
谈日本对亚洲各国实施侵略战争
和殖民统治的历史事实，更没有
提到反省与道歉。此外，数名内
阁成员还参拜了供奉有二战甲级
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年年不
忘纪念战争，但距离真实的战争
历史却越来越远。政客喊着“和
平”口号却忙于“拜鬼”，民众因
为历史教育缺失变得无知。这
些都再次折射出日本社会扭曲
的历史观和政客虚伪丑陋的嘴
脸。

菅义伟当天首次以首相身份在“全国战
殁者追悼仪式”上致辞。他继承了前任安倍晋
三的做法，在致辞中没有提及对亚洲国家的加
害和日本的反省。至此，日本首相已连续9年
未在“8·15”致辞中提及加害和反省。

与此同时，菅义伟内阁不少成员近日
忙于到靖国神社“拜鬼”。日本防卫大臣岸
信夫和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稔13日
参拜了靖国神社，其中岸信夫的参拜是日
本在任防卫大臣时隔4年 8个月再次参
拜。“8·15”当天，又有3名内阁大臣参拜靖
国神社，分别是文部科学大臣萩生田光一、
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世博担当大臣井上
信治，其中萩生田和小泉都是连续两年参
拜。

菅义伟本人虽未参拜，但以“自民党总
裁”名义送去了“玉串料”（祭祀费）。此外，
前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大家都来参拜靖国
神社国会议员之会”会长尾辻秀久、外务副
大臣鹫尾英一郎、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前
防卫大臣稻田朋美等一些政客也都参拜了
靖国神社。

中韩等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已
多次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表达不满和
抗议。中国国防部13日就岸信夫参拜靖

国神社表示，此事再次
反映出日方对待侵略历
史的错误态度和挑战战
后国际秩序的险恶用
心，中方要求日方认真
反省侵略历史，时刻牢
记历史教训，采取措施
纠正错误，以实际行动
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
社会。

政客忙于“拜鬼”
不仅日本政客公然淡化、美化侵略

历史，许多日本民众也严重缺乏对真实
战争历史的认知，形成了扭曲的历史观。

今年8月6日和9日，日本广岛市和
长崎市分别举行了原子弹轰炸纪念仪
式。德国驻日使馆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
文，在对原子弹轰炸的死者表示哀悼的
同时，指出日本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源头
是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所
引发的战争”。

此文一出立刻引起日本网民围攻。
“怎么能把日本和德国纳粹相提并论？”
“日本是被迫进行自卫战。”“日本发动战
争的原因是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封锁。”留
言区的种种奇谈怪论令人咋舌。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

研究员石田隆至表示，日本一直以来正
当化和美化侵略战争，蔑视和歧视被侵
略国家，这反映的是日本未能承认错误、
未能惩罚侵略战争责任人、未能进行全
社会的真正反省。

石田指出，日本的学校教育也没有
在形成正确史观上发挥作用。中小学历
史课本对日本的侵略战争没有明确定
性，关于加害历史的描述越来越少，学校
还因授课时长限制几乎不教授近代史，
通过学校教育学到的战争史除了“被空
袭、被原子弹轰炸”的“被害”历史之外几
乎什么也没有。像洪水一样泛滥的历史
修正主义和蔑视亚洲国家的言论乘虚而
入，对网络世代的年轻人产生了巨大影
响。

民众史观扭曲

图为2016年4月22日拍摄的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体“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
议员之会”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马平马平 摄

就日方涉靖国神社错误行径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我和我的父辈》导演阵容曝光

吴京 章子怡 徐峥 沈腾
联合讲述“父母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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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龙博相约龙博””晒馆藏晒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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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记者 王雪莹

逛黑龙江省博物馆的时候，您看过馆藏文物
《兰亭序》图卷吗？上期“相约龙博”线上课堂，艾丽
达老师带领花园小学校的同学们，一起“回”到
1000多年前，隔空“参与”了一场文人雅士们的聚
会。

有“书圣”之称的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即兴挥毫
的散文《兰亭集序》文字优美、字字珠玑。现收藏于
黑龙江省博物馆的这幅《兰亭序》图卷，就向后人再
现了当时《兰亭集序》诞生的情景。据艾丽达老师

介绍，《兰亭序》图卷全长141.1厘米，宽37厘米，引
首为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题写的“曲水流觞”四
个字。整幅图卷描绘了东晋时期，以王羲之为首的
42位文人雅士，在浙江会稽山阴的兰亭雅集，于溪
水边饮酒赋诗、观山赏水的情景。这场有趣的聚会
名为“兰亭修禊”或“兰亭雅集”，而此幅《兰亭序》图
卷则是现存最早的兰亭全图。

通过对图卷的了解，同学们兴趣盎然，纷纷和
老师积极互动、提出问题。“大家对图卷上人物的形

态动作，以及书法家王羲之都比较好奇。”艾
丽达老师告诉生活报记者，“为了让同学们亲
身感受一下古代游戏的乐趣所在，我还在线
教他们如何用黏土捏制出自己喜欢的酒杯。
半个小时的课程非常充实，既学到了知识，又
增强的了同学们的动手能力。”

课后，王潇然和同学们仍意犹未尽，纷纷
表示度过了一个愉快且长知识的周末，“以前
只知道王羲之是书法家，但却不知道他擅长
的是哪类书法。达达老师讲解后，感觉自己
学到了不少内容。这堂课非常有意思，通过
视频我们仿佛真的回到了古代，参与了一场
古人们的聚会，也更加喜欢我们国家的传统
文化了，感觉非常自豪。”

生活报讯（记者 薛宏莉）
2019年十一黄金档看《我和我
的祖国》，2020年看《我和我的
家乡》，2021 年看什么？电影
《我和我的父辈》日前发布定档
海报及导演预告，宣布将于今
年10月1日上映。

生活报记者了解到，作为

国庆三部曲，这次影片聚焦于
不同时代下的普通家庭，讲述
了父母对子女的爱与启蒙。影
片中，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
将以导演和主演“双重身份”亮
相，这也是他们首次联合创作。

据悉，吴京执导的故事发
生在战争年代，涉及大量马戏，
技术难度大、风险指数高，吴京
用“以命相搏”来形容这次拍
摄；章子怡素颜亮相饰演一位
母亲，同时面对“导演”这个新
身份带来的挑战；徐峥希望输
出一种情怀，把视角放在改革
开放这个创新的年代；沈腾展
现了他作为演员特有的“腾式
幽默”，同时首次表现了作为导
演严肃认真的一面，希望通过
更多自我想法实现，给观众带
来新的欢笑和惊喜。四位导演
将怎样表现不同时代的亲情故
事，引人期待。

生活
报讯（记
者 吴 海
鸥 王 雪
莹）“分
段密钥”
近 一 年
来，全国
各大影院
都对它再
熟悉不过
了。记者
了解到，

“分段密
钥”的出现旨在净化市场，根治影院“偷票
房”的顽疾。像《八佰》《中国医生》等影片，
均以“分段密钥”的形式来威慑一些不规范
的影院，并颇见成效。

以往，电影密钥是一次性发放给各大
影院的，可播足月影片。而“分段密钥”则
打破了这种常规，将“一次性”改为了“按
日”、“按周”的分次发放。据哈尔滨万象影
城负责人栾竹林透露，这样做的目的是一
旦在监察中发现某影院对票房有不正当的

行为，片方便可暂停该片密钥，甚至终止向
该影城提供发行方后续所有影片的密钥。

记者了解到，国内“分段密钥”的做
法始于电影《八佰》。栾竹林透露，当时
《八佰》的密钥是三天一给。随后《夺冠》
《金刚川》《除暴》《唐人街探案3》等热门
影片，也纷纷效仿了这一发行方式。

前不久热映的《中国医生》，是以“五
天一更新”的方式来发放的密钥。据悉，
经各地区发行人员查证，在7月13日和7
月16日两天，某些影院有偷漏瞒报的行
为。对此，博纳影业分别暂停了这些影
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密钥，并停止发
放未来博纳发行影片的密钥。

其实在业界，“偷票房”行为一直都
难以根治，所以“分段密钥”到底能否长
期可行呢？业内人士表示，“分段密钥”
带来了解决问题的希望，但要彻底根除
偷瞒漏报行为还需要各方的持续努力。
栾竹林称，目前哈尔滨各大影院相对来
说都挺“守规矩”，对“分段密钥”的形式
也普遍接受。“希望它的效用会持续下
去，让影院和片方之间形成一种健康的
共赢关系。”

从“每月一发”到按天、按周发

“分段密钥”成防影院偷票房新招儿

参观便利贴参观便利贴

开放时间开放时间：：
周二至周日9:00至16:30
（15:30停止入馆）
每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
了解更多活动了解更多活动，，请扫二维码请扫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