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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秘是很多中老年人群的通病，干燥、
排出困难，严重的三五天才便一次，吃多少
香蕉都没用。粪便滞留肠道严重危害健
康。改善便秘，千万不能一泻了之！如果
只追求通便速度，强烈刺激肠道，剧烈泻
下，可能会让本就虚弱的肠道更加受伤。
建议选择作用温和不刺激肠道的产品。

谷菜精粉，采用“燕麦、薏仁、甘薯、熟
黑豆、黑木耳、山野菜”等十多种野菜、蔬菜
和杂粮配制而成。绝不含大黄、巴豆等泻
药成分！受到很多中老年人群信赖。

肚子憋、堵、胀都
属于便秘现象。把憋
着的肚子松一松，堵
着的肠道通一通。谷
菜精粉祝您实现每天
早上顺顺滑滑排便。

新顾客可以到店免费试吃，亲身体验
谷菜精！免费试吃限额50人。

广告

本报指定药店地址：南岗区通达街151号与清明四道街交口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451-57781700抢购地址：

便秘问题免费体验

敢用事实说话，让您不花冤枉钱！

谷菜精粉，膳食平衡，自然舒畅

生活报讯（陈玉国 记者时继
凯）“我以为走不出去了，我内心非
常恐惧、好害怕，在山里我哭了好几
次了，谢谢，真的感谢你们！”21日
晚，女研究生丁某香激动地握着民警
的手说。

22日，生活报记者从大兴安岭
地区行署（森林）公安局十八站分局
获悉，21日17时左右，该局永庆派
出所接警，来自吉林省某院校研究
生一行2人上山采蘑菇标本途中，
一名女研究与同伴在密林中走散
了。由于很长时间联系不上男同
伴，这名女研究生独自困在密林中
出不来了。

经过警方进一步了解，两名研
究生名叫丁某香、赵某博。21日 8
时多从十八站林业局某宾馆开车到
达永依支线七八公里处，丁某香在
采集蘑菇标本装箱拍照过程中，疏
忽了与男同伴随时保持呼应联系，
当时她也没有注意周边的环境以及
返程路线等，致使其与同伴走失迷

山（当地对人员困在深山密林的叫
法）。而在其报警时，其独自一人已
经在深山中走了大约六七个小时也
没走出密林。

接警后，永庆派出所民警立即与
十八站分局跃进派出所沟通。跃进
派出所所长与走失人员通话提示对
方节省手机电能，启动手机导航定位
系统确定所在位置。

随后，跃进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
及永庆派出所民警增加警力即刻分
头出发。在这期间，民警又紧急联系
林业局小根河森林资源管护区人
员。几方救援人员汇合后，在天黑前
成功地将困在密林中的女研究生丁
某香解救出来。

现场，获救女研究生一边流泪一
边感谢救助人员。其表示，当时认为
自己这回是走不出来了，内心恐惧的
哭泣了好几次，在绝望中几乎要放弃
希望，眼看傍晚时间到了，没想到在
危急时刻听到了人员呼喊和警笛的
声音……

生活报讯（张文龙 马朝林 记者
栾德谦）近日，大兴安岭一六旬大娘
上山采蓝莓和丈夫走失，警方连续两
天兵分多路，50小时后终于将老人找
回。

19日16时45分，大兴安岭图强
公安分局育英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
居民孟某的姐姐在与丈夫采山时不
慎走失，此时距离孟某姐姐走失已过
去5个多小时。

接到报警后，图强公安分局育英
派出所立即组织民警驱车赶往事发
地，经询问孟某了解到，当天姐姐与
姐夫一起到漠满公路七八公里处采
摘蓝莓，两人进山后便分开了，中午
11时左右，姐夫招呼姐姐回家，可任
凭他大声呼喊，却始终没有回应。姐
夫独自一人在山中寻找到16点多还
是不见老伴踪影，便急忙赶到孟某家
中商量找人，随后孟某拨打电话报
警。

得知情况后，育英派出所立即与

图强镇政府、育英林场、育英扑火二
大队组成救援队伍在山中搜寻，但山
中树木众多、地形复杂，一直未发现
老人的身影。

21日，育英派出所向图强救援大
队求援，扩大搜救范围，50小时后，
14时10分许，救援队伍最终在漠满
公路 13公里处找到孟某姐姐。据
悉，走失老人并未受伤，身体平稳。

六旬大娘山中采蓝莓走失
50小时后被找到

生活报讯（陈玉国 记者时继
凯）21日傍晚，大兴安岭地区行
署（森林）公安局十八站分局交
警,领着一位70岁大娘和一个4
岁大的小男孩来到辖区跃进派出
所。原来这位大娘当天晚上去公
园跳舞，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一个
小男孩和爷爷走散了，可孩子年
龄太小，无法准确说出自己家的
具体位置，老大娘听力又有严重
障碍，只得求警方帮忙。

生活报记者从当地警方获
悉，这位大娘姓芦，家住跃进派出
所辖区，当天和往常一样去公园

跳舞，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一个小
男孩独自在公园门口一边徘徊一
边哭。原来他和爷爷来公园玩，
恰巧天气骤变开始打雷下雨，躲
雨过程中孩子和爷爷走散了。芦
大娘想送孩子回家，可孩子年龄
太小，无法准确说出自己家的具
体位置。

交谈中，民警根据孩子的描
述，感觉他母亲很像自己认识的一
位辖区居民。于是，立刻打电话多
方核实，很快联系到了孩子的母亲
乔某。随后，乔某和孩子的爷爷将
孩子接回家。

为躲雨 4岁男童和爷爷走散

生活报讯 (记者黄迎峰) 21日
12时许，哈市公安局道里分局女子
巡逻辅警在执勤时接到群众求助，
一位市民将三岁女童送到巡逻车，
说在金安前花坛附近女童一直哭，
询问周围群众是否是看护亲属，均
否认。

接到求助后，由于孩子太小表
达不是很清楚，无法获得有效线
索。管理干部王慧立即对讲呼叫
路上巡逻辅警，注意寻找。当日12
时47分左右，孩子奶奶也到巡逻
车寻求帮助，看到孩子已经在巡逻
车上喝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并打
电话通知其父母亲属已经找到孩

子。经核实照片，身份证等有效信
息，孩子奶奶将女童接走。

3岁女童和奶奶走丢
街边大哭

为何秋季山林迷路频发？

据大兴安岭一些上了年纪的
居民介绍，密林中树木与灌木和植
被杂生交错非常密集，秋季是一年
之中植物最枝繁叶茂的季节，人员
进入密林视线不好。加之林地内空
气流通不好，人员长时间身在其中
会有郁闷感，判断力下降辨别力受
到影响。加之高大树木遮天蔽日，
人员进入后方向感不好，就会失去
方向感，迷失方向被困密林中。

万一在山林
迷路该怎么办？

警方提示，人员上
山时，一定不要只顾低
头采集，要时不时地抬
头观察四周环境，并与
同伴呼喊通联，一旦迷
路应尝试挪动位置向外
界拨打电话求助，选择
一个安全、辨识度高的
地点等待救援，切不可
盲目乱跑耗尽体力。

救助被困女研究生救助被困女研究生((右二右二))

进山采标本 女研究生大兴安岭迷山遇险：

“我以为走不出去了，
在山里哭了好几次”

延
伸
：

生活报记者 时继凯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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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中缝房产公示类广告
受理地址：哈尔滨道里区地段
街1号生活报一楼阳光大厅

刊登电话：84681180
当天办理，次日见报。登报请通

过正规渠道办理，避免经济损失！

征 婚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敬告：本报所刊登信息不作为提供双
方交易的法律依据，交易时请认
真核实相关证照，谨慎付款；一
切交易行为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永和婚服中心

地址：南岗区果戈里大街206号
禧龙宾馆308室《儿童公园下车》

本公司人选众多25-75岁
本期特荐以下人选：广告不实负法律责任

热线电话：15545190958
加微信拉你进单身群
高端部：13045178137

黑龙江省高端婚介公司
黑龙江省著名品牌婚介公司

征婚
女33岁 163㎝，未婚，大专，

职员，品貌好，有修养，文静，寻
42岁以下人品好，善良有缘男士
为伴侣。

15545190958
征婚

女42岁 165㎝，未婚，教师，
形象好气质佳，性格随和，寻
52 岁以下优秀男士为伴侣。
职业不限。

15545190958
征婚

女57岁163㎝，离异，大专文
化，银行干部，年轻漂亮，品貌
佳，孩子在外地成家了，没有负
担，寻一位65岁以下有房有稳
定收入的男士为伴侣。

15545190958
征婚

女67岁163㎝，丧偶，事业单
位退休，健康年轻，条件好，寻75
岁以下有缘男士为伴侣。

15545190958
征婚

男 43 岁 178㎝，离异，无子
女，大本，国企干部，有房，品貌
佳，坤士风度，各方面条件好，寻
有缘女士，不限职业。

15545190958
征婚

男 50 岁 178㎝，离异，无子
女，本科，银行干部有第二职业，
年收入几十万，车房全，人品好，
没有不良嗜好，寻人好善良的女
士为伴侣。

15545190958
征婚

男64岁175㎝，丧偶，女孩成
家了，本人有房有车，省直机关
干部退休，退休金8千多，年轻
健康，人品好，寻有缘人。

15545190958
征婚

男70岁175㎝，丧偶，退休教
授，工资8千多，百米住房，他健
康不烟不酒，寻有缘人。

15545190958

滨牌汽车修配厂
好消息！好消息！（松

北区）滨牌汽车修配厂开业
了！现承接社会车辆，单位
车辆，维护保养、换油、钣
金 、喷 漆 、内 燃 、轮 胎 、维
修。诚招学徒工若干名。

电 话
0451-55339222
13704805721
地址：松北区高科路2
号（松北交警队对面）

名片/彩页/印刷、
宣传册，各种纸质印刷
品、价格优惠。

联 系 电 话
0451-82425822

名片、彩页、印刷
免费设计、免费发货

生活报讯（记
者吕晓艳）23日，
哈尔滨市高中阶段
学校(含中等职业
学校)新生报到、分
班,25日全体正常
上课。新高一军训
均延期。

生活报记者从
哈一中获悉，新生
报到时需携带本人
准考证和录取通知
书；携带《哈尔滨市
第一中学校学生信
息排查登记表及疫
情防控承诺书》；穿
初中学生服；如有
特殊原因不能按时
报到者，需要向学
校提交书面材料说
明情况。无故逾期
不到者，则视为自
动放弃入学资格。

哈一中在新高
一中随机抽取了家
长代表进入校园参
加分班仪式，未收
到邀请的家长将在
校园外或通过网上
直播同步收看分班
仪式。

哈
市
高
中

今
日
新
生
报
到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近日，东北
林大、哈师大和东北农大分别官宣开学时
间。

东北林业大学2021年秋季学期教职
员工9月2日开始到校上班，学校全体暑
期离校学生9月2日至4日，分三个批次
返校。第一批：9月2日，2019级、2020级
非哈市的本科生；第二批：9月3日2018
级、2017级五年制非哈市的本科生，所有
非哈市的研究生；第三批：9月4日所有哈
市学生。2021级新生9月10-11日到校
报到。秋季学期补（缓）考在9月6日以后
举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哈尔滨师范大学2021年秋季学期学
生及教职工返校返岗和新生报到按照

“分期、分批、错时、错峰”原则，在校生于
9月 4日至9月 6日，新生于9月 9日至
10日返校，教职工于8月30日返岗。哈
师大教职工 8月 27日进行全员核酸检

测，30日返校到岗。9月4日：2020级本
科生、研究生返校报到。9月5日：2019
级本科生、研究生返校报到。9月6日：
2018级本科生、研究生返校报到。2021
级本科生、研究生到校报到时间为9月9
日、10日。

东北农业大学2021年秋季学期师生
员工返校返岗和新生报到按照“分期分
批、错时错峰”原则，在籍本科学生8月30
日（星期一）开始线上上课。8月26、27日
（星期四、星期五）教职员工到校进行全员
核酸检测；8月30日（星期一）正式到校上
班，各线路通勤车恢复正常。9月3日（星
期五），研究生、本科四年级和五年级学生
返校；9月4日（星期六），本科三年级学生
返校；9月5日（星期日），本科二年级学生
返校；9月10日至12日（星期五至星期
日），2021级新生到校报到。9月6日（星
期一），开始线下上课。

我省3所高校公布开学时间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23
日，哈市道里区未报名的适龄儿童
可以进行网上补报名。

网上补报名对象

年满 6 周岁（2014 年 9 月 1
日-2015年8月31日出生）、具有
道里区常住户口或在道里区居住
且符合在道里区就读条件，未在6
月15日-23日统一网上报名的适

龄儿童（除报名民办小学校但未被
录取学生外）。

符合补报名条件的适龄儿童
家长，须在“哈尔滨市义务教育招
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补报名并上
传相关入学信息。家长可通过微
信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教育云平
台】公众号。

今日 哈市道里区小学新生网上补报

早高峰预计提前至7时左右

哈市交警部门主动对接教育部门，
并结合往年开学情况及大数据平台分析
研判，预计开学后学校周边道路交通压
力有所提升，其中一中、三中、师大附中、
工大附中等学校周边的道路延时指数上
升比例较高，道里、南岗等学校集中的行
政区域交通流聚集较为突出。同时，受
送学流、上班流等各类出行需求叠加及
路段施工的影响，早高峰预计将提前至7
时左右。

届时，阳明滩大桥、公路大桥、松浦
大桥、二环沿线、文昌桥、东西大直街、中
山路、和平路、哈平路等城市环线快速
路、主干桥梁街路及施工区域通行压力
增大，将出现短暂行车缓慢情况。

在校园门前及周边安排护校岗

开学前，交警部门开展拉网式排查
整治工作，通过走访或电话等方式，询问
学生上放学乘车情况，详细登记学生乘
坐何种车辆上学，同时完善交通安全设
施和管理设施，增设、警示提示标志、信
号灯、人行横道、减速带等管理设施，确
保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清楚、整改到位。

各辖区交警大队将进一步强化校园周边
勤务部署，在校园门前及周边安排护校
岗，严格执行每所学校上学时间提前30
分钟、放学时间提前60分钟上岗，勤务
至流量恢复正常后撤岗，如遇到拥堵或
恶劣天气，勤务时间顺延到交通流量恢
复正常为止，保证交通安全畅通。此外，
为减少道路交通隐患，交警部门将深入
辖区内各学校，利用挂图、视频、网课等
多种宣传方式，有针对性的对广大师生
开展交通安全专题教育，提高师生交通
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

新生家长应提前熟悉环境

一、提前规划，文明停车。
秋季开学，新生家长应提前熟悉校

园周边道路环境，注意寻找外围停车泊
位，避免开学后因学校周边停车泊位紧
张，出现违法停车影响交通的状况。要
按照“按位停车、单排有序”的规定文明
停车，严禁多排停放，车辆接送学生临时
停车应做到即停即走，并服从现场交警
的指挥。交警部门将根据道路情况和乘
车需求，合理设置临时停靠上下客区域，
增设临时停车位，同时依法查处违停车
辆，保证通行效率。

二、雨天行车、注意安全。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秋季开学
或迎降雨天气，上下学期间，驾驶人要注
意减速慢行、控制车距，行经校园周边要
注意观察瞭望，文明礼让行人。学生应
确保安全后在右侧车门下车，预防交通
事故发生。家长应督促学生走斑马线、
天桥等过街设施，切勿发生闯红灯、与车
辆争抢、在道路上嬉戏打闹等情况。

三、小心盲区、规范骑行。
广大驾驶人在学校周边路段，起车

时要注意车辆左右、前后等盲区，防止发
生交通事故。学生出行时，要注意到公
交车、货车等大型车辆的内侧区域以及
视觉盲区，保持安全距离。骑车出行时，
要做到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未施划非
机动车道的，靠道路右侧行驶，骑车转弯
时要伸手示意，横穿马路要下车推行，集
中注意力，切勿违法载人。

四、选乘正规校车，守法出行。
学生应乘坐正规送子车或校车，不

要乘坐无资质校车，切勿乘坐超载车、货
车、拖拉机、三轮车及改装车、拼装车等
存在严重事故隐患的车辆。

交警部门将加强对校车和接送学生
车辆集中通行重点路段时段的执法管
控，严查超员、超速、社会车辆不礼让校
车、“黑校车”等交通违法行为。

高中开学 哈市交警部门提示

早高峰预计提前至7时左右
二环沿线、文昌桥、中山路等通行压力增大

温馨提示：
1.家长在填报信息时需认

真核对，务必确保学生姓名正
确，无错别字，身份证号码数位
正确无误。

2.住房地址和户籍地址信
息完整全面，不丢字不少字。

3.拍照图片清晰，佐证材
料全面，能充分证明房主、监护
人、学生之间的亲属关系。

生活报讯（郝树行 记者何兴丽）哈尔滨市高中（含中等职业学校）将于8月25日率先开学。随着开学季的到来，送
学流、上班流等各类出行需求的增加、叠加，以及降雨天气的影响，市区各校园周边、主要街路、桥梁通行压力将有所增
大。哈市交警部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好出行时间及路线，社会车辆尽量绕行校园周边易饱和路段，遇降雨
天气减速慢行、控制车距，确保安全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