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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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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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中缝广告
生活报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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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办理，次日见报。

也可线上定稿，邮寄报纸。

84681180
15004697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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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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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氧泉负氧离子液诚

招全国代理商，负氧离子液
使用方便，持久释放负氧离
子，含量达5000/cm3净化空
气，抗菌除醛，新房净化、学
校、办公场所优选。

加盟电话
1984525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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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家庭装修、办公场所
装修；家装、工装整屋家具定
制；承接同行二手单柜体定制；
工厂一站式服务→设计→加工
→安装。

橱柜门、衣柜柜门定制加工
（种类有PVC吸塑、PET、高光纳
米板材等）；免漆板材加工定制柜
体（材料与环保等级自选）。

工厂设有样板展厅，欢迎参
观选购。

定 制 热 线
18904515815
15846048899
工厂地址：哈尔滨市南

岗区王岗镇哈双公路 592
号，金福来家具有限公司

军人素质 真诚服务 居民 公企
长短途搬运 专业拆装家具 钢琴

吉利搬家

15945995322
13903650494
13904614842
13945059319

道里道外
群力哈西
香坊动力
江 北

真诚搬家
企业搬家 居民搬家 专业搬钢琴 搬运大件
拆装家具 长短途运输 诚信为本 七折优惠

13704806638
18846811551

搬家刊登电话

王萍1335111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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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36184675
13836184685

居民 公企公搬 长短途搬运
专业拆装家具 各区就近发车

福满多搬家
道里南岗
道外群力
哈西香坊
江北

退伍老兵搬家
退伍老兵，真诚为您服务

十五年老兵、居民、企业、长途搬家、专业正规
0451-87696984道里道外

群力江北
南岗哈西

15245102858
15245156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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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坊生活报讯（见习记者刘维娜 记者

李丹文/摄）14日，哈尔滨市首届寻找
“最美快递员”颁奖典礼举行。此活动
自今年6月启动以来，经全市各快递企
业择优推荐、网络投票、电话回访、实际
踏查、事迹挖掘、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
结果公示等环节，最终共有19名快递职
工获奖。在活动现场，记者采访到“最
美快递员”肖大勇。

41岁的肖大勇从事快递员工作已
15年。他爱岗敬业，“每天都是最早上
班、最晚下班，收派快件准确无误，使
所辖区域收派件量逐年递增。”肖大勇
的领导这样评价他。他还是个热心肠，
新来的职工遇到业务难题，他就利用空
闲时间义务帮助教学；同事工作中突发
急病，也是他第一时间把人送到医院；
下班途中遇到喝醉酒躺在路中间的大

汉，他会跑过去把人扶到路边，并通知
警察……

2020年，肖大勇不顾家人反对，春
节放弃休假从外地赶回哈尔滨。每天4
点多起床做准备工作，由于疫情期间快
件积压多，每天都要晚上9点以后才能
完成工作。“平时一天的派件量在两三
百件，那时至少六百件打底。”肖大勇告
诉生活报记者。

由于网点人手不够，很多快件积
压，还有防疫物资需要派送，于是他又
主动请缨，在完成自己负责区域的同
时，分担了网点防疫物资的派送任务。

一天，肖大勇刚下班回到家里吃过
晚饭，就接到一个求助电话，“是一个客
户打来的，她说她是一名医生，正在隔
离病区，那天是她儿子的生日，她买的
生日礼物到达我们的快递点了。她问

我能不能给她儿子送去，因为她和儿子
已经20多天没见面了，儿子特别希望能
在生日这天收到妈妈的礼物！”听完这
些话，肖大勇丝毫没有犹豫，穿上衣服
回到单位，在两三千个快件里，用了近

一个小时找到了那个快件，并立即为小
朋友送去了。肖大勇再回到家时，已快
24时了。“医生坚守在防疫一线，我早就
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了！”肖大勇坚定地
说。

哈市“最美快递员”肖大勇

防疫期 从两千多个包裹中淘件儿
帮医生给孩子送生日礼物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
王一 记者李丹）从2014
年开始，省妇联组织发动
全省各地共同寻找各层级
最美家庭16万余户，从中
推选黑龙江省最美家庭
800 户、全国最美家庭
193 户。让我们走近他
们，礼赞龙江最美家庭。

“叮铃叮铃……”早上
7点，张蒙蒙的淘宝订单就
来个不停，谁也想不到每
月销售额几十万的她，几
年前的店铺竟无人问津，
一周都卖不上一单。张蒙
蒙与丈夫于兴才都是牡丹
江市磨刀石镇人，二人大
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共同创
办了杂粮合作社，目前社
员有135户。带动50余
个贫困户以“自耕”和“代
耕”模式加入合作社成为
社员，每户年增收2000余
元。13日，记者采访到了
这对夫妻，倾听他们的励
志故事。

凌晨起床
摆地摊做推广

2009年，大学毕业的
张蒙蒙回乡创业，在牡丹
江绥芬河做起了服装生
意，但收益一直不佳，
2011年只好放弃。同年
认识了于兴才，两人是同
镇老乡，于 2013年结了
婚。婚后两人商量共同创
业，结合“磨刀石小米”的

市场口碑，开拓自己的市场。“起初家里人都反对我
们的想法，念完书却回来种地。”张蒙蒙说，刚开始收
入并不可观，确实产生过放弃的想法，但是从选种到
试种再到品种改良，自己和丈夫共同经历了这些后，
慢慢爱上了这份事业，2014年共同创办了一家杂粮
合作社。“磨刀石镇的小米比较出名，我们结合大学
所学的专业，又挑选了一些其他杂粮品种，红豆、绿
豆、高粱米等，想做出自己的品牌。”

“最开始把产品挂在网上，一周都卖不出去一
单。”张蒙蒙说，他们为了开拓市场，在牡丹江市寻
找线下连锁超市代卖，还会去市场摆地摊做推广，

“每天基本凌晨三四点钟就起床了，这样去市场不
堵车，一天能卖七八十袋。”张蒙蒙告诉记者。

帮助每个贫困户年增收2000余元

“因为了解自己的家乡，知道自己能为家乡做
什么，所以我俩愿意留下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
献，自己经营好之后就有余力去帮助别人了。”于兴
才告诉生活报记者，合作社的杂粮种植模式是向社
员统一发放种子与化肥，让村里乡亲共同种植，秋
天按照市场价给社员分红，这样能增大产量，也能
保障产品质量的统一，实现双赢。

现在合作社已有农户135户含土地入股，杂粮
种植面积达1万余亩，产品线上线下销往全国,年
销售杂粮40万斤，利润50万元，带动50余个贫困
户以“自耕”和“代耕”模式加入合作社成为社员，每
户年增收2000余元。从亏损到盈利，张蒙蒙夫妇
表示，“我们感谢乡亲们的信任与支持，希望让更多
人过上好日子。”

牡丹江磨刀石镇张蒙蒙夫妇大学毕业后回乡创业

让50余个贫困户
年增收2000余元

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这
床单、椅垫这么干净，都是王老师趁
着周末休息给洗的。”“让王老师歇
歇吧，平时给孩子们上课挺累的。”
在宾县融兴府邸小区，老人们都管
王老师叫“大院闺女”。近日，记者
采访了王老师，听她讲述了她和大
院老人们的亲情故事。

王老师名叫王英杨，今年 51
岁，是宾县一所中学的数学老师，她
个子不高，走路带风，“我没想那么
多，就是这几年在小区里住，看到很
多空巢老人都跟自己父母一样，子
女不在身边，需要搭把手干点活，就
帮忙做了。”王英杨告诉生活报记
者，她在学校是班主任，平时工作也
很忙，只能在周末或下班休息时间
帮老人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这是
个有着上千户居民的大院，以老年
人尤其是空巢老人居多。“他们都跟
我父母年纪差不多，我给父母买东
西时就顺便也给他们买点，扑克、象
棋、小板凳，想吃包子、饺子的就给
做点，东西不贵也不多，都是零零碎
碎的，看到老人们喜欢、能用上我也
高兴。”王英杨说，就这样她跟院里
的老人们开始慢慢熟络起来，谁有
个家长里短，哪个老人有生活上的
困难都愿意找“王老师”唠唠，帮个
忙，自己孩子已经工作了不在身边，
父亲也住得远，所以闲暇时她就能
空出手来。

和王老师打交道比较多的张永
志大爷也在教育系统工作过，他夸赞
说，王老师非常细心，把爱心也分给
了大院里的老人们。看到椅垫、牌垫
脏了，她就主动拿回家洗；亭子里的

照明灯不亮了，她下班回来就给买个
灯泡；老人们爱吃蘸酱菜，她就去山
上挖来婆婆丁、蕨菜分给大家……真
的就像大家的亲闺女一样。

“她是个有爱心的人，班里的学
生们也都喜欢她。”陈月友大爷也对
王老师赞不绝口，他说，今年冬天小
区的热心居民帮着借了一间房，屋
里卫生都是王老师帮着搞的，床单、
桌布都给洗得干干净净，还给交了
电费。

在采访中生活报记者了解到，王
老师的母亲已经不在了，老父亲住得
离她又很远，所以王老师看到身边的
老人就像看到自己的父母一样。

宾县教师王英杨关爱空巢老人

洗洗涮涮、聊天、管饭
成“大院闺女”

工作中的肖大勇工作中的肖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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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地点：哈尔滨音乐厅（群力大道1号）
业务电话：0451-84692455 售票电话：0451-84699400
关注最新演出资讯，请加入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yyt0451

哈尔滨音乐厅演出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大 型 交 响 套 曲《 我 的 祖 国 》
时 间 ：2021.9.18 19:00
票 价 :50 元 /80 元 /180 元 /280 元 /380 元

微
信
咨
询
请
扫
码

缴费方式：现金、微信
报名地址：道里区地段街1号生活报社
（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
咨询热线：13359998131、17800590261

天凉快 景色好

金秋十月金秋十月，，跟生活报跟生活报
坐专列坐专列““进藏进藏””玩吧玩吧

对于爱旅游的人来
说，一生不去一次西藏，
心痒！遗憾！

金秋时节，生活报
特携手旅行社为大家安
排了一场“西藏专列 16
日游”之旅，预计 10 月
10 日出发。下个月，让
我们一起坐上火车去拉
萨吧！去看那神奇的布
达拉，去看那最美的格
桑花，跳起那热烈的雪
山朗玛，喝下那最香浓
的青稞酒，醉在神话天
堂……即日起，凡通过
生活报报名成功的亲，
还可获得2021年最后一
季度的《生活报》哦。

去西藏，是很多人的梦。可担心高原反应，
也是真真儿的。记者想告诉大家，跟着我们这趟
专列走，不用怕！

此 次 专 列 路 线 为 宁 夏 中 卫 ( 沙 坡 头、高
庙）——内蒙古(通湖草原)——青海西宁（青海
湖、塔尔寺、土族园）——西藏林芝（鲁朗林海、鲁
朗小镇、卡定沟)——拉萨（布达拉宫、大昭寺、八
角街）——羊卓雍措——日喀则（扎什伦布寺），
16天里全程节奏舒缓，从低海拔进入高海拔，“渐
进式”饱览世界级坐标风景线。并且，西宁到拉

萨往返路段专列还将更换为有氧列车哦。
据旅行社工作人员介绍，专列进藏之前会先

抵达西宁。在西宁游览青海湖、塔尔寺……慢慢
适应雪域高原的气候和海拔。并且青藏铁路是
一路攀升的过程，并不是瞬间的海拔增加，所以
这样的安排可以大大降低我们高反的概率。回
程也将从拉萨先返回西宁，休整后再回哈尔滨，
避免大家出现疲倦、嗜睡、头昏等症状的“低原反
应”。专列上还有保健医生一路随行，为读者们
保驾护航哦。

10月份去西藏，完美！雨季已经过去，西藏每
天基本都是大晴天，白天温度在18至22度左右，晚
上温度在5至10度左右，总体来说是很舒服的。同
时，这趟专列又避开了国庆节旅游高峰，大家完全
可以慢节奏、放轻松地“独享”高原上的温暖阳光。

布达拉宫、大昭寺广场、八角街、羊卓雍措……
这些经典景点还可供读者们细细游览。布达拉宫
缘起于公元七世纪，距今已有1300多年。整座宫

殿具有鲜明的藏式风格，依山而建，气势雄伟。
漫步八角街，穿梭在弯弯曲曲的狭窄小巷里，那
一堵堵斑驳的石墙，饱经风霜。在街上静静地体
会，感受一下西藏的慢生活。羊卓雍湖是西藏三
大圣湖之一，湖光山色之美，冠绝藏南。湛蓝的
湖水与远方的雪山连为一体，加上两岸各色的山
脉、极具特色的藏民族村落、遍地的牛羊，一路走
来，心旷神怡。

本趟专列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可上下，赠
送人身意外险、旅游集体照、精美旅游帽，并且行
程中保证无强迫消费。用往期游客的话说就是：

“跟生活报走，不用操心，一切安排妥妥的！”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西藏16日游的价格超

优惠。除了硬卧和软卧外，大家还可选择更私
密、更舒适的“两人小高包”哦。即日起凡来报社
咨询，就赠送“独家”饮品。报名成功后，还即可
获得 2021 年最后一季度的《生活报》。礼品有
限，先到先得。

生活报记者 吴海鸥王雪莹

10月10日“西藏16日游旅游专列”报价
硬卧：上铺3980元/人；中铺4480元/人；下铺4980元/人
软卧：上铺5480元/人；下铺5980元/人
高包：上铺5780元/人；下铺6280元/人
（特别说明：此价格不含所列景点门票和景区小交通）

好行程
““阶梯式阶梯式””进藏缓解进藏缓解““高反高反””边走边看沿途风光

好气候
温度适宜阳光暖温度适宜阳光暖 避开旅游高峰享“慢”节奏

好优惠
超低价格回馈读者超低价格回馈读者 报名成功还有独家礼品

生 活 报 讯
（记者 王雪莹）
成龙搭档刘浩
存、郭麒麟合作
新电影啦！记者
获悉，《龙马精
神》目前已正式
开机。除了令人
期待的喜剧和动
作元素，导演杨
子还将指导马拍
动作戏，令人十
分好奇跟期待。

影片的故事
围绕着人和马展

开，成龙将出演一名落魄的龙虎武师“老罗”。他与
爱马“赤兔”相依为命，却因“赤兔”卷入了一起债务
纠纷，面临分离危机。情急之下，“老罗”求助于对
自己误解颇深的女儿“小宝”和其男友“乃华”。在

“三人一马”的自救之路中，闹出了不少笑话，也渐
渐靠近彼此。据悉，龙虎武师是动作电影中最惊险
搏命的一类人群。已入行60年的成龙，此次本色出
演该类角色，让观众们直呼“惊喜”！

搭档刘浩存、郭麒麟拍新作

成龙本色出演
“龙虎武师”

生活报讯（记者 王雪莹）作为电影《我和我的父
辈》中备受期待的一个单元，由沈腾自导自演的《少
年行》曝光了主演阵容及预告。记者看到，洪烈、马
丽、艾伦、辣目洋子、常远、吴昱翰、周庆昀、王成思、
宋阳、李海银、李雪健、张小斐都名列其中。对于多
位“开心麻花”成员的加盟，网友们直呼：“一定超级
爆笑！”

预告片中，沈腾饰演的机器人“星一浩”肩负特
别使命，从2050年回到2021年，并邂逅了怀揣科学
梦想的少年“小小”，两人意外组成了一对临时父
子。这位来自未来的机器人双下巴、大肚腩，褶子里
都是笑点，一亮相就喜剧效果拉满。影片中，沈腾以
机器人老爸的身份现身，与“虎妈”马丽再续前缘，小
区广场成了两人的大型相亲现场，引发一众期待。
而谈起“麻花天团”的加盟，沈腾透露：“拍摄过程中，
开心麻花所有有导演经验的人都将手上事情放下，
赶来帮助我，让我在心态上轻松了不少。”据悉，影片
将于9月30日上映。

跟马丽在《少年行》里再续前缘

沈腾这次演
“未来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