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名帮办记者，一名公益
人，双重身份让我承担着更多工作
以外的事情：下班后时常接听求助
者的电话，帮求助者解决“急难愁
盼”；午夜梦回，突然一个机灵起身，
帮扶的某个孩子好像下学期的学费
还没有着落……手掌上错综复杂的
掌纹，被同事们嘲笑说命中注定是
个操心的人。10年时间，我帮助过
的人不计其数，我可能记不住他们
的名字，但感恩的笑脸却永远刻在

了心里。
其实，每一个同我一样的帮办

记者、公益媒体人，都是这样默默地
在采访的路上操劳着，承担了更多
的责任。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在今后
的日子里，我希望与更多的伙伴携
手，付出更多的爱，收获更多的笑
脸。我是一名记者，一名帮办记者，
一名志愿者，一名公益人，过去是，
现在是，今后也是……

付出更多爱 收获更多笑脸

栾德谦：8 日，我走上街头，体
验了极端天气下的出行。一早刚走
出家门，就感受到出行难：连夜的雨
夹雪落地后就成了被冻住的雨水，
半冻半化之间十分湿滑，每一步都
需要小心看着路面，一不小心就容
易滑到；下午从哈医大二院乘坐地
铁 1 号线在博物馆站换乘后，又乘
坐地铁 2 号线来到松北世茂大道
站，非常快捷。“这个天儿地铁是首
选，哪怕（到地铁站）再打个车也
行。”打车来地铁口换乘的市民刘先
生说。

记者节这一天大雪来袭，我为
多位市民解答了帮办咨询，是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记者节。愿我们的付
出，能让大家的生活更美好！越是
极端天气，帮办记者就越要“走出
去”，记录每一个瞬间。风里雨里，
我在采访的路上等你。

肖劲彪：帮办热线上线以来，我
一天最多接打百余个电话。虽然工
作很辛苦，但我都用心倾听市民的
呼声，尽力帮助市民解决问题，力求
所有问题件件有回音。

作为一名社区帮办和社会新闻
记者，我每时每刻都保持着高度的
警觉，我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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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顶风冒雪在帮办
“帮办记者团”已解决1200余个求助问题

生活报记者 李丹
8日记者节上午，生活报帮办记者来到了哈市南岗区鸿翔路与长江路交口，

当时南岗区城管局的环卫工人正在作业，记者看到，他们手持清雪工具，进行着
清雪推水作业。8日中午，随着时间的推移，雨夹雪越来越大，为了避免出现晚
间路面结冰的情况，环卫工人们再次开启推水作业模式……

当日，记者采访了3个小时，双脚已经冻木，头上、身上均已湿透，双手冻得
僵硬，眼镜上满是冰晶。在这个特殊的记者节，和一线同城的媒体们一起在一线
以采访模式过节，心里是别样的滋味。

为了帮助市民解决身边的闹心事，
尽快帮其解决解“急难愁盼”问题，
2021年3月24日，“帮办工作室”成立，
工作室口号“有难事 找丹丹”，工作室
由专职记者每日通过电话、微信、邮箱
的方式倾听市民诉求，帮助市民解忧，
工作室通过生活报帮办专版、龙头新闻
APP帮办专栏与市民、相关部门互动，
解决难题、疑问。“帮办工作室”还特邀
政府部门人员、专家、律师、心理专家等
为大家答疑解惑，通过“帮办寻亲”“帮
办心理”“帮办代问”“帮办城市”等子栏

目和市民进行连线互动，拉近媒体和市
民的距离，更好为市民、读者、网友提供
贴心、亲民的细致服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者求助量增
大、求助范围变广，为了更好地为百姓
提供贴心服务，8月25日，“帮办工作
室”升级，成立生活报“帮办记者团”，
将一周一版的帮办版增加至一周三
版，龙头新闻帮办专栏升级为帮办频
道，由11位行业记者作为帮办记者共
同发力，为读者提供更全、更细、更贴
心的服务。

从“帮办工作室”到“帮办记者团”

10月26日，生活报帮办记者接
到多位市民反映，松北区中源大道
润和城外的餐饮一条街上多个马葫
芦往外返污水，造成整个街路污水
横流、臭气熏天。次日，帮办记者来
到松北区中源大道，发现这条路一
侧都是临街门市，大多是饭店。随
后，帮办记者来到位于润和城二期
的哈尔滨广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了
解情况，发现由于部分商铺物业费
未缴纳等问题，导致清掏马葫芦遇
阻。为解决居民的燃眉之急，在记
者多次沟通下，哈尔滨广信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表示可以与居民协商，
由居民们先支付清掏疏通费用，等
后期再从物业费中扣除。记者11月
2日了解到，物业已于10月31日帮
居民解决了问题。

除了帮助解决生活难题，“帮办

记者团”的记者们也担负着疫情相
关知识普及的重担，疫情来临后，许
多市民咨询有关疫情防控的问题，
生活报“帮办记者团”开设“党员帮
办战疫线”专栏，每日为市民解决求
助事宜。“疫情期间市民做完哪些事
后需要洗手？”“候鸟老人去海南过
冬，需要做核酸吗？”……针对咨询，
医疗帮办记者请教专家，为市民一
一带来专业解答……走近百姓、贴
近百姓，为百姓办实事，展现记者锱
铢必较的工作态度，生活报“帮办记
者团”赢得了市民赞誉。

从接听电话、核实信息，到踏
查、采访、成稿、刊发……截至 11
月上旬，生活报“帮办记者团”已解
决 1200 余个求助问题，真正搭建
起政府与市民沟通的桥梁，让百姓
满意。

搭起沟通桥梁 让百姓满意

记者
手记 我们一直在路上

的只是随时待命。
其实，您的满意就是记者节给我最

好的礼物，帮助读者解决生活中的烦
恼，这也是我们媒体人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用镜头去发现美好，去记录温
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一直在
路上。

周琳：又是一年记者节。我希望自己
永远怀揣着热忱与梦想，笔耕不辍，毅然
前行。

王一：回望这充实的一年，我解决
了不少市民的烦心事，也为城市做出了
微不足道的贡献。在此，致敬每一位平
凡的工作者。

刘维娜：作为一名公益事业部门的
记者，看着受访者的酸甜苦辣，每一次
我都用心去感受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希
望通过我的工作，能展现他们更真实和
动人的一面。

崔凯歌：今后，我想用我的笔去记
录更多有温度的故事，描写更多有正能
量、有故事的师生，为教育事业、为每一
个学生健康快乐的成长，贡献出自己的
一份力量。

王伟健：作为帮办记者，当大爷大
妈给我打电话道声感谢，甚至是紧紧拉
着手激动地不知说什么时，那一刻，真
的是幸福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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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福彩 助农电商平台
回馈生活报读者

价格一降到底/免费包邮

福建武夷山直邮福建武夷山直邮
简包装简包装

大红袍伴手礼礼盒：
88元/盒（150克）

正山小种伴手礼礼盒：
98元/盒（150克）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大红袍岩茶：约8.3克/泡，果香小种：约5克/泡

正山小种：158元/250克
赠送：98元大红袍/250克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大红袍6泡
原价19.9元/盒

特惠：买2盒送1盒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大红袍半斤装
原价98元/盒

特惠：买1盒送1盒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果香小种10泡
原价25.9元/盒

特惠：买2盒送1盒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喝好茶喝好茶

生活报中缝阅读指南

有温度的报纸有温度的报纸
有价值的便民信息有价值的便民信息

就看生活报就看生活报

1、周一、周日：
企业招聘专栏
个人求职免费刊登
2、周三、周六：
征婚专栏
3、周一到周日：
老年公寓专栏
4、周一到周日：
搬家专栏
5、周一到周日：
助农专栏—武夷山茶场
6、周一到周日：
丢失声明、公告专栏
7、周一到周日：
房产公示专栏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11月 3
日，中国福利彩票“快乐 8”游戏第
2021293期开奖，全国中出的唯一一
注“选十中十”大奖，花落牡丹江市第
23101110销售网点。中奖彩票为一
张10元的机选票，共计奖金500万
元，这也是今年牡丹江市开出的第三
注500万元以上大奖。

受疫情影响，为保障中奖者权益

和安全，省福彩中心已启动了《福彩
中心大奖应急兑奖流程》，彩民可以
去所辖地市或就近地市福彩中心进
行大奖兑付，由省福彩中心工作人员
远程按照兑付程序，为中奖彩民办理
兑奖。目前，省福彩中心与牡丹江市
福彩中心已做好了为大奖得主提供

“远程兑奖”的准备工作，随时等待大
奖得主的到来。

每位购买福利彩票的彩民朋友
都是公益践行者，每购买一张福利彩
票，都是在做一次公益善举，都是在
支持公益事业的发展。公益福彩，快
乐相伴，希望每一位爱心彩民都能够
收获幸运大奖。

“快乐8”向快乐出发

“选十中十”
500万元大奖落牡丹江 为了回馈广大购彩者对中国福利彩

票双色球游戏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
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1年双色球
游戏派奖活动。派奖时间为自双色球游
戏第2021131期（11月 16日晚开奖）开
始，预计持续20期。

派奖规则为设立一等奖特别奖，奖金
总额5亿元。每期安排2500万元设立一
等奖特别奖，对当期单票金额超过20元
（含）的一等奖中奖彩票，每注一等奖按当
期一等奖单注基本奖金1:1比例派送（参
照双色球游戏规则，当奖池资金低于1亿元
时，单注一等奖特别奖派送奖金最高限额
封顶500万元；当奖池资金高于1亿元（含）
时，单注一等奖特别奖派送奖金包括两部
分，两部分最高限额封顶各500万元）。

若当期一等奖特别奖奖金不足以按
照当期一等奖单注基本奖金1:1比例支
付派送奖金时，则当期一等奖特别奖奖金
由符合派奖条件的一等奖按照中奖注数
均分。若当期一等奖特别奖奖金未中出
或有结余，则顺延滚入下一期，与下一期
一等奖特别奖奖金合并派发，以此类推，
直至一等奖特别奖奖金派送完毕为止。

设立六等奖翻番奖，奖金总额预先安
排7亿元。对当期单票金额超过20元
（含）的六等奖中奖彩票按每注六等奖派
送固定奖金5元。若六等奖翻番奖派奖
总奖金达到或超过7亿元，将从下一期起
停止六等奖翻番奖派奖活动；若六等奖翻
番奖派奖总资金超出7亿元，差额部分由
调节基金补足。

据福彩双色球微信公众号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游戏派奖啦

“还好没放弃。”10月27日下午，
重庆荣昌双色球 824 万大奖被领
走。中奖彩民周先生（化姓）暗暗心
惊，近一个月，在房贷压力下，他一直
犹豫着放弃购彩，想着将每月省下的
钱用于还房贷。

几个月前，周先生入手了一套新
房，每月五六千元的贷款，让月收入
一万元左右的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周先生今年40多岁，购彩已有十多
年，双色球期期不落，每次都是购买
一注追了十年的“7+1”复式，和临时
挑选的“6+16”复式等号码。

这么多年都没有中出大奖，一个

月前，周先生开始考虑放弃购彩，把
省下的钱用于还房贷。然而，由于担
心自己错过大奖，他在犹豫中继续坚
持着购买彩票。

10月26日晚，双色球开出红球
号 04、05、12、15、18、28，蓝球号
07。重庆荣昌区中出头奖1注，单注
奖金高达8231591元。10月27日7
时许，刚起床的周先生看到微信朋友
圈里一福彩站主分享的当期开奖号
码，激动起来，买了十多年的“7+1”复
式，自己选的号码，他早就熟记于
心。然而，他仍不敢确信，因为第一
次买彩票，周先生只中出5元奖金，十

多年来，他最多也就中过 500元奖
金。想到这，他赶紧摸出彩票核对，
确认中奖后，周先生立即通知了妻子
和哥哥。10月27日10点多，三人驱
车从荣昌开往重庆办理了兑奖手
续。 据福彩双色球微信公众号

坚持购彩十多年

重庆彩民领走双色球824万大奖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8日，记者从
哈尔滨城投集团获悉，按照“先征后修”

“修改同步”的原则，道外区与哈市城投
集团正式启动中华巴洛克三期改造工
程，推动年底前形成实物工作量。

据悉，中华巴洛克三期改造项目西
起北头道街，东至十道街，南起丰润街，
北至升平街、地灵街，占地面积19.02公
顷，总投资约23亿元。主要包括征收
及建筑修复工程和改造工程。改造工
程遵循“弘扬文化、风貌保护、改善民

生、有机更新”的基本思路，将全面整合
历史、文化、旅游、商业、交通五种资源，
打造风貌保护中心、文化旅游中心、商
业服务中心、立体交通中心和公共开放
街区“四中心一开放”格局，将建筑与文
化及东、西方美学完美融合，使历史老
街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打造真正意义
上的“情怀之作”“典范之作”“共赢之
作”。

道外区按照“整体保护、活化利
用、改善风貌”原则，对地块内历史建

筑分级分类进行保护，实现“征收一
批、修缮一批、移交一批、运营一批”，
在“留”的基础上做好“修”和“用”，将
历史风貌保护、城市功能完善和空间
环境品质提升有机结合，将城市文化、
历史底蕴嵌入新的城市空间。哈市城
投集团将加快中华巴洛克街区三期更
新改造，优化升级区域道路以及地下
管线，开发商业文化圈、传承与发扬历
史文化，瞄准“记忆街巷、美食家乡、时
尚秀场、乐活天堂”功能定位，打造“沉

浸式、体验感和故事性”主题文化街
区。改造提升后的中华巴洛克历史文
化街区，将实现历史文物、餐厅、酒吧、
咖啡屋、民宿、创客空间、绿化小品、步
行街等要素的科学有效整合，构建“一
横十三纵”街巷与大型商业百货、亲子
中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城市商业体
系，推动休闲、购物、文创、曲艺等产业
集聚，打造新型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推进街区商旅文融合发展，使其成
为哈尔滨城市会客厅。

中华巴洛克街区三期改造启动
记忆街巷、美食家乡、时尚秀场 打造“沉浸式、体验感和故事性”主题文化街区

生活报8日讯（记者时继凯）8
日，受雨雪天气影响，哈尔滨市街道
路面湿滑，车辆行驶艰难。尚志的
郭先生在作业中不幸被举升机割断
了手指，由于当地救治条件所限，需
要紧急到哈市救治。送伤者人员对
哈市路况不熟，尤其当日天气恶劣，
更是没有把握，哈市爱心的哥获知
求助消息后立即行动，为伤者急行
引路，保证了救治时间。

当日下午，生活报记者从哈市
泰克斯出租车公司雷锋车队获悉，
11时许，尚志的郭先生右手小指神
经和血管被举升机割断，须紧急到
哈市五院进行手术接断指，由于哈
市雨雪天气，路面情况复杂，求助对
接引路。

雷锋车队队长孙晓雷听到求助
信息后，第一时间与郭先生取得联
系，组织队友印景双前往哈牡高速

出口迎接伤者车辆。12时40分许，
患者车辆驶出高速，孙晓雷、印景双
分别驾驶黑ATU561与黑ATU516
号出租车引领伤者车辆，在沿路交
警支援疏导下，仅用十多分钟就把
伤者车辆安全快速地引领到医院。

随后，记者从哈市五院急诊科
获悉，伤者已被送入手术室，正在接
受紧急救治，由于及时送医，为伤者
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尚志男子手指割断来哈就医求助

的哥出城口接引 十多分钟到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