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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记者 吕晓艳
在东北林业大学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背上行囊，义无反顾地踏入军营，热血铸军魂、激情澎湃岁月；重回校园，他们退伍不褪色，担任新生军训教官，继续在学

业的道路上一往无前。他们分别成功保研至浙江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请和生活报记者一起来看他们别样的热血青春故事。

就读于机电工程学院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专业，服役于陆军某部，
曾获“优秀新兵”“优秀义务兵”等荣
誉称号，保研至浙江大学电气工程专
业。

邢纪奎的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
父亲的一言一行，都在默默地影响着
他。他一直想像爸爸那样做一名受
人尊敬的军人。

为了能进入军营，他努力尝试
过。第一次，因为视力原因与招飞的
机会失之交臂。第二次，由于高考几
分之差，没能踏入军校。来到东北林
业大学读书后，他仍不甘心也不愿意
放弃，这一次他终于如愿应征入伍，
背起行囊，开启了他的军旅生活。

踏入新兵营时，嘹亮震天的口
号，铁一般的纪律震撼了他。在猛烈
的日头下，在苦涩的寒风中，在荒芜
的大漠中，队列训练、体能训练、战术

训练等等，一步一步，他咬牙坚持。
“其实部队里当然不缺像电视剧里那
般的激情与热血，但枯燥和日复一日
的训练也同样是新兵的必修课。”在
野外训练任务中，他们接到了极有难
度的考核任务，他所在的连队将要代
表全营参加考核。他努力迎战所有
的苦和累，磨炼了意志。

回到校园后，他活跃在各大体育
赛事中，担当2020级新生的教官，他
不停奔跑的足迹留在赛道上、图书
馆、教学楼和实验室，凭借着这股不
服输的劲头，成功保研浙江大学。

邢纪奎：在野外训练任务中磨炼意志

就读于机电工程学院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期间
服役于陆军某部，曾获得“优秀
新兵”“优秀义务兵”等荣誉称
号，保研至浙江大学电气工程专
业电力电子方向。

李琪回忆，“我记得刚到军
营，新兵最难适应的就是整理内
务中的叠被子。班长的被子跟
豆腐块一样方方正正，我们叠的
被子一会是三角形、一会是四边
形，软软塌塌。整理内务也是军
人一项重要的考核标准，当听到
班长批评自己时，心里也会不是

滋味。一次叠不好就返工再叠；时间
来不及就比别人早起一会，直到一个
月后我叠的被子终于和班长一样了。”

从部队退伍返校后，李琪担任了
东北林业大学新生军训的教官。“我会
认真一遍遍地教大家，更好地完善原
有的训练方法，和大家分享我在军队
成长的故事，大家听了对待军训也会
没有抵触反倒热爱起来。”李琪在新生
面前是教官也是他们的大哥哥。

李琪：一个月时间把被子叠成“豆腐块”

就读于机电工程学院自动化
专业，服役于陆航部队某部，荣获

“优秀义务兵”等荣誉称号，保研
至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专业。

王翼桐刚入伍时，每天五点
起床，十分钟吃饭时间，迅速整理
内务。高强度的训练，新兵营里，
分毫不差的作息时间表，如今在
他的记忆里依旧鲜活。但在训练
中他不曾喊过一次苦和累，匍匐
训练时，面对泥泞的地面与身体

在地上摩擦的伤痛，他不畏艰难，带头
趴下。操行队列式，上百次的重复动作
他都是一丝不苟地完成。他是训练时
的先锋兵，也是新兵们的优秀榜样。

凭着这股子肯吃苦的干劲，王翼桐
在第二年光荣接到了带新兵的任务。
初来乍到的新兵面对匍匐前进这个动
作时，都有了退缩的想法。看到这样的
情况，他想了一个办法，激发他们的训
练热情。新兵怕痛怕累，那就专门在晚
上加练；新兵不服气，那就自己先上，不
嫌泥泞率先匍匐爬过，每一次的加练他
都陪着新兵一起坚持完成。王翼桐以
身示范，率先表率，他用实际行动征服
了新兵，赢得了尊重与认可。

回到大学的王翼桐更加稳重成
熟。在学习之余，他还参加了悦来书
会，时常与大家分享读书心得。在面对
保研的抉择时，他毅然跨专业选择了中
国政法大学的法律硕士专业。

王翼桐：重复训练上百次一丝不苟

就读于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
学院动物医学专业，2017 年入伍服
役于陆军某部，2018年获得“优秀义
务兵”荣誉称号，保研至华中农业大
学兽医学专业。

在进入大学以后，由于自身性格
比较内向，毛灵山很少参与活动丰富
自己的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去
参加了一个参军入伍的演讲，让她萌
生了参军的想法。

“之前没有过多了解，就想着当
兵应该就是像军旅题材电视剧里演
的那样，每天打靶训练，练习踢正
步。”这是毛灵山在参军之前对于参
军入伍的最初印象。但被问到入伍
之后的军旅生活和想象中的有什么
不一样时，她笑着回答道：“除了日常
的训练，遵循一日生活制度以外，还
有很多丰富的集体活动，比如烧烤晚
会，k歌比赛，游戏活动等等，和我们
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军旅生活有很

多不一样的地方。”军队生活给了她
很多惊喜。

刚开始去部队的时候，面对严明
的纪律和各种规章制度，加上高强度
的训练，她多多少少有些不适应，但
是在战友的相互扶持和鼓励下，她最
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军队回来的毛灵山相较于入伍
之前改变了许多，“哟，长大了。”毛灵
山返校后，老师这样评价她。退伍回
来的她变得更加沉着冷静和自信，最
重要的是她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转专
业到了动物医学专业，“军队里的那
种苦都能熬过来，学习上的苦就算不
得什么了。”

毛灵山：烧烤晚会，k歌比赛……军旅生活也有惊喜

广大电力用户、通信运营商、有关企业：
国网哈尔滨供电公司按照哈尔滨市委市政府电力保障

工作要求，为消除电网运行隐患风险，进一步保障社会生产
和人民生活用电安全，秉承“运行规范、告知及时、服务到
位”的总体思想，将开展城市电力设施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
作，重点治理线路下超高树害，清理电力设施各类违规搭挂
线缆、基站及广告牌，清除擅自敷设在电缆沟道内的线缆。
请涉及单位与我公司联系（联系电话：0451-51236509），
及时整改，消除隐患，共建坚强电网，保障社会民生用电！

自公告发布日起，我公司将有序对上述电力设施安全
隐患进行治理，望广大用户、通信运营商、有关企业周知！

特此公告！此公告最终解释权归国网哈尔滨供电公司，
对任何借机炒作或者违法违规行为将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国网哈尔滨供电公司
2021年12月13日

关于治理电力设施安全隐患的公告

入伍＋保研
踏入军营的经历 让龙江学子青春无悔！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日前，
国家林草局拟定了《有重要生态、科
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征求意见稿）》（简称“三有”名录），
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
稿偶蹄目中已将野猪删除，野猪等不
存在生存威胁、反而可能损害自然生
态系统的物种不再列入“三有”名
录。野猪如果从“三有”名录中删除，

对我省野猪的生存是否有影响？生
活报记者对我省专家进行采访。

东北林业大学动保学院专家姜
广顺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无
论野猪是否是“三有”动物，都不能被
随意捕猎或食用。多年来，我省居民
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已经形成习惯，
不随意捕杀野生动物，即使野猪从

“三有”名录中删除，野猪的生存情况

不会受到影响，一方面是我国规定公
民不得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依法收缴
了社会上的猎枪，因此非法猎杀野猪
的情况极少发生。我省居民如果猎
杀野猪也缺少工具，只能采取原始的
套杀，再加野猪攻击性强，所以套杀
很难成功。同时，我省存在东北虎，
是野猪的天敌，也可以靠自然平衡来
控制野猪的种群数量。

野猪拟从“三有”名录中除名
我省专家：生存情况不会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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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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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2日晚，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游戏进行第2021142期开
奖。本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04、
07、17、19、20、24，蓝球号码为16。

本期双色球一等奖中出8注，
单注奖金为879万元，这8注一等
奖花落 7地：辽宁 2注，黑龙江 1
注，河南1注，广东1注，云南1注，
新疆1注，深圳1注。一等奖特别
奖中出4注，单注奖金为625万元，
这4注一等奖特别奖花落4地：河
南1注，广东1注，云南1注，深圳1

注。
本期双色球二等奖中出227

注，单注中奖金额16万余元；六等
奖中出1111万注。六等奖翻番奖
中出710万注。

本期双色球全国销量为5.09
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1.83亿
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11.42亿元。下期一等奖特别奖派
奖金额25000000元，六等奖翻番
奖奖金余额167372115元。

据福彩双色球

双色球开奖

一等奖中出8注 我省有一注

以五代十国时期的绘画作品“韩
熙载夜宴图”为画面设计的一款历史
文化主题四联彩票。画面内容丰富、
和谐且富有变化，仕女的素妆艳服与
男宾的青黑色衣衫形成鲜明的色彩
对照。整体画面展现了一次完整的
韩府夜宴过程，即琵琶演奏、观舞、宴
间休息、清吹、欢送宾客五个场景。
整幅作品线条遒劲流畅，工整精细，
色彩绚丽清雅，构图富有想象力。

“韩熙载夜宴图”是珍贵的故宫
藏品之一，整套票面以古香古色的宫
墙、色彩斑斓的琉璃和优雅绽放的玉
兰为背景，将“韩熙载夜宴图”从右至
左、连续且完整地展现给广大彩友鉴

赏。
该彩票面值30元，头奖100万

元，奖级11级，返奖率65%，中奖面
38.77%。

游戏规则：刮开覆盖膜，如果刮
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
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据山东福彩中心微信公众号

头奖100万元

刮刮乐 带您鉴赏历史珍藏

今天，记者为您说一说如何观看福彩开
奖直播。为了方便您及时观看福彩开奖节
目，福彩开通了网络直播、电视直播。

网络直播
上网查信息、上网看网络直播早已习以

为常。中国福彩最懂您知道您习惯上网看直
播，特意开通了网上直播开奖，只要您登录中
国福彩www.cwl.gov.cn，打开阳光开奖频
道，每晚锁定21:15、21:30，就能第一时间观
看福彩开奖直播。

21:15 双色球、七乐彩、3D游戏开奖直
播

21:30 快乐8游戏开奖直播
在这里，您可以与现场公证人员一起，全

程观看福彩开奖，见证福彩开奖的公开与透
明。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公众看到福彩开奖，
除中国福彩网之外，新华网、新浪网、搜狐网、
中彩网，同步网络直播。

电视直播
您还可以通过电视直播，观看每一期的

福彩开奖。每晚21:15，锁定中国教育电视
一台，我们为您准备了双色球、七乐彩、3D游
戏的开奖直播。

如果您错过了晚上的开奖直播，不必遗
憾，也不必着急，每晚21:55（不含周六），打
开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您还可以收看福彩
开奖录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中国福彩网，打
开“阳光开奖”栏目，观看“往期开奖视频”。

对于一些常年在外奔波，或是热衷收听
广播的朋友，我们也贴心地准备了广播版的
开奖信息，每日22:00-22:05，我们会通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频率，播报双
色球、七乐彩、3D开奖信息。

据山东福彩中心微信公众号

福彩开奖直播这些事
您知道吗？

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一杯
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行动
寒冬温暖环卫工

“

”

公益单位：
生活报社/黑龙江省慈善总会/哈尔滨市城管局第二批爱心商家正在招募中

提供加热饭菜服务 也可报名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文/摄）

10月26日，哈尔滨市环卫工人节
当日，生活报联合省慈善总会、哈
尔滨市城管局发起“一杯热水行动
温暖环卫工”活动，号召爱心商家、
个人，为环卫工们送去一杯热水，
提供一个临时休息区，让冬日的冰
城处处洋溢着温暖。目前，首批
100个报名本活动的爱心商家已经
领取到活动海报，并将海报粘贴到
店门显著位置。第二批爱心商家
招募中，如果您想参与，提供热饮、
临时休息区、加热饭菜服务，均可
报名，快点行动，加入我们吧！

日前，报名参与活动的商家包

括药店、快餐连锁、中介公司，参与
商家负责人都表示，这样的活动，
良心企业必须积极响应支持。11
日夜间哈市陆续降雪，一些商家看
到环卫工连夜作业，送上爱心热
饮，“我家是一个小超市，就想让他
们喝上一口热水歇歇，他们真的太
累了。”哈市一超市业主王先生告
诉生活报记者 。

如果您可以提供免费的热水，
可以提供临时休息场所，愿意加入
这支冬日里的温暖大军，欢迎您拨
打报名热线或发送短信，加入我
们，我们将制作活动爱心温暖牌，
为爱心商家挂牌。

在2020年末-2021年年初的
活动中，近千个商家为环卫工提供
温暖，有的爱心商家表示，除了提
供热水及休息区外，还可以提供量
血压、测血糖等延伸服务，大家都
希望帮助更多的环卫工人。如果
您也想参与其中，奉献一份力量，
欢迎您短信留言 17800590268，
留言内容包括商家姓名、地址、电
话、提供服务时间、提供服务内容
（热水、休息区、药品、加热午饭
等），生活报记者整理后，将按批
次发放爱心商家服务牌。这个冬
日，让我们一起守护环卫工人的作
业温暖。

爱心商家名单（二）
哈尔滨国仁大药房有限公司 道里区顾乡大街144号
哈尔滨国仁大药房有限公司世纪联华店 道里区顾乡大街85号比优特超市内
哈尔滨国仁大药房有限公司民生店 香坊区民生路148号家乐福超市收银区旁
黑龙江龙卫医药连锁龙卫中新大药房 南岗区上方街16号
哈尔滨华实健泰医药连锁友协分店 平房区友协大街150号
哈尔滨华实健泰医药连锁东轻分店 平房区新疆三道街207楼13号-6
哈尔滨伟德医药连锁黄河店 南岗区黄河路158号
哈尔滨伟德医药连锁菜艺店 香坊区菜艺街1号
哈尔滨伟德医药连锁信恒店 道里区群力第七大道2018号
哈尔滨伟德医药连锁西大桥店 南岗区西大直街22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