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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张立）12日0-24
时，哈尔滨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当日治愈
出院本土确诊病例1例（香坊区1例）。

目前，哈尔滨市疫情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零新增不等于无风险，疫情防控时
刻不能放松。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确诊
病例相关信息，如与确诊病例有过接触

史或活动轨迹有交集、重合的，应当主动
向所在社区(村屯)、工作单位报备，并配
合落实防控措施。

从有国内本土阳性感染者所在省
(区市)抵返哈人员和所有境外抵返哈人
员，应当在到哈前通过“龙江健康码”进
行报备。具体报备方式：在微信中搜索

“龙江健康码”小程序，进行实名注册后，

在“龙江健康码”首页点击“抵返哈尔滨
登记”栏目，进行信息填报。不使用智能
手机的人员，应请他人代为注册“龙江健
康码”进行报备。对不按要求提前报备，
造成疫情传播后果的人员，将依法严肃
追究责任。

目前，六区第五轮全员核酸检测已
经完成，结果全部为阴性。为确保核酸

检测全覆盖、无遗漏，继续对核酸检测实
行“龙江健康码”赋码管理，未按疫情防
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的人员“龙江健康
码”将会调整为“黄码”，待完成检测且结
果为阴性的，“龙江健康码”会调整为“绿
码”。请因故未能按时参加检测的及时
主动进行补检，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
请给予理解和支持。

哈市无新增确诊病例

六区第五轮全员核酸全部阴性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9日9时许，哈尔滨
市道里区恒祥城小区门口，道里第三营业分公司
的李国荣，接过社区工作人员邢大姐递过来的燃
气IC卡，熟练地进行消毒、现场圈存，然后又匆匆
赶往下一个小区。

据介绍，哈中庆公司承担着哈尔滨市道里区、
南岗区、道外区、香坊区、平房区、松北区（部分）行
政区域的天然气供应工作。8日，哈中庆公司向
全市居民发出公告，疫情期间提供不停气服务，普
通表用户无论欠费与否均不停气，疫情过后再查
表收费；IC卡表用户，可采取网上缴费，然后通过
与社区、物业主动对接，电话预约哈中庆公司工作
人员上门取卡，代办圈存，再由社区、物业工作人
员返还用户。哈中庆公司11个营业分公司，抽调
了近200名工作人员，组成98个圈存小分队，截
至目前，共为用户圈存405笔。

松北区天辰燃气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生活
报记者，天辰燃气公司及时为用户建立便民渠道，
帮用户代缴燃气费。自11月底，天辰燃气公司已
与辖区内273个小区的物业或者社区及时建立了
便民服务渠道，截至12月12日，累计代办居民缴
费业务217笔。

疫情期间

哈市燃气缴费
可上门代办

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近
日，在哈市香坊区黎明街道穆家
沟村的核酸检测现场，有这样一
对情侣搭档：一位是“绿衣卫士”，
始终坚守在防疫前方；一位是“白
衣天使”，守护着居民的健康。村
里人这样评价他们，“不怕危险，
冲在前头儿，好样的。”

据介绍，孙仁军是黎明街道
穆家沟村一名即将转正的党员，
也是一名退伍军人，他看到村里
防疫人员紧缺，就义无反顾地加
入到村里的防疫队伍中，成为一
名志愿者。在核酸检测工作中，
孙仁军主要负责录入信息，防护
服一穿就是八九个小时，浑身酸
痛、抬不起胳膊是常事，脱下防护
服时他全身湿透，采集结束后经
常会站不起来，需要休息一会儿
才能正常行动。

孙仁军的女朋友张欣，是北

京昌平区安达医院的护士，她此
前来哈看望男友时赶上了疫情，
一听说村里核酸检测工作缺少医
护人员，她立刻主动请缨，与孙仁
军并肩参战。清晨天微微亮时，
张欣就已来到检测现场，穿戴好
防护服开始核酸检测工作。检测
时的她总是话语温柔且目光坚
定，遇到老人和孩子会格外耐心，
细心安抚他们不要紧张、不要害
怕，让他们在放松的状态下顺利
完成采集。

村里人都说孙仁军找到了
个好女朋友，而他们两个人总
是开玩笑地说：“我们是战友，
虽然我们的相识没有轰轰烈
烈，但在一起‘战疫’中，我们看
到了对方的美好。”张欣表示，
自己很乐意参与到哈尔滨的抗
疫服务中，希望哈尔滨早日战
胜疫情。

美小护来哈看望男友赶上疫情

听说缺人 立马和他一起抗疫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13日，生活报记者
从阿城区、双城区教育局获悉，根据疫情防控实际
情况，阿城区、双城区两区中小学（含中职学校）、
幼儿园12月14日恢复线下教学。

阿城双城中小学
今日恢复
线下教学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伟
健 记者黄迎峰文/摄）5日，哈尔
滨市南岗区悦山国际小区因出现
确诊病例，实行封闭管理，辰能物
业悦山物管处70余名物业人坚
守在近万名业主身边，做好物资
保障和各项服务。小区业主们每
晚自发隔窗大合唱，感动了每一
名物业工作人员。

据悉，物业人员每日重复地
做着10栋楼22个单元的消杀工
作、每天为业主运送1万余件生活
物资、24小时单元值守、接听服务
电话……辰能物业悦山物管处主
任张丽萍告诉生活报记者，物业
身着隔离服，穿梭在室外和室内，

“为了减少传播风险，我们将物资
集中在一起，请快递员注明楼号
和房号，我们消杀分拣后送到业
主家门口。”让张丽萍没想到的
是，这些物业工作的小事却赢得
广大业主的一致赞扬，业主们每
晚手持荧光棒、手电等，隔窗为物
业人合唱歌曲，送感谢和祝福。

生活报记者采访中得知，万
人大合唱的发起人是一名80后
业主，名叫王宝。记者通过电话
联系到他，王宝说，“看到物业、社
区和防疫工作人员整日忙前忙
后，心里不是滋味，为了向他们表
示感谢，我就在微信群中提了个
建议，大家群策群力，最终约定在
每晚7时，打开窗户，有的举着音
响，有的拿着喇叭，由一首‘歌唱
祖国’开始，由一首‘朋友’结束，
中间穿插三首歌曲。“朋友不曾孤
单过，一声朋友你会懂……悦山
加油！悦山必胜！”王宝说，每每
唱完大家都会激动得落泪，或挥
舞红旗、或挥舞荧光棒相互祝福，
也向工作者们道声感谢。

“这是小朋友自己做的一面
红旗，上面贴上了‘加油’，还串上
了彩灯向我们挥动；这个是上门
测核酸的时候小朋友给我们唱歌
……”好多感人的瞬间都被张丽
萍用手机记录了下来，她说：“大
家每天都在感动中忙碌着，心里

暖暖的，感觉就是为家人们做事
儿，不觉得累。”

哈市一小区

万人隔窗大合唱 互相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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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缝刊登的信息不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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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低价急售别墅
哈尔滨私产别墅，因房主

出国着急售卖，6000元/平米。
房屋建筑面积约 400 平米，车
库 2个，毛坯房，别墅内自带庭
院面积 1000平米，院内山林约
2000 平米。小区还配套高尔
夫球练习场、钓鱼池、滑雪练习
场、温泉等设施，免费对业主开
放。

联系电话

19845256893

出售香坊松海路 88号置信
澜悦东方洋房。使用面积：一层
120平方米，负一层150平方米，
带超大南北两个阳光井 ，一层南
北两个户外花园面积 116 平方
米，另有20平米储物间。

户型合理，利用率高，储物空
间特别多。整房全进口材料家
具，豪华装修，品质生活，因去外
地发展，希望将此屋转让给真正
喜欢的主人！
配套：地铁3号线；香坊重点松

乐学校九年一贯制学校在建；德
强小学一批次报名，校车小区门
口一站直达。万科物业，管家服
务，小区环境设施极佳。

联系电话

13664646555

急 售 洋 房

黄河路宣庆小区，6楼私产
（层高7层），建筑105平米，使用
70平米，两室一厅一卫，中档装
修送家具，24小时包烧供热，拎
包即住。小区生活便利，院里有
启明星幼儿园、宣庆小学和中
学。临近公交站台、工大二校
区、龙塔、湘江公园，生活方便，
院内可停车，院内有中心公园，
配套设施齐全！低价出售，可贷
款，随时看房！

联 系 电 话 ：赵 先 生

13694515777

抵账房低价出售

生活报中缝广告生活报中缝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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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4697804

急售松北花园洋房
哈尔滨松北区天鹅湖花园小区

31 号楼洋房一套，因房主迁移外省
着急售卖，价格可面谈。房屋建筑
面积 180 平米，四楼（顶层），毛坯
房，三室二厅二卫带阳台，地热房，
私产房屋。房屋紧邻松北虎园、哈
尔滨大剧院，小区园林面积占比
30%以上，环境好，位置佳。

联系电话

19845256893

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老年公寓对外出售
在五常市背荫河镇，

占地 4000 平方米、手续齐
全，有宿舍 1000平方米，客
源稳定、房屋是不动产证，现
因本人年龄已大无力经营，
有购买者或承包者均可。

联系电话：姚先生

13204606822
13936240155

面积 800米（2层），动
力电、上下水、室内卫生间，
另有 100米厂房，位于松北
区庙台子火车站附近。

联系电话

15504570788

厂 房 出 租

出租出售写字间/办公室两套
哈尔滨道里区上海街 7号

海上银座写字楼，因房主迁移外
省着急售卖，价格可面谈。房屋
建筑面积一套130平米；另一套
170平米，精装修，两套房在一个
楼层，可一并购买也可单独出
售。房屋地点好，位置佳，属观江
房可俯瞰松花江，房主去年重新
装修完毕，新换中央空调系统、供
暖系统，且走廊正对电梯门处有
约5平方位置可放置牌匾。

19845256893

在这场与病毒博弈的生命保卫
战中，隋博文、张永政在省中医药管
理局领导和支援黑河中医专家组组
长的带领下，积极参与疫情救治工
作。据此次支援黑河的中医专家隋
博文介绍，专家组根据本次疫情特
点，总结的核心病机为“瘀毒蕴结、正
气亏虚”，对应采用“清热解毒、化瘀
通络，益气养阴扶正”的治则进行“专
人专方、一人一策”诊治，疗效良好。
同时，针对患者住院时间较长，出现
情绪焦虑、烦躁等情况，给予中医心

理疗法等缓解患者情绪，得到当地医
护及患者的一致称赞。

隋博文感慨道：“古逢大疫，染
者万数，何能解难，唯有大医。大疫
当前，我辈当鞠躬尽瘁。身为医者，
能怀大慈恻隐之心，普救含灵之苦，
便是我们最高的人生信仰和毕生追
求。深入一线救治患者，运用中医
辨证论治、因人施策的治疗原则，多
管齐下、多措兼施对患者进行救治，
取得了良好效果，我感到无比荣
光。”

用中医特色方法 专人专方辨证治疗

生活报讯（实习生张瑞焓 记
者仲亮）“在屋里支炉子取暖，这
和住在棚户区没啥区别。”生活报
记者近日接到绥化市民反映，北林
区张维镇福源C区是一处建于十
年前的居民楼，周边村屯的村民为
了改善居住环境到此买了楼房，可
近几年室温不达标，尤其今年入冬
以来，室温更加不如从前。为此，
居民们找过开发商和镇政府，都没
有得到妥善解决。

9日下午，生活报记者在线采
访了绥化市北林区张维镇福源C
区北楼一单元 5 楼的居民王先
生。“我们已经冷了四年了，室温平
均就12℃，屋里屋外穿的衣服都
是一样的。”王先生说，家里的窗户
都贴上了塑料膜，不然屋里更冷。
王先生家的温度计显示此时室温
为12℃。

由于室内温度太低，居民只能
自己想办法取暖。记者通过视频
看到，小区一位居民家里竟支起了
炉子，管道从厨房贯穿整个客厅，
再从客厅的窗户穿出排烟。“大伙
都来家里参观了，家里不热我们只
能自己想办法。”这位居民无奈地
说道。

采访中，不少居民表示，自己
年年交供热费，还要住在冷屋子
里，进退两难的处境让大家非常犯

愁。此外，居民们还向记者介绍，
负责供热的单位就是小区的开发
商，没有具体名称，至于开发商是
否具有供热资质，居民们也不清
楚。不少人曾多次找到镇政府反
映问题，可对方的回复一直都是

“在协调、在沟通”，没有实质性改
变。

10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张维
镇的李副镇长，据其介绍，福源C
区可居住百余户居民，但目前只有
60多户居民入住。该小区的确有
部分居民家供热不达标，原因是每
年开发商收取的热费无法保证冬
季燃煤和供热设备设施的检修支
出。此外，这些年由于管线老化，
导致供热管线跑冒滴漏现象严
重。目前，镇政府已经入驻开发企
业的锅炉房，督导开发商按时供
热。至于居民们关心的开发商是
否具有供热资质一事，李副镇长表
示：“没听说开发商有供热资质。”
记者追问，没有供热资质可以给居
民供热吗？李副镇长没有回答。

10日当天，“访民问暖”专栏
记者试图联系绥化市北林区住建
局了解情况，但该局的电话一直无
人接听。截至13日发稿前，记者
仍未联系到北林区住建局。居民
们何时能住上暖屋子？生活报将
持续关注此事。

绥化北林区张维镇福源C区

室温12℃ 居民支火炉子取暖
镇政府：情况属实将督导开发商按时供热

生活报讯（刘景 记者仲亮）疫情来袭，供
热人再次面临考验。哈投集团华能供热公司
20多名队员主动留守岗位，连续一周未曾回
家，巡网频次只增不减，抢修工作保质高效，保
证了特殊时期的一次网稳定运行。

7日6时许，华能供热抢险大队队员巡查管
网井室时发现，陶瓷小区迎新街166号一次网
井室内积水水位上升，水温达60℃左右，且水
面有返泡波动现象，经检测确认为一次网
DN400阀前管道泄露。巡网队员向大队领导
汇报后，立即启动应急抢险预案，展开抢险工
作。7时15分，抢险车辆携设备到达现场。因
井室内温度过高，维修人员无法进入，如直接关
断主阀门将直接影响该区域9处换热站136万
平方米的供热，为确保疫情期间将影响降到最
低，队长董凯根据现场情况制定抢险方案分配
任务：张立斌、张磊组织挖沟破路；周磊联系关
断红旗大街1101井室阀门，减少影响范围及泄
水量；王磊负责关断迎新街9号井室阀门及协
调相关单位配合抢险作业。

从6时发现泄露到16时30分上水恢复供
热，队员们无惧凛冽的寒风，全力抢修，仅用10
个小时左右就完成了本次抢险任务。

华能供热抢险队员

确保巡网频次
留守岗位
一周没回家

“访民问暖”热线
FANGMINWENNUAN

热线电话：17800590258

省住建厅主办：

专人专方辨证治疗 心理疗法缓解情绪

他们是守护黑河的
生活报讯

（记者周琳）6
日，黑龙江省中
医药管理局向
黑龙江中医药
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发来《致谢
函》，感谢该院
在黑河出现疫
情后，第一时间
驰援黑河疫情
防控救治工作，
为有效控制疫
情、救治新冠肺
炎确诊患者做
出突出贡献。

10月27日，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出现
新冠肺炎本土病例。黑龙江中医大一院
党委快速响应，积极部署，第一时间将方
舱实验室运往前线。检验科抽调张月、郑
鸣、赵娜、熊士博4名检验师组建核酸检
测医疗队出征支援，为黑河地区精准防疫
提供技术保障。同时，医院选派呼吸科副
主任隋博文、儿科二科医生张永政，作为
省中医疫病救治专家组成员赶赴疫情前
线，指导开展中医药协同治疗新冠确诊患
者工作。历经20余天的连续奋战，黑河
全域降为低风险地区，治愈出院患者逐渐

增多。
《致谢函》写到：“面对黑河疫情防控

这场硬仗，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高度重视，李全院长靠前指挥，选派隋
博文、张永政两位专家驰援黑河参与中医
药临床救治，正是医院的这种大局意识和
责任担当以及支援专家甘于奉献、大爱无
疆的崇高精神，使得本轮黑河疫情取得决
定性胜利。在此，衷心向黑龙江中医药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向全力奋战在中医药疫
情防控及临床救治一线的各位中医专家
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医护人员出征支援 奋战一线20余天

中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