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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市六区第五轮全员核酸全部阴性
阿城双城中小学今日恢复线下教学

哈市向市民征求意见

新建居住小区 都将配建幼儿园
最小规模每所不宜少于6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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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城心理专家解析热播剧《女心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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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涉险过江溺水

幸被民警救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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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伟健 记者黄
迎峰）日前，哈市香坊区某小区内，民警
盯上了一名“全副武装”取快递的男子并
将其抓获，在包裹中查获1.7公斤的冰
毒。

据民警介绍，此前警方在办理另一
起案件中，发现了男子杨某通过与境外
上线联络获取毒品，并利用快递邮寄的
方式来进行秘密运输。通过侦查，警方
掌握了大量证据，并了解到杨某的居住
地址以及其用于收取快递的位于香坊区

某小区的收货地址。警方还了解到，其
快递单上的收货地址写得非常模糊，只
写了小区名，没有写具体的门牌号。

侦查员根据快递预计派件时间，兵分
两路，一路于杨某居住地进行跟踪，一路
提前来到杨某收货地址处进行布控。为
了避人耳目，杨某先是上了一辆公交车，
在车上接到快递员电话后就近下车，之后
又上了一辆出租车，来到香坊区某小区。
杨某下车后看上去比较紧张，跟快递员交
流过程中也支支吾吾，杨某问快递员：“我

是不是有个包裹？”快递员问杨某：“你叫
什么名？”杨某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警方再
次确认嫌疑人后，随即进行抓捕。

杨某被抓后，民警打开了他的快递
包裹，里面装有蓝莓干，一个大袋里有五
个小袋，每个小袋打开之后，外边是蓝莓
干，里面是锡纸包装的小袋子，锡纸里面
是一层复写纸，再打开里面是透明的塑
封袋，里面竟然是冰毒！经当场测量，警
方缴获冰毒共1.7公斤。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男子用快递包裹贩毒

蓝莓干内藏1.7公斤冰毒

生活报讯（姜文鑫 记者何兴丽）
疫情防控期间，市民进出各城市检查
点均需按照相关规定提供核酸检测
报告，而一名男子竟想出了“妙招”：
企图藏在货车车厢内部逃避检查。
近日，哈市交警部门在临检过程中就
查处了这样一起案件。

12日11时许，一辆小型厢式货
车经过东升疫情防控检查点时，交警
哈西大队执勤警力依次核实了驾驶
人的驾驶证、行驶证、核酸检测报告
后，又对封闭式车厢内部进行临检。
令民警大吃一惊的是，打开车厢后竟
然有一男子藏在其中，民警随即令其
下车接受检查。原来，该男子打算自机
场路去双城五家镇方向办公，由于没带
48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便在侥幸心
理的作用下，企图藏在车厢内部逃避查
验，没想到还是被交警部门查处。

民警随后向二人介绍了货车违
法载人的危害以及不配合疫情防控
政策的风险，并对其做出严厉的批评
教育，驾驶人也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
错误，并写下保证书，保证今后再也
不会发生此类事件。最终，交警对驾

驶人货车违法载人的行为作出100元
罚款的处罚，藏匿人员交相关部门做
进一步处理。

男子未带核酸检测报告

藏匿货车车厢出城被查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文/摄）
13日，冰城市民刘大爷向生活报记
者反映，香坊区仁和家园小区院内冰
雪清理不及时，居民出行不便。

刘大爷告诉记者，最近下了两场
雪，物业都没有清理。因为清雪不及
时，现在小区内部分路面已经结冰。
记者了解到，该小区由中润物业负
责。

当日，记者来到仁和家园小区，
一进小区就能看到院内的路面上还
有一层积雪，已经被车辆压成了很厚
的一层壳。积雪有被清理过的痕迹，

但部分人行道上还有一层薄薄的雪，
有些没有清理干净的地方已经变成
了一层冰。部分楼的背阴处冰面较
厚，有些单元门台阶下面就有冰层，
上面还有一层很薄的雪。记者在小
区内走访时看到，小区内大部分路面
的雪都没有及时清理，很多老年人出
行时不敢快走，在有冰的路面上都只
能慢慢“挪步”。

当日，记者来到该小区物业办公
室，向工作人员询问院内的雪什么时
候能清理干净，物业工作人员只是表
示：“正清着呢。”

仁和家园小区清雪不及时

地上一层冰 冰上一层雪

生活报讯（记者栾
德谦）13日上午，哈市道
外区黎华小区居民崔先
生向生活报记者反映，自
家小区从12日下午开始
停水，直到13日上午还
没恢复。记者向该小区
物业了解到，停水系入户
管零件故障导致，13日下
午已恢复供水。

13日上午，崔先生向
记者反映：“哈市道外区
黎华小区C8栋停水，12
日下午 3点至今没有来
水，该小区二次供水维修
一年仍未解决问题。希
望媒体帮忙解决。”就此

情况，记者当天向负责该
小区的鼎兴物业工作人
员了解到，此次停水是因
为主管线爆裂，由于施工
人员没买到维修用的零
件耽误了一定的时间。
据了解，该小区自来水二
次管网改造由哈建投公
司负责施工。

下午3点左右，报料
人崔先生向记者反馈：

“终于来水了！（居民）到
物业去问了，C8栋有一
个宾馆的地下室，属于二
次供水，和小区楼道接头
处的管坏了，重新买料修
的。”

黎华小区C8栋停水

施工方抢修 已恢复供水

生活报讯（林颖 董宇翔 记者
周琳）近日，一名因颅内动脉瘤
破裂造成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的患者在黑龙江省医院得到了及
时救治，该院神经外一科副主任
孙国章在显微镜下，将患者颅内
两个动脉瘤一次手术全部夹闭，
患者术后恢复良好。

哈市的苏先生今年59岁，前
几日像往常一样在公园遛弯儿，忽
然之间感到剧烈头痛，大汗淋漓，
随之倒在了地上。路人见状立即
拨打120，将其送往黑龙江省医
院。经头部CT检查诊断其为自

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随后苏先生
被收入到该院神经外一科。

接诊后，孙国章组织脑外一
科团队为患者进行了全脑血管造
影并制定治疗计划。造影结果显
示患者颅内存在多处动脉瘤，根
据出血形态和部位，考虑破裂的
动脉瘤为大脑中动脉瘤，孙国章
建议患者应立即行开颅动脉瘤夹
闭术。经过综合考虑后，手术方
案被定为右侧翼点入路前交通动
脉瘤及大脑中动脉瘤开颅夹闭
术，手术进行顺利，术后患者很快
恢复了健康并出院。

男子公园遛弯儿突然晕倒
竟是脑中动脉瘤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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