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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国内技术官员吴月滨：

“两次踩雪下来，腿都哆嗦了”
生活报讯（龙头新闻记者石琪）北京冬奥会在万众期待中逐步临近，日前，全国各地的专业人员赶赴

冬奥会各个赛区，保障冬奥测试赛的顺利进行。吴月滨便是北京冬奥会NTO（国内技术官员）中的一员，
经黑龙江省体育局向冬奥组委推荐，赴河北崇礼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进行培训、实践和考核。

记者联系吴月滨时，他刚完成12月4日至5
日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进行的跳台和北欧两项
洲际杯冬奥测试赛中的工作。吴月滨负责国家
跳台滑雪中心的跳台滑雪和北欧两项着陆坡的
踩雪工作（雪板垂直于雪道，用双侧板山上侧板
刃立起克住雪面，左右脚交替横向往山下方向
小步挪动，使雪面形成痕迹，达到松软雪面和减
速的作用），以及比赛过程中运动员摔倒时，及
时进行救援并把雪面处理平整。吴月滨同时兼
任插松枝工作，松枝是着陆坡上的“标尺”，能让

运动员在空中飞行时知道确切位置。
每天，吴月滨以及整个团队最早五点半就

要从宾馆出发，一般9点半左右开始工作，晚
上10点多才回到宾馆。“这个工作比较辛苦，
因为每次踩雪衣服会全部湿透，特别在紧急情
况下，比如12月5日女子标准台比赛时，我们
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间隔内排了两次踩雪，
下来之后腿都哆嗦了。累虽然累，但是与亲身
感受冬奥、为冬奥尽一份力相比不算什么，相
反我的心情既荣幸又自豪。”

辛苦：“两次踩雪下来，腿都哆嗦了”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因与中国传统吉祥物
“如意”的S型曲线契合，因此被形象地称为
“雪如意”。在这里工作的时日里，吴月滨惊叹
“雪如意”建筑的宏伟，并为此深感自豪，“‘雪

如意’散发出的灯光点亮夜空，在寒冷中使人
感受到一种激情和奔放，同时又让人感慨中国
现代科技的发达。我们一边欣赏，一边为它感
到骄傲。”

感叹：“雪如意”的宏伟令我们骄傲
吴月滨与冰雪运动结缘

开始于2002年，当时他来到
哈尔滨体育学院体育教育系
学习，专业选的是冰雪方向。
毕业后，他到哈尔滨工程大学
冰雪专业深造，此后来到黑龙
江冰雪体育职业学院，成为一

名从事滑雪教学的老师。
“从2017年开始每年都

去雪场教学，感觉到学生因刚
接触滑雪而生起的兴奋感、求
知欲，那眼里闪烁的光，让我
深受感染，也深受激励。”吴月
滨回忆道。

热爱：被学生滑雪时眼里的光感染

雪乡
电影镜头下的雪乡是战士们穿林海、爬冰

卧雪、顽强战斗的战场。现在的雪乡是令人流
连忘返的童话世界。听雪花飘落的声音，赏雾
凇，观“雪蘑菇”屋，看静谧村庄升起袅袅炊烟，
吃一口热气腾腾的东北炖菜，参加热闹的篝火
晚会，感受-30℃的寒风洗礼，来雪乡满足对

“北国”的一切幻想。

生活报讯（记者吴海鸥 薛宏莉）中
央大街、中东铁路机车库、林海雪原……
电影《悬崖之上》里的这些取景地，至今
让人印象深刻。今冬，黑龙江省文化和
旅游厅推出三大冰雪旅游主题产品148
个目的地、五座冰雪旅游城市、五大冰雪
旅游节庆、六条冰雪旅游线路、十五个冰
雪旅游必到必游地。12月8日重点推介

“悬崖之上”冰雪旅游线路，从童话世界
雪乡出发，穿越百年小镇横道河子，走过
冰城哈尔滨，解锁冰雪旅游新玩法。

《悬崖之上》取景地

横道河子俄罗斯风情小镇
电影中的横道河子是谍报战线敌我双方角

力的焦点，始建于1897年的横道河子镇，因修
建中东铁路而生，现有我国唯一一座全木质结
构东正教教堂原址。横道河子俄罗斯风情小镇
景区位于横道河子镇老街区，现存俄式建筑
256栋。是中东铁路沿线上历史文化遗存最为
丰富，保存状况最为完好的小镇。

哈尔滨中央大街
这条始建于1898年的步行街汇集了西方

建筑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建筑流派，获得国家授
予的“建筑艺术博物馆称号”和联合国授予的

“联合国建筑成就奖”。

原亚细亚电影院
影片中的“情报中转站”亚细亚电影院，始

建于19世纪初期，是中国早期的豪华电影院之
一，20世纪，亚细亚电影院曾经放映过许多好莱
坞大片。

东北烈士纪念馆
影片中的伪满哈尔滨警察厅，就是如今的

东北烈士纪念馆，这里留存着有关那段峥嵘岁
月的点点滴滴。

中央书店（商务书馆）
推动电影情节发展的商务书馆，现在依然

矗立在中央大街，成为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中
央书店。

马迭尔宾馆
在俄语中，马迭尔是现代时髦的意思，透过

《悬崖之上》的镜头我们也能看出，它的确是一
座集摩登时尚于一身的豪华旅馆。马迭尔宾馆
始建于1906年，其简洁流畅的砖混结构造型与
豪华的内部装饰，使它被誉为新艺术建筑风格
代表作品。

中央大街、中东铁路机车库、
林海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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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推荐景区
锅包肉 哈尔滨的锅包肉酸甜可口，闻名全国，这道名

菜起源自清末，哈尔滨滨江道衙门（又称“道台府”）经常宴
请外国宾客，流传至今已成为哈尔滨的招牌菜之一。

俄式西餐 百年前由于中东铁路的建设，大批俄国人来
到哈尔滨投资兴业，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俄式西餐文化，现如
今被中国饭店协会授予“中国西餐之都”。

马迭尔冰棍 哈尔滨最有名气的冰棍莫过于马迭尔冰
棍，不提驰名中外百年的马迭尔宾馆文化背景，仅从“甜而
不腻，冰中带香”的味道来说，也值得品尝一番。

横 道 河
子筋饼 横道
河子筋饼大
如锅盖，薄厚
如纸，口感劲
道。筋饼里
卷的菜品几
乎都是当地
特产的家常
菜。

美食推荐

自带自带
滤镜滤镜

吴月滨吴月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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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实用·福彩 1550450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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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旦、春节
双节即将到来之际，为感谢广大彩民朋
友对即开型福利彩票刮刮乐的支持与厚
爱，自2021年12月15日至2022年1月
28日，黑龙江省福彩中心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马上有奖”营销活动。百万红包奖
品等着你，热爱福彩刮刮乐的你，千万不
要错过哦！

活动期间，凡购买面值10元以上

（含10元）即开型福利彩票刮刮乐者，除
中得本游戏奖金外，还可通过黑龙江福
彩APP扫描保安区内条形码参与“马上
有奖”活动，最高有机会赢得88元红包
奖品。

彩民通过黑龙江福彩APP扫描指
定刮刮乐保安区内条形码后，进入抽奖
环节，如中得红包奖品可在“我的”-“我
的资产中”进行提现，提现成功后红包奖

品进入个人微信红包当中。彩民在获得
红包奖品后应在五日内（含中奖当日）进
行提现，如逾期未提现按弃奖处理。每
日红包奖品派完为止，如有剩余则顺延
到次日，与次日红包奖品合并派发。每
日分两个时段进行派送，上午派送时段
9时至12时，下午派送时段14时至24
时。

扫码有奖，奖上加奖，即买即刮，即

扫即中，你还不心动吗？犹豫就会错过，
心动不如行动，拿起手机快来扫码赢好
礼吧！

福彩送好礼“马上有奖”奖上加奖

安徽彩市亿元大奖诞生，不仅让彩
市沸腾，也让万千彩民兴奋无比！

据检索，1.86亿元大奖出自合肥市
扶 疏 路 兴 海 苑 小 区 合 肥 福 彩 第
34010091号投注站，系一张60元的自
选一注号码30倍投单式号码票，中得
30注一等奖和30注一等奖特别奖，总
奖金186881220元。

12月14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
球游戏进行第2021143期开奖，这是今
年双色球12亿元大派奖活动的第十三
期派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01、
09、11、13、20、29，蓝球号码为09。

当期双色球头奖41注，单注奖金
557万多元，这41注一等奖花落7地：
辽宁1注、上海1注、浙江2注、安徽32
注、山东1注、广东3注、贵州1注。其
中38注为一等奖特别奖，单注奖金为
622万多元（含派奖65万元），这38注

一等奖特别奖花落6地：辽宁1注、浙江
1注、安徽32注、山东1注、广东2注、贵
州1注。

当期全国销量为4.75亿多元。计
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10.02亿多元。

本期2500万元一等奖特别奖派奖
奖金全部派出。

按照派奖规则，本期计奖结束后，
双色球12亿元大派奖活动还剩7期，一
等奖特别奖剩余派奖金额为1.75亿多
元，六等奖翻番奖剩余派奖金额为1.22
亿多元。

据中彩网

双色球井喷41注头奖

安徽彩市1.86亿元大奖诞生

双色球12亿大派奖，重庆上演大
奖“加速度”，12月7日中出9注头奖，
近当期全国头奖一半，派奖4期头奖

“四连中”，刷新历史纪录，全年斩获头
奖69注，彩市航母实至名归。

购彩30年，参与16次双色球大派
奖，来自沙坪坝区的王先生（化姓）终
于成为了“最强赢家”——12月7日重
庆一夜中出双色球头奖9注，他凭借
一张20元的“5注单式倍投2倍”彩
票，中出了当期最大奖1828万（含派

奖奖励555万）。12月8日，王先生前
往重庆福彩领走了大奖。

王先生今年60多岁，领取1828
万大奖时神情淡定。他表示，自己购
彩30年来，一直都保持着平常心。谈
起双色球大派奖，王先生反倒兴奋起
来：“今年是双色球史上16次大派奖，
派奖16次，我就参加了16次。”细数历
届派奖规则，王先生说得头头是道，

“最先派奖只有几亿元，后面越派越
多，从前年开始派奖总金额就是12亿
了；以前参加活动要28元一张票，近
两年低了些，20元就可以了。”

王先生透露，自己平常投注金额10
元，购买的是5注单式号码。此次，为参
加派奖活动，才在原来的投注方式上倍
投了2倍，购买20元的“5注单式倍投2
倍”彩票，幸运收获1828万大奖。

据中彩网

购彩30年 参与16次派奖

老彩民获双色球1828万

省气象台发布寒潮预报

我省东北部大幅降温
亲们注意保暖
今日哈尔滨部分地区有阵雪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黑龙江省气象台12月
15日10时30分发布寒潮预报：预计未来48小时，
伊春、鹤岗、佳木斯、双鸭山、鸡西、七台河、牡丹江
北部最低气温将下降 8～10℃，局地 10～12℃。
16-18日哈尔滨市气温波动频繁，昼夜温差大，请
注意防寒保 暖；降雪天气将导致道路结冰和低能

见度，请加强防范。
15日，记者从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获悉，

16日，哈尔滨、绥化、鸡西将有轻度污染天气。17日
后，空气质量转好。20日至22日，哈尔滨、绥化地区
仍将持续三日有轻度污染天气。全省其他大部分地
区，近期空气质量均以优良为主。

哈尔滨市天气预报
16日白天：哈尔滨主城区、双城、五常多云有阵

雪，其他区域多云；东北风1～3级；最低气温东部和
北部-21～-18℃、西部和南部-17～-15℃，最高
气温-13～-10℃。

16日夜间至17日白天：16日夜间尚志东部、
五常东部有阵雪，其他区域多云，17日白天全市
晴；西北风 3～4级；最低气温东部和北部-27～
-24℃、西部和南部-23～-20℃，最高气温-16～
-14℃。

17日夜间至18日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
转西南风 2～4 级；最低气温东部和北部-26～
-23℃、西部和南部-22～-20℃，最高气温-12～
-10℃。

全省天气预报
16日白天：齐齐哈尔南部、大庆、

绥化南部、哈尔滨、七台河、鸡西西部、
牡丹江多云有阵雪，其他地区晴有时
多云。

16日夜间到17日白天：全省晴
有时多云。

17日夜间到18日白天：全省晴
有时多云。

16日白天最高气温：大兴安岭北
部-26～-24℃，大兴安岭南部、黑
河、伊春、鹤岗-21～-19℃，哈尔滨、
七 台 河 、鸡 西 -13～-11℃ ，牡 丹
江-9～-7℃，其他地区-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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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梁晨）为及时高效准确解决城乡
环境“脏乱差”，充分发挥百姓参与城乡环境治理的积
极性、主动性，共建共享美丽宜居宜业宜游城乡环境，
省住建厅“城乡环卫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

百姓可随时随地将发现的城镇生活垃圾和建筑
垃圾随意倾倒、乱堆乱放，地级城市建成区内水体黑
臭和路面塌陷，农村生活垃圾乱堆乱放，城镇小区内
物业保洁垃圾清运不及时不彻底、毁绿占绿、砍伐树
木等问题线索，拍照后通过微信小程序反馈给主管部
门，行业主管部门将及时跟踪处理。为确保“脏乱差”
问题精准处理，小程序设定问题填报地址不仅要精准
到区、镇，更要精准锁定到具体街道和门牌号。同时，
为确保行业管理部门认真对待群众反馈问题，小程序
设定满意度评价模块，百姓可根据问题处理结果进行
反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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