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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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报记者了解到，郭庆文曾是
武警战士，从军经历让他有着过人的
身手和敏锐的洞察力。工作后，他成
为了哈尔滨至北京间Z204/3次列
车列车长，这趟列车夜间运行，老人、
孩子多，细心的郭庆文主动学习紧急
救治方法，准备常见药品，对车上年
纪较大的旅客都会特别留心。9月
初的一趟乘务中，郭庆文接到一位女
士的电话，称其17岁的女儿一个人
偷跑出去见网友，郭庆文赶紧按照女
孩家人提供的信息逐车厢找人，最后
安全地将女孩带回家人身边。

郭庆文带领的班组被命名为“雷
锋”班组，成为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党
内优质服务品牌。参加工作的21年
里，郭庆文共受到旅客表扬1200余
次，收到锦旗50余面。多年养成的
工作习惯也融入到了他的生活中，每
年“学雷锋日”，郭庆文都会带领班组
成员到敬老院看望老人，打扫卫生、
陪他们说话。 图片由铁路部门提供

曾是武警战士
如今是“雷锋”班组列车长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日前，一男
子在工作中左手手掌不慎被锋利矿石
切断，事故发生后，男子前往哈医大一
院进行救治。目前，该男子的手重新接
上后恢复良好。

大约3周前，在煤矿工作的杨先生
（化姓）施工时忽然被锋利的矿石切
中。此后，杨先生被送往哈医大一院就
诊。该院创伤骨科副主任张世谦接诊
时发现，杨先生的左手手掌已经完全被

切断。杨先生表示自己还年轻，想要尽
量保住左手。所幸断手保存得很好，张
世谦感觉手术成功的希望又多了一分。

据悉，创伤黄金手术时间为6至8
小时之内，当时距离杨先生受伤已经过
去了10个小时，由于热缺血时间长，已
经出现了干瘪的迹象。在多位专家紧
急会诊后，决定立刻实施手术。由于患
手是在掌横纹处被切断的，这个位置血
管情况复杂，很难找到适合接的血管。

医护人员必须非常仔细地逐步清创、固
定掌骨、修复肌腱和神经、探查寻找可
用的血管。经过精准、精密、精细的缝
合动静脉血管，大家看着手的颜色逐步
红润后才松了口气，经过近10个小时
的努力，手术终于顺利完成了。

目前，杨先生的手已经逐步恢复，
据张世谦介绍，患者后期将定期进行复
查，预计如握杯、拿东西的基本功能可
以逐步恢复。

男子手掌被锋利矿石切断
医生探寻可用血管 成功帮其接手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伟健 记
者黄迎峰文/摄）14日10时40分许，
在哈站北广场，一名老年女性旅客在
乘坐扶梯时突然晕倒，从扶梯上滚落
下来。执勤民警发现后第一时间紧急
制动，进行初步处置并拨打120急救
电话。

据对老人进行救助的道里公安分
局巡警大队指挥调度科民警况北介
绍：“当时我们在扶梯上口处执勤，听
见扶梯下口‘咣当’一声，就赶紧过去
查看，当时看到一名60岁左右的老人

正从扶梯往下滚，我们第一时间紧急
制动并拨打120。”况北说，事后民警
了解到，大娘和老伴是来哈尔滨看病
的，当天准备从哈尔滨乘火车返乡，乘
扶梯时大娘突然感到迷糊，晕倒并顺
着扶梯滚了下去，因额头外伤致满脸
鲜血，随身行李也散落一地。当时站
内民警拿出叠得很厚的纸巾为老人擦
拭伤口，瞬间就被浸透了。大家一边
帮助止血、收拾散落行李，并安抚大娘
和其老伴的情绪。大约10分钟后，
120急救人员来到现场进行处置。

哈站哈站北北广场广场

老人老人乘扶梯时突然晕倒滚落乘扶梯时突然晕倒滚落
额头额头流血流血 行李散落一地行李散落一地
执勤民警及执勤民警及时救助时救助

八旬奶奶热菜时睡着 险些酿火情

闻到烟味后 他踹门救出老人
生活报讯（桑月颖 记者栾德谦）“多亏了您，

要是火真的着起来，咱们这楼就完了。”“您也真神
了，怎么能这么快找到火源？”13日，哈市玉龙湾小
区业主群里，400余名业主都对郭庆文竖起了大拇
指。原来，这位“雷锋”班组列车长日前在自家小区
内闻到了烟味，救出了邻居家的老奶奶。

郭庆文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哈尔滨
客运段的一名列车长。13日中午，休班在家的他
正准备下楼取快递，刚打开房门就闻到一股烟味，
郭庆文赶紧在小区群里发布了一条提示信息。

等他取完快递回来，感觉烟味更大了。郭庆文
突然想到，隔壁702室有一位八旬老人张奶奶，一
直独居在家，会不会是老人在家做饭时忘记关火
了？他赶紧放下快递到702室敲门，但没有回应。
情急之下，郭庆文用脚使劲踹门，隐约听到房间里
的张奶奶踉跄着过来开门。

果然，房门打开后，一股浓烟涌出，郭庆文迅速
把老人拉到门外，再捂住口鼻冲进厨房，只见锅里
的饭菜已经烧焦，水也烧干了，郭庆文连忙关闭了
煤气阀门，打开了窗户。“热饭时不小心睡着了，多
亏你细心发现。”临走前，张奶奶拉着郭庆文的手连
声道谢。

发现有烟味踹门叫醒邻居奶奶

生活报记者了解到，郭庆
文叫醒邻居奶奶，排除火灾隐
患的事迹被发到小区业主群
后，引发了邻居们的热烈反
响，有人说：“避免了一起大事
故！”邻居们纷纷为他点赞，称
他为“中国好邻居”“玉龙湾好
邻居”。

这次的意外事件让郭庆
文又有了新的想法：“这次只
是虚惊一场，如果我不在现场
又会发生什么？能否组织小
区里的居民成立帮扶小组，把
小区里独居的老人逐一登记，
送菜、送药上门，把雷锋精神
延伸下来。”郭庆文说。

被赞“中国好邻居”计划成立帮扶小组

感谢你们出手相助

生活报讯（记者
于海霞）自实行管控
措施以来，哈市道外区
水泥路街道天鹅社区
工作人员除了开展体
温监测、核查信息、配
送物资等工作外，还成
立了“爱心疏抑”小组
和“暖心应意”小组，每
天与“关爱人员”进行
电话“陪聊”，同时，针对
应急情况迅速反应，全
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每一环。

“是社区吗？我女
儿嗓子好像被硬币卡
住了，我们正在隔离，
能帮帮我们吗？”13日，
隔离人员向社区工作
人员紧急求助。得知
情况后，社区工作人员
马上向上级领导汇报，
并且安抚孩子和家长，
随时关注孩子身体状态
的变化。与此同时，街
道领导立即联系医疗救
治组、协调转运车辆。
很快一辆转运车开进了
小区，在女孩做好防护
的同时，由社区党委书
记郭沫全程陪同，将孩

子及时转运至哈尔滨市
第四医院进行检查，所
幸并无大碍。

“社区的反应速度
很快，全程陪同我女儿
到了医院，还做了必要
的防护，他们真是解决
了我们家的燃眉之
急。”女孩家长激动地
说。

14 日一大早，年
逾七旬的隔离“关爱
对象”张大爷接到了
工作人员打来的电
话：“您好，我是天鹅
社区的新昕，我又来
找您唠嗑了，您今天
身体怎么样啊？家
里缺不缺什么生活
用品……”自被隔离
的那天起，张大爷每
天都会收到这样的
电话。“我们社区老
年人比较多，平时的
娱乐生活就是在一
起聊聊天。现在因
为疫情被隔离在家，
说是我们陪‘唠嗑’，
其实也是对他们进
行防‘抑’。”新昕说
道。

女童居家隔离嗓子被硬币卡住
转运车紧急送医脱险

生活报讯（记者梁晨）“她已经
半个月没回家了，每天睡眠不足5小
时。”同事们所说的是哈市平房区疾
控中心副主任赵宏杰。年过五旬，白
衣执甲，她两轮疫情防控40多个日
夜，坚守平房区疫情防控第一道防
线。

生活报记者了解到，赵宏杰是平
房区新冠疫情防控专家组成员，也是
全区流调负责人。疫情防控过程中，
她以专家的视角，专业的知识参与制
定新冠防控技术方案，组建区域新冠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明确各工作组分

工，不断完善各项工作制度，制定流
调工作流程。

10月30日，平房区出现确诊病
例关联密切接触者，她连夜打车从
松北家中赶到平房疾控中心。一路
上她以专业的素养和职业的敏感
性，第一时间对各项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疾控中心所有人员马上到
岗；防疫物资紧急足量储备；紧急召
集所有流调人员上岗待命。半个月
没有回家，沟通协调、核实数据、安
排涉疫场所排查、调度安排工作人
员，赵宏杰瘦弱的身影，急促的脚步
不停地在8个工作组办公室间来回
穿梭。

近日，面对新一轮疫情的来袭，
赵宏杰再一次带领同志们逆行奔赴
在流调前线，统筹全区的流调工作。
作为流调专家，她要求所有流调人员
要确保流调的即时性和准确性，同时
确保“多一人不要，少一个不行”的流
调结果。

又是半个月未曾回家，超负荷的
工作已经成为她的工作常态。看着
她疲惫憔悴的面庞，身边的同志们都
劝她请假回家休息几天，但她却坚持
说，“我是疾控人，在这么重要的时
刻，我有责任有义务坚守岗位，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防控专家赵宏杰

半个月没回家
穿梭在8个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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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张立）生活报记者获悉，15日，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关于调整南岗区部分区域风险等级的通告。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规定，经专家咨询组综合评估研判，哈市指挥部决定，自2021年12月15日24时起，将南岗区爱达尊御小区、君贵东方瑞景

小区、华鸿金色柏林小区10号楼、鲁商松江新城（七地块1-20栋、五地块14-17栋、五地块21-23栋）、国庆街2号4号6号与文教街2号至26号半围合楼栋、
果戈里大街58号院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哈市南岗部分区域
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12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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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
哈尔滨市第六医院，有6例哈尔滨市本
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治愈出院。

哈市6例确诊病例出院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15 日，

生活报记者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
属哈尔滨儿童医院获悉，根据上

级部门通知，该院结束闭环管理，
将于12月 16日 8时起，全面恢复
正常医疗服务。

哈尔滨儿童医院今日复诊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为方便考
生顺利参加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15日，我省招生考试院发布中
高风险地区滞留考生参加全国硕士研
究生考试的安排。

1.在省外参加考试因我省封控政
策滞留我省的考生，请于12月17日12

时前与省招考院联系，经审核同意后方
可在我省借考。

联 系 电 话 ：0451-82376257、
82376058；联系时间8:30-12:30；14:
00-17:00，逾期将无法办理。

2.因封控政策滞留在外省的我省
考生，请于12月17日12时前与考点联

系。同时需与滞留地省级教育考试机
构联系，方便省招考院与相关省对接。

3.因封控政策滞留在我省中高风险
区的我省考生，请第一时间与考点联系。

4.经省招考院确认同意在我省借
考的外省考生，请考前在研招网重新下
载打印准考证，填写《体温自我监测登

记表》和《考生个人健康状况承诺书》，
考前入场时核验“龙江健康码”和“通信
大数据行程卡”为绿码，体温检测正常
后方可参加考试；

5.不在我省中高风险区的考生，请
提前安排好行程，尽早回报考点所在地
准备考试。

@考研生

因封控政策滞留我省考生可在我省借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