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1届全国专业冰雕比赛
举办时间：1月6日-8日
2022冰雕名人邀请展
举办时间：1月10日
2022哈尔滨国际青少年冰雕比赛
举办时间：1月11日
第3届全国艺术名校冰版画雕刻比赛
举办时间：1月15日
2022黑龙江省名家冰版画邀请展
举办时间：1月17日

冰雪公益活动

冰滑梯、滑冰场、小迷宫全都有

在公园西北草坪广场及东西山脚下，
建设冰上娱乐体验区；在东山脚下河内，建
设趣味性卡通虎旋转及直滑道结合滑梯；
在西山脚下河内，建设大型滑冰场，中心设
置滑冰运动员组雕，市民可免费参与。在
公园西北角草坪广场，建设趣味小迷宫，周
边配上四组趣味性雪雕，相映成趣。森林
里的雪娃娃、憨态可掬的唐僧师徒、卡通的
房屋和精灵，利用雪的洁白与童话故事的
梦幻，生动再现孩子们心里的多彩世界。

园区还有网红小吃哦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冰灯游园会服务
升级，太阳岛集团资产经营公司出动了4
台移动售卖车，增加了游客服务中心，市民
游客在园区就能品尝到各式美食和各种网
红小吃。

冰灯艺术游园会开园时间：每日10:
30至20:00。

游客需预约入园，以 10:30-14:00、
14:00-17:00、17:00-20:00三个时间段
错时预约，每个时间段最大限流4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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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李一可 记者
栾德谦）5日，记者从太阳岛
资产公司获悉，2021-2022
年冰雪季，由太阳岛集团承
建，在哈尔滨机场路、哈站、
友谊西路等城区主要街路、
广场、重点商圈、出入城口等
重要节点位置，共规划建设
了15处精品冰雪景观（道里
区3处、南岗区1处、香坊区
1处、松北区1处、哈站南、北
广场和哈西客站南、北广场4
处、机场周边2处、出城口3
处）。日前冰雪景观全部建
设完成，5日正式展出。

据悉，今年街路冰景以
“冬奥之光、魅力冰城”为主
题，以喜迎2022北京冬奥、
宣传哈尔滨形象为重点，采
取全市统筹设计建设管理的
方式，在城区重要点位制作
以展示冬奥精神和宣传冰城
文化的冰雕，营造冰雪城市
氛围，美化靓化城市环境。

展示“冬奥之光”

15处冰雪景观街头亮相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为助力2022年北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近日，哈工大首届学生混合冰
壶比赛举行，吸引了全校16支队伍、近百人参
赛。除了“烧脑”的冰壶，学校在体育场浇的冰场
也吸引了喜爱滑冰的师生体验滑冰的乐趣。而日
前，由冬奥冠军张虹发起的体育专项基金——“虹

基金”正式成立。张虹还走进哈工大，指导工大学
子冰上运动。

据悉，哈工大每年选修冰上课的学生达四五
千人，冰场面积也比以前扩大了2倍以上。学校
先后开设了雪地足球、雪合战、高山滑雪、越野滑
雪等冰雪特色课程。

助力北京冬奥

冬奥冠军张虹现场教大学生滑冰

冰灯艺术游园会开园

生活报5日讯（李一可
记者栾德谦文/摄）5日，第
48届冰灯艺术游园会在哈
市兆麟公园开园，广大市民
游客又可近距离感受冰灯
艺术，享公益冰雪娱乐场地
了。

当日上午，记者在兆麟
公园里转了一圈看到，这里
的冰灯，秉承了冰灯艺术创
立之初的传统风格，在此基
础上，还融入了一些中国传
统人物故事及名人名言。

市民张女士带着刚上
一年级的女儿小于，在家风
主题冰雕区，逐个讲解孔
子、孟子、左宗棠等名人的
故事，和冰雕上的名人名
言，孩子听得十分认真。小
女孩表示，冰灯游园会不光
能看到精美的冰雕，还能收
获知识，真是太好了。

据了解，本届冰灯艺术
游园会依托兆麟公园独特
的地形地貌，规划建设公益
开放的冰雪乐园，举办多种
形式的群众性公益冰雕比
赛，让市民游客在乐、游、玩
中观赏冰灯之美、品味冰雕
之韵、体验冰雪之趣。

15处冰景点位：

机场路零公里环岛：《冰魂》
友谊西路与上江街街口：《冬趣》
友谊西路与丽江路街口：《拼搏》
李范五花园环岛：《霓裳》
乐松广场松雷商厦侧：《冬奥图标》
世茂大道与聚源街街口——万象

汇广场：《夺标》
哈站南广场：《留念》
哈站北广场：《拔萝卜》
哈西客站南广场：《航天梦》
哈西客站北广场：《倩影》
机场贵宾楼门前：《欢喜冰敦敦》
机场停车场内旗杆下：《音频》
哈同高速公路--先锋路福田乘

用车哈尔滨智诚店门前：《龙腾》
哈阿高速公路入口：《欢喜2022》
京哈高速公路入口：《虎年迎春》

图片由太阳岛资产公司提供

免费看冰雕
还有冰雪公益活动

等你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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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见习记者刘维娜 记
者李丹）生活报记者5日从省总工
会获悉，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省
总工会将开展一系列送温暖活动。
全省各级工会预计筹集1.5亿元资
金（其中省总工会本级筹集资金
7747万元），对20万余名各类职工
和近1.1万名困难职工开展慰问。

据悉，送温暖包括政策送温暖、
“入会服务包”送温暖、实物送温暖、
宣传引领送温暖。

其中，“入会服务包”送温暖，是
省总工会专门投入300万元资金，
在各级工会现有的资源手段基础
上，通过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募集
国家级专业机构提供的线上心理咨

询和法律咨询服务，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登录网站、拨通电话即可享受
到工会的温暖服务，帮助他们解决
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心理压力和困
惑。

实物送温暖。在前期对快递小
哥、网约送餐员等新就业形态群体
调研时发现，他们经常因条件所限，
在最忙时喝不上热水，为此，省总工
会特别为全省每位加入工会的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准备了一个大容量的
保温杯，作为入会礼物，可以随身携
带热水。目前此项工作正在推进
中，完成后将发布通知，届时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可以通过省总工会微信
公众号入会认证系统领取。

省总工会将开展送温暖活动

快递小哥、送餐小哥入会
送大容量保温杯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我们老年人到公园健身更方
便了。”在哈市音乐公园，改造一新的无障碍通道，让坐轮
椅的张大爷直点赞。生活报记者从哈市城管局获悉，
2021年，哈市城管局园林绿化中心对全市18个公园的无
障碍设施进行了改造。截至目前，全市完成无障碍设施改
造的公园共计41座，确保了全市城区公园无障碍畅行。

哈市园林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对公园主出入口
或有高差的园路增设无障碍坡道，设立无障碍标识，改造
无障碍停车位，同时增设无障碍座椅，对园厕进行无障碍
改造提升服务功能。比如，通过台阶改造坡路，让公园的
主出入口达到无障碍通行，园厕设立无障碍厕位，达到无
障碍使用标准。

游园体验提升

哈市41座公园完成无障碍设施改造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5日，
生活报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未来三
天，哈市气温维持较低，且昼夜温差
较大，请注意防寒保暖。6日白天，
我省多地多云有阵雪，6日上午，南
部地区有雾或霾，局地能见度不足
500米，请注意预防。

全省天气，6日白天，黑河东部、
伊春、哈尔滨、鹤岗、佳木斯西部、双
鸭山、七台河、牡丹江北部多云有阵
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6日夜间到
7日白天，大兴安岭东部、黑河北部、
伊春北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多云
有分散性阵雪，其他地区晴有时多
云。7日夜间到8日白天，佳木斯东
部、双鸭山东部阵雪转多云，其他地
区晴有时多云。6日白天最高气温，
伊春北部-22～-20℃，大兴安岭北
部、黑河、伊春南部、绥化北部-19～

-17℃，大兴安岭南部、鹤岗、佳木
斯、双鸭山、齐齐哈尔北部、大
庆-15～-13℃，其他地区-12～
-10℃。6日上午，我省南部地区有
雾或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请
注意预防。

6日白天，哈市阵雪转晴，西北风
3～4级，最低气温北部-31～-28℃、
东部-29～-26℃、西部和南部-25～
-23℃，最高气温-14～-11℃。6日
夜间至7日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偏南
风 2～4 级，最低气温北部-30～
-28℃、东部-27～-25℃、西部和南
部 -24～-22℃ ，最 高 气 温 -10～
-7℃。7日夜间至8日白天，全市多云
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北
部-29～-27℃、东部-26～-24℃、
西部和南部-25～-22℃，最高气
温-14～-11℃。

今日哈市有阵雪
气温较低

生活报讯（记者梁晨）5日，生活报
记者获悉，为深入实施健康中国和全民
健身国家战略，围绕哈尔滨“世界冰雪
文化旅游体育名城”定位，全面加强体
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结
合哈尔滨市实际，哈尔滨市政府制定
《哈尔滨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现面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到2025年，市民身体素质普遍提
高。体育健身意识明显增强，参加体育
锻炼人数稳步增加，各运动项目参与人
数持续提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
到全市总人口的40.5%。紧紧围绕“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开展全民冰雪
体育活动，到2025年，实现哈市1000
万人次参与冰雪运动。以“30分钟冰

雪健身圈”为核心，加大冰雪体育公共
服务供给。继续开展“赏冰乐雪”“全
民上冰雪百日系列活动”和“百万青少
年上冰雪”活动，打造滑雪马拉松、冬
季铁人三项、滑冰、冰球、冰盘、雪地足
球、冰上汽车拉力赛等精品冰雪赛事活
动。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充足，实现
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全覆盖，每万人拥有
1块足球场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3平方米。新建或改扩建体育公园、
全民健身中心、公共体育场馆等健身场
地设施不少于25处；新建社会足球场地
数不少于68块；新建健身步道不少于
60公里；新建乡镇（街道）及全民健身场
地器材补短板项目不少于35个；新建或

改造数字化公共体育场馆、户外运动公
共服务设施、智慧健身设施不少于30个
（处）；完善15分钟健身圈和30分钟冰
雪健身圈；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在自然
村、屯全覆盖。实现县级“三个一”公共
体育健身设施全覆盖，即每个县（市）至
少建有1个体育场（田径场）、1个全民
健身中心（体育公园、体育馆）和1个具
有一定规模的室外冰雪运动场。

体育赛事活动丰富多彩。每年开
展具有一定规模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160项（次），每4年开展1次全民健身
运动会，实现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区域、
季节、人群、城乡全覆盖。大力开展“三
大球”、田径、游泳、冰雪特色体育和具
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品牌体育赛事活

动。开展创建“一区、一县、一品”特色
体育项目活动。

定期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完善国民
体质监测数据库，为市民提供个性化科
学健身指导服务。实现区、县（市）体质
监测与科学健身指导站点全覆盖，城乡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检测合格以上人
数比例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在校学生
普遍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基
本要求。

形成市级体育总会为枢纽，市级社
会体育指导员协会、老年体协、各类单
项体育协会和行业体协为框架，完善的
覆盖城乡、规范有序、富有活力的社会
化全民健身组织网络，实现体育社团实
体化建设和自我造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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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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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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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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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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方里小区现有车
库一处，使用面积 40 平
米，有取暖，有照明电，可
存车或做库房。

联系电话

13136690462

车库出租

购车现场购车现场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5日，为有效
应对疫情影响助企纾困稳经济促增长，
哈市新一轮政府消费券开始发放，当日
也引燃了消费者的购物热情，部分市民
在理发店、母婴用品店、健身房、体育场
馆等消费都享受到了优惠，而汽车的销
量更是火爆。

“我给孩子买纸尿裤，用政府消费券
便宜了60元钱。”市民刘晴一早9时就来
到南岗区的一家母婴店购物。同样，市
民关阿姨来到道里区新阳路上常去的理
发店烫头，扫码消费后享受到了8折的优
惠。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新一轮发放的
政府消费券将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纳入，市民去家附近的小店也可享受优

惠。“太高兴了，我申请加入消费券活动
后，一上午这销量就翻番了。”记者走访
平房区一些汽车销售店了解到，当日，平
房区4S店单日销售汽车超550台，较日
常销量增长3-4倍。商家销量猛增，消
费者得到了实惠，实现了双赢，为区域消
费市场复苏注入动力。

中国银联黑龙江分公司工作人员介
绍，此次活动消费者和商家都积极参与，
当日最高频消费商家是新一百购物广
场，至17时，交易1255笔，共计56.94万
元，消费者在此享受优惠7.43万元。据
统计，当日消费金额最大的前三位商户
分别是，新一百购物广场、远大购物中
心、枫叶小镇奥特莱斯，大部分消费者都
主动扫码，享受助企纾困扫码立减优惠。

本轮政府消费券发放首日

平房区平房区44SS店店汽车销量汽车销量增增33--44倍倍

哈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征求意见

到2025年
新建健身步道不少于 公里公里

足球场地不少于68块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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