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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帮办 18604505999新闻热线

生活报讯（帮办记者李威兵
文/摄）12日，哈市市民通过本报
帮办热线反映，道里区爱建鸿润路
88号门前，路中间井盖破损，路面
塌陷大坑，存在安全隐患，数月没
人管。当日，生活报帮办记者向爱
建街道办事处反映情况，工作人员
表示，立即汇报情况，查找、联系管
辖单位尽快处理。

住在鸿润路附近的刘先生说：
“我们天天从这儿走，路中间井盖
破损已经好几个月了，没入冬就这
样了，为啥一直不修？就拿两把破
椅子遮挡做警示，路过车辆非常不

方便，严重影响了通行。”
12日，帮办记者来到鸿润路

88号门前附近，远远就能看到路
中间有两把椅子，椅子下面有一个
大坑。住在附近的张先生告诉帮
办记者，“椅子下面是个井盖，好像
是塌陷了，一直没人来修理。我们
每天开车从这儿走都得躲着点，不
知道坑边上结不结实，就怕坑再变
大了，车再陷进去。因为井盖下面
往上冒热气，我们猜可能是下水井
或者供暖管线。”

当日，帮办记者联系到负责该
地区的爱建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表示将立即汇报该情况，查找、联
系管辖单位尽快处理。

路面塌大坑数月了 就支俩椅子 街道办：联系管辖单位尽快处理

厨房下水堵多年难坏居民

记者协调4天 终于通了！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伟健 记者黄迎峰文/摄）近日，家住哈尔滨市南岗区

辽阳街68号友联小区C栋2单元的居民们向生活报记者反映，多年来3门一侧
的厨房下水经常堵，去年12月27日起严重堵塞，“与物业沟通始终没有得到解
决，元旦佳节也无法在家做饭用水，十分苦恼。现在眼看就要过年了，希望记者
能帮忙解决这个难题。”

接到居民反映的情况后，生活报
记者来到该小区2单元李女士家中看
到，厨房的手盆已经完全堵住。李女
士说：“我们3门这一侧的住户目前都
无法使用厨房下水，5楼以上的住户只
要一使用厨房下水，5楼住户就会往出
返水。”

居民王先生表示，“拨打12345市
长热线后，哈尔滨物业集团经查询，该
问题是在物业服务中心管辖范围内，
怀疑是3楼住户私自改造厨房下水管
线造成的。”

随后，生活报记者拨通了负责该
小区物业的杨站长电话，杨站长告诉
记者：“接到业主来电后，我们第一时
间上门排查，发现3楼住户私自更改
了厨房下水，当时怀疑是这个情况所
致，3楼业主改回来后还是堵。我们将
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上级公司，上级公
司将责成清掏公司进行疏通。”杨站长
表示，一会还会去居民家再次查找原
因。

当日18时许，杨站长在友联小区
C栋二单元检修现场联系记者，“厨房
下水检修口在二楼，但住户是租户，需
经房主同意，目前租户和物业正在积
极同房主沟通，稍后有进一步情况我
再联系您。”杨站长说。

19时许，生活报记者了解到，维修
人员已打开二楼下水检修口，发现了

大量积水，异味很大，工人多次疏通未
果。电话中，杨站长告诉记者，“可能1
楼的下水主杠堵住了，也可能楼上也
存在堵点，两边一起来的。”据杨站长
介绍，该单元情况较为特殊，因长期返
水，二楼住户已将厨房下水封死，三楼
刚刚装修将管线同卫生间粗杠直连，4
楼空着，6楼和7楼下水能正常使用，
但用多少水就在5楼返多少。经过沟
通，6、7层的业主暂时不使用厨房下
水。“我们先同一楼业主沟通，因为下
水主杠在1楼，还是天杠，工作难度较
大，而1楼业主不在此居住，我们需要
和他协调开门时间。”

第一天
查看现场疑是私改导致
恢复后还是堵

次日上午，记者联系到杨站长，杨站
长表示已经同1楼业主取得联系，物业
将协调公司工程师傅约好时间尽快前来
处理。

第二天
联系1楼业主
约好查看管道

第三天上午，生活报记者了解到，维
修人员将主杠包裹一层伴热带，加热试
一试效果。下午，杨站长联系记者并回
复：“主杠里面已经堵死了，我们和公司
申请更换主杠解决该问题。”

第三天
发现主杠已堵死
申请更换

第四天，生活报记者又一次和杨站
长取得联系，“我们正在更换，但是难度
较大，我们加班加点争取早点弄完。”当
天下午，杨站长告知记者，主杠已更换
完毕，等今晚业主回家后进行测试。

当日17时许，5楼居民张女士向生
活报记者反馈：“厨房下水现在通畅了，
不返水也没有异味了。”张女士多次向
生活报表示感谢，“困扰我们这么久的
下水堵塞问题，在记者的协调帮助下，
终于得到了解决。”随后，记者又询问6
楼7楼居民，两位居民均表示没有问题，

“谢谢生活报为老百姓解决这些糟心的
问题，我们终于可以在家洗菜做饭、正
常用水、正常生活了。”

第四天
更换主杠 下水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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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主姓名:郭启胜，不

慎将哈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商品房

买卖合同丢失，合同编号:
11078500668，地 址: 民 生 尚

都祥园17栋二单元2301室，

特此声明丢失。

● 本人王凌菲不慎将

“黑龙江新松鸿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会展城

上城2期9号楼1单元503室

的房差收据丢失。签约日

期:2015 年 11 月 7 日，票据

号：0042042 收据金额：163
元，大写金额：壹佰陆拾叁元

整，声明丢失。

● 夏家来，身份证号：

230104197412280615，遗 失

道桥工程师证，证件编号：

A940920866,声明作废。

● 尚志市源源运输有限

公司不慎将黑 ACM79 挂货

车营运证丢失。特别声明作

废。

● 哈尔滨六和大药房有

限公司木兰分公司不慎将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证

号 ： JY12301270008092
(1-1)，声明作废。

● 哈尔滨市道外区鑫天

聪文化学校开户许可证不慎

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南勋支行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2610047551402 现 声 明 作

废。

● 房主姓名:熊广亮，不

慎将“哈尔滨美家时代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会展

城上城二期九号楼 1单元 10
层 5 室的收据丢失，日期：

2015 年 11 月 2 日。票据号：

0003666;
收据金额:11606.00 元，其中

契税:7818元，登记费:80
元，他项权证费：80 元，手续

费：268 元，代理费：500 元，

维修基金：2860元。

● 韩涛将 2008 年 9 月 22
日购安居社区 3#3 单元 101
室，面积 68.17m2 的购房收

据遗失，收据编号 2618343，
金额：229650元，特此声明作

废。

● 本人程喜燕不慎将黑

龙江新松鸿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的会展城上城二

期 9 号楼 1 单元 1307 室的房

差收据丢失，签约日期：2015
年 11 月 3 日 ，票 据 号 ：

0052010，收据金额：118 元，

大写金额：壹佰壹拾捌元

整。声明丢失。

● 童梓赫，男，2019 年 5
月 24 日出生于哈尔滨市红

十字中心医院。父亲：童培

博，母亲：林丹，不慎将孩子

童梓赫出生证明丢失，编号：

T230081315，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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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人救人的的““女警叔叔女警叔叔””刘欣刘欣
获评阿里正能获评阿里正能量人物量人物
2022，我们携手阿里巴巴邀您做一件比春风更暖的事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新年伊始，掌声和敬意献给比春风更温暖的平凡人。1月11日24时，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联合全国近百家媒体发起的2021年度正能量人物评选落下帷幕，经过为期一周的评委投票和20多万网友点赞，
2021“年度十大正能量瞬间”及“年度十大正能量故事”两大榜单揭晓。本报推荐的女警刘欣救人事迹获评2021年
度十大正能量故事，新闻当事人刘欣当选2021年度正能量人物，本报记者李丹获得“2021年度正能量传播奖”。

根据活动规则，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为本次评选准备的百万元公益金，也将有咱黑龙江省一份。接下来，本报将
携手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及新晋年度正能量人物刘欣共同倡议发起“2022·春天的约定”公益活动。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刘维娜 记
者李丹）10日起，生活报联合黑龙江
省同心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发起

“2022年壹基金温暖包发放计划”，50
个承载满满爱意的“温暖包”等待符
合条件的孩子们申领。同时，本报记
者从12日起走近孩子们，倾听他们的
自强故事。

1月的哈尔滨市木兰县西亚村，
放寒假在家的10岁詹瑞凤（化名）戴
着手套，正在往铁锹上捡牛粪。慢慢
地捡满一铁锹后，她小心翼翼地抬起
铁锹往牛粪堆走去。“这牛粪能种东
西，得攒起来。”脸蛋被冻得通红的詹
瑞凤笑着说。3年前，她的父亲因肝
癌去世了，而她和当时才3岁的妹妹
詹瑞园（化名）被二叔詹彦收养。为

此，詹彦欠了外债还离了婚，但依然
无怨无悔地照顾着姐妹俩。近日，生
活报记者采访了他们三人。

“孩子懂事，我不求她们回报，
能好好长大就行。”记者采访詹彦
时，他憨厚地说，“孩子们可怜，我是
她们的叔叔，必须得照顾好她们。”
詹瑞凤的母亲是一位精神疾病患
者，詹瑞凤的父亲因肝癌去世后，两
个年幼的孩子成了詹彦最大的牵
挂。詹彦为了给大哥治病花光了家
里的积蓄，又借了很多钱，“快还完
了，还有几万块钱就还完了。”詹彦
坚定地说。

詹彦告诉生活报记者，在他决定
照顾大哥的两个孩子后，妻子不理解
他的决定，两人因为生活上的琐事总

是吵架，最后离婚，儿子跟了詹彦，从
此以后他一个大男人带着三个孩子一
起生活。“我儿子大了，他能帮我照顾
两个妹妹，日子过得还行。”16岁的儿
子听话懂事，他会主动照顾妹妹们，
而且詹瑞凤也很会照顾瑞园，“从小
她就帮瑞园穿衣服、喂饭，把瑞园照
顾得很好，虽然她也是个孩子。”

詹彦感慨地说，他不求孩子们有
大出息，只要他们相亲相爱地健康长
大就行。

“我以后想赚很多钱给二叔花！”
懂事的詹瑞凤找了个安静没人的地方
悄悄地告诉记者，“这是我心底的话，
我得好好孝顺二叔。”詹瑞园也跟着

“嗯嗯”地点头。
詹彦说，已经上学的詹瑞凤学习

成绩挺好，她性格活泼，在学校里也
很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而詹瑞凤
和詹瑞园的心愿是想要一套学习用
品，“想好好学习，还能减轻我二叔的
负担。”詹瑞凤说。

姐妹俩想要一套学习用品
以后“好好学习 孝敬二叔”

“温暖包”申领进行时
本报记者倾听孩子们的自强故事

2021年度正能量人物评选，全国共
有100个正能量新闻案例参评。新闻当
事人都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都曾在
2021年因为一个动人的瞬间或一段暖心
的故事，赢得万千网友关注。12月底，他
们经全国网友和家乡媒体推荐，从2021
年天天正能量奖励过的1000多组凡人善
举中脱颖而出，成为2021年度正能量人
物候选人。

1月5日0时，评选正式启动后，20多
万网友涌入活动页面，为这些温暖人心的
凡人善举点赞致敬。1月11日24时评选投
票结束，本报推荐的女警刘欣救人事迹共
获得13张评委投票及3430个网友点赞，成
功入选2021年度十大正能量故事，新闻当
事人刘欣当选2021年度正能量人物。

医护、民警、老师、环卫工、顺风车
司机、铁路职工、超市老板娘、加油站女
工……20组年度正能量人物，来自社会
基层的各行各业，覆盖老、中、青各个年龄
层，既有男性的热血勇敢，也有女性的细
腻温柔。他们的故事里，既有亲情、爱情、

同学情、师生情、邻里情等各种深情厚意，
也有不少陌生人之间的温情暖意。这些
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个个朴实善良、有
情有义。

2021年5月20日，七台河市戍企分
局桃南派出所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9岁
女孩玲玲（化名）用铅笔写了一封感谢信，
送到民警刘欣的手上，信中写道：“刘叔
叔，谢谢你jiu了我妈妈！这块tang送给
你。”感谢信中的“刘叔叔”其实是女警刘
欣，在接到玲玲诉说其母亲“突然不说话
了……”的求助电话后，患有“再生障碍性
贫血”的她及时赶到，从四楼背下心脏病
发作的玲玲母亲张大姐，送医救治，最终
挽回了张大姐的生命。“评选是为了致敬，
也是为了更好地铭记和传承。2021年，
这些平凡的中国人，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温
暖的记忆。2022年，希望这些记忆能够
在更多人心底留下深深烙印，引领我们在
新的一年里继续向善看齐，用行动温暖身
边三尺。”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负责人
说。

两大年度榜单 记录平凡中国人的不凡

评选结束，温暖继续。
随着年度正能量人物榜单的
发布，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投入百万公益金发起的后续
公益项目“2022•春天的约
定”也将拉开帷幕。20组年
度正能量人物及其推荐媒
体，将作为该活动的联合倡
议发起方。本报作为年度正
能量人物刘欣的推荐媒体，
即日起正式携手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刘欣一起面向全
社会发出暖心倡议：2022，
让我们一起相约春暖花开的
季节，去做一件比春风更温
暖的事。

“世间美好由我们共同
创造，再平凡的个体也可以
点亮微光，照亮身边三尺。
岁末年终，我们用一场年度
评选，为一群平凡的正能量

获奖者点亮了聚光灯。新的
一年，希望更多普通人能够
和我们一起，参与美好社会
的构建，成就自我，温暖世
界。”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负
责人说。

亲爱的读者，2022年你
最想做的一件暖心事是什么
呢？欢迎通过本报热线
17800590268告诉我们。所
有“暖心愿”须温暖、利他、切
实可行，如能规模化复制尤
佳，征集截止时间为春节
前。春节过后，本报将联合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从所有

“暖心愿”中，选择最温暖可
行的，以“2022•春天的约
定”专项公益金为启动资金，
组织专业志愿者与您一起将
这个“暖心愿”在黑龙江省范
围内推广落地。

相约2022
一起做个比春风更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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