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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对话”居家养老

如何“管好”家中的那张养老床
多举措打通居家养老“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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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还需借助“四股力”

两会·民生事

两会·观察

两会“好声音”两会·“好声音”

2021年全国姓名报告出炉

沐宸 若汐成新生儿最热男女名
男宝名前三：沐宸、浩宇、沐辰 女宝名前三：若汐、一诺、艺涵 AA1010

多位委员建议：

让老厂房变打卡地
打造工业遗产游

专职社区人员缺口大 委员呼吁：

面向大学生招人
提高工资待遇留住人

AA0404

对话“症结”
社区养老服务 看不见摸不着
社区老年日间照料室开了又关
助老餐厅送到家有点难

对话“破解之道”
建家庭养老床位
建立社区养老服务网络
建日间照料、护理中心等
制定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和价格
尽快制定黑龙江省养老服务条例

政府举措
今年我省启动建设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设施
打造“15分钟助老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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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节，特号百元钞兑换活动开始啦
没有大动作，怎敢惊动哈尔滨人？春节亲友相聚，

好酒好礼，你准备好了吗？本报联合业内各大知名酒
厂，举办惠民品鉴活动——尾号带9百元钞兑换名酒、海
参活动开始了，兑换规则：只要尾号带9的百元钞都可

以。快翻翻看，你有这样的百元钞吗？

咋兑？看这里！
兑换规则：尾号是 19、29、39、49、59、69、79、89、99、

09……只要尾号带9的百元钞都可以。
原价 588元的即食海参 只要一张尾号带“9”的 100

元即可兑换。 海参是高品质的野生海参！酒是陕西西
凤、杜康、贵州茅台镇等各大酒厂古法酿造的名品白
酒！包装大气，好喝不上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百元品鉴兑换，厂家只为口碑宣传，您可尽得实惠！
活动真实有效，随到随换，厂家不设门槛，兑换方便。

尾号带“9”兑换名酒、海参 杜康 荷花 西凤
红酒 茅台镇酒

荷花 52%vol 浓香型
450ml*6瓶*一箱

两张尾号带9百元兑换

贵州茅台镇 赖家酱酒
53%vol 酱香型白酒
500ml*6瓶*一箱

三张尾号带9百元兑换

陕西杜康
52%vol 浓香型白酒
500ml*6瓶*一箱

四张尾号带9百元兑换

红酒 13.5%vol
750ml*6瓶*一箱

一张尾号带9百元兑换

茅台镇原浆酒 52%vol
450ml*6瓶*一箱

一张尾号带9百元兑换

陕西西凤酒
52%vol 浓香型白酒
500ml*6瓶*一箱

四张尾号带9百元兑换

陕西杜康
52%vol 浓香型白酒
500ml*6瓶*一箱

四张尾号带9百元兑换

广告

兑换热线：0451-57781700 兑换地址：南岗区通达街151号与清明四道街交口(医药超市)乘地铁1号线，西大桥站下车，通达街方向1b出口，前行200米。
乘公交92、114、119、78、9、75、77、82路三孔桥站下车，前行50米。

生活报讯（龙头新闻记者郭俊峰
文/摄）20日，黑龙江省书画院的11
位书画家齐聚龙江滑雪圣地，在黑龙
江省亚布力体育训练基地进行采风
和笔会活动。

在笔会现场，11位书画家挥毫泼
墨、笔走龙蛇，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便
创作出30余幅丹青墨宝赠予省体育
局和亚布力体育训练基地。这些作
品以助力北京冬奥、勉励龙江冰雪健
儿、弘扬体育精神和冰雪文化，以及
赞美亚布力的冬景与雪韵为主题。

采风活动中，书画家们拍摄了很
多运动员滑雪训练的照片作为创作
素材。在乘坐缆车前往大锅盔顶峰
的沿途中，他们远眺群山、鸟瞰雪道，
用手中的相机不停取景。

“前段时间我们刚刚举办了‘迎
冬奥 冰雪情’主题书画展，非常成功，
所以这次省书画院来到亚布力滑雪

场采风，也是进一步加强文化与体育
的深度融合，以文化助力体育、助力
冰雪、助力冬奥。回去后我们会借助
这次采风所激发出的创作灵感，用手
中的笔墨来讴歌冰雪体育运动的力
与美和运动员不畏严寒、艰苦训练的
体育精神，还有亚布力震撼迷人的冬
景，以及龙江冰雪得天独厚的冰雪旅
游资源。”黑龙江省书画院副院长荆
桂秋说。

省书画院11位艺术家挥毫泼墨助力冬奥

生活报讯（龙头新闻记者苏
强文/摄）23日，哈尔滨市道里区
九站附近举行了越野滑雪活动，
200多名滑雪爱好者参加，其中最
小的只有五六岁，最大的已是年过
七旬，有初学者，也有滑雪高手。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目的是向人们
普及滑雪知识和技巧，吸引更多的
市民参与滑雪运动，为北京冬奥加
油助威。

哈市举行越野滑雪活动 为冬奥助威

据新华社电（记者姬烨）国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已于近日抵达
北京，出席北京冬奥会及相关活
动。

国际奥委会向记者介绍说，
巴赫于22日抵达北京，之后将于

1月25日正式开始相关活动。
根据《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防疫手册》提出的闭环
管理原则，北京冬奥会入境涉奥
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均实行闭
环管理。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已抵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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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伍鲲鹏）在北
京冬奥会上有这样一个“驾驶类”项
目：它不仅全程下坡，还没有方向盘，
运动员只需“躺着”就能赢得金牌，甚
至还可以两个人一起躺。然而，这个
项目却让很多运动员谈之色变，它就
是雪橇。

冬奥会上的雪橇比赛为无舵雪
橇，早在1480年就已经出现在挪威，
1883年瑞士达沃斯举行了世界第一
次无舵雪橇比赛。从1889年德国成
立无舵雪橇俱乐部开始，这项运动迅
速在奥地利、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地
兴起。国际雪橇联合会的正式成立，
并在1964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冬奥
会上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雪橇又被称为冰上“F1”，滑行时
速可达到130公里/小时以上，是冬
奥会中速度最快、危险系数极高、专

业性最强的项目之一。雪橇之所以
被称为最危险的项目，不仅在于它滑
行速度奇快，更在于它最“放飞自我”
的驾驶方式。运动员们驾驶的雪橇
不仅前部没有舵板，后部也没有制动
闸，整个滑行过程只能靠运动员单手
拉住雪橇皮带，并利用身体姿势的改
变来操纵雪橇。其间要经过左右弯、
急转弯、S形弯和迷宫式弯道等11到
18个弯道，赛坡落差达 100到 150
米，可谓真正勇敢者的游戏。

在项目发展历程中，他们总是尽
一切可能提高速度，如戴着缝有钉子
的手套增强摩擦以在起滑时更好发
力等等。由于雪橇钢刀的温度也会
影响到速度，过去还有人想方设法提
升钢刀温度以进一步提速。为此，国
际雪橇联合会曾对规则进行了一次
修改，禁止使用加热装置，并在出发

前对雪橇的温度进行检查。由于雪
橇的重量也会影响到速度，国际雪橇
联合会对雪橇重量也有严格限制。
单人橇的重量限制在20公斤，而双
人橇的重量则不能超过22公斤，一
旦超重就会被取消比赛资格。

因为项目的危险性和专业性，雪
橇比赛对竞赛场地的要求也极为严
苛。目前全世界只有17座标准雪车
雪橇场馆，分布在11个国家（地区），
其中有10座位于欧洲，而坐落于延
庆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则是我国第
一座标准雪车雪橇场馆。

在“雪游龙”举行的北京冬奥会
雪橇比赛共设有男子单人雪橇、女子
单人雪橇、双人雪橇和雪橇团体接力
4个小项。单人项目比赛滑行4次，
双人项目滑行2次，接力项目需要完
成男子单人、女子单人和双人项目的

比赛。
雪橇并非我国冬季运动的强项，

但自2015年从零开始挑选跨项运动
员组建海外集训队，到完成北京冬奥
会全项目参赛的目标，中国雪橇队仅
用了不过6年的时间，实力增长很
快。在北京冬奥会上，中国队将派出
男单选手范铎耀、女单选手王沛宣、
双人组合黄叶波/彭俊越参赛，他们
除了参加单项比赛之外，还将共同组
队参加团体接力赛。

你不知道的冬奥事：

这个“躺赢”的项目
为什么运动员谈之色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