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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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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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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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94515777

15504570788

急售住房
出售松北地恒托斯卡纳小

区复式住宅，2014年建成，使用
70平米，精装修。无税，无冷山、
无挡光、采光视野好，黄金楼层9
楼（11楼顶层），品牌电梯，优质
物业，成熟社区。楼下就是公交
车站农贸市场，出行购物方便，
步行5分钟杉杉奥特莱斯。售价
56.8万可谈，随时看房。

18745055527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文/摄）15日，一对“80
后”新婚小夫妻主动联系到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捐赠50万元用于爱心助学。“我们此前
萌生了一个想法，我们俩因为共青团的公益活动
结缘，所以我们也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以捐
款作为纪念，也希望我们俩为更多的人送去正能
量。这件有意义的事情，以后我们可以拿出来教
育自己的孩子，要尽己所能地去帮助有需要的
人。”这对小夫妻说道。

黑龙江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黑龙江天
顺源清真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韩钰1988年出
生，她身材高挑，笑起来有一种真诚的温暖之
感。她和爱人王辉在团委的一系列活动中结缘，
在看望孤寡、公益春植树等活动中，两人逐渐有
了共同的话题。王辉是省青联委员常委、黑龙江
川海人力资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他是
返乡创业的积极实践者、疫情防控的优秀逆行
者、热心公益的真心参与者。疫情期间，他积极
捐赠口罩、测温仪、防护服等医用物资，价值60
多万元；2020年4月，他又捐赠了26万元，用于
购买多功能康复病床。

15日，韩钰、王辉以共同的名义将50万元善
款捐入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账户。记者还
了解到，这次并不是韩钰第一次公益捐赠，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她积极响应号召，捐赠了3吨物

资；她还先后组织公司向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黑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黑龙江省红十字
会、黑龙江省医大一院、湖北孝感、黑龙江巴彦等
地区和组织捐赠现金、食品、医疗物资等，累计捐
款捐物金额近百万元。她还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
业，每年为几十个困难企业员工提供捐助、每年定
期向500余户困难家庭送去慰问金及各种食品、
每年向儿童福利院的小孩子和小动物保护协会的
各种小动物捐款捐物，累计金额近千万元。

小夫妻俩还表示，以后还会持续用自己的小
爱变成大爱来回馈社会。

“80后”小夫妻捐款50万爱心助学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

15日，黑龙江省慈善总会发
布疫情募捐倡议书。

近日，全国疫情呈现反
弹趋势，我省哈尔滨市等地
又相继出现本土确诊病例。
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支持疫情防控重点地区
开展防控工作，在省民政厅
的倡导下，省慈善总会向社
会各界发起公开募捐倡议，
呼吁全省各企事业单位、爱
心机构和爱心人士捐款捐
物，共抗疫情。

一、接收物资捐赠
当前疫情防控所需物资

清单：（一）防护类用品：N95
口罩、医用外科口罩、医用手
套、医用防护服、护目镜等。
（二）消毒类用品：速干手消
毒液、84消毒液、消毒泡腾片
等。（三）药品：抗病毒药、中
成药、辅助类用药等。（四）诊
断类用品：手持红外体温测
试仪、诊断试剂等。（五）其他

物资：用于疫情防控的食品、
饮用水等物资。

二、接收社会捐款
（一）捐款账号
银 行 账 号 ：

08059201040011557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中山支
行

户名：黑龙江省慈善总
会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南岗区红军街10号金融
大厦2319室

联系人：王瑛琦 李竹翠
联 系 电 话 ：18646301117
15804603912

省慈善总会
开通疫情募捐通道

韩钰和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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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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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
者李丹）3月 15日
是国际社工日。为
把视角向全省社工
方向延伸，走近社
工，诠释省级社工理
念，宣传社工情怀，
生活报联合黑龙江
省慈善总会推出“慈
善社工”专版。专版
成立近六年来，政府
与媒体强强联合，将
公益、慈善、社工理
念播撒得更深远、更
温暖。

“慈善社工”专版每周一期，通
过多部门通力合作，让专版成为龙
江人的慈善、社工舞台。1月 21
日，生活报记者专访黑龙江省民政
厅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处处
长翟福利，了解我省社工站建设情
况。通过报道，了解到2021年黑
龙江省启动实施社工站建设“蒲公
英”计划以来，已建成省市县三级

试点社工站128个，超额完成了全
年建设100个试点社工站的目标；
省市县（区）三级建站体系基本形
成，分级培训、督导、评估体系初步
建立；128个社工站中，街道社工
站78个，乡镇社工站50个，全省
规划“十四五”末实现乡镇（街道）
社会工作服务全覆盖。

过去一年，新增33个全省社

工服务机构、3个社会工作行业协
会，全年培训1.5万余人次，建立省
级社会组织名录和督导人才库；各
地探索形成了“七个一点”多元筹
集资金、“培、建、留、转、奖”社工人
才培养、未成年人保护站与社工站

“两站合一”同建双推、社区网格联
动和嵌入式服务模式、引入大型基
金等经验，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每周一期 和您聊聊龙江社工

不同于志愿服务，社工服务有
着更深层次的含义。2021年末，
生活报记者走近哈市松北区阳光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听他们说说日
常的工作。“服务对象张奶奶 85
岁，是高龄失独独居老人，老伴和
儿子去世了，亲友也在外地，经济
状况良好。因腿脚不灵便，她不愿
意走动，性格较为孤僻，与外界交
流较少。”这是李晓雨社工档案里
的一页。“这样记录下来，我们方便

和老人沟通。”这个年仅22岁的女
孩不仅心思细腻，而且想法成熟。

“我就是社工专业的学生。”
“张奶奶一开始对我们是完

全排斥的。”李晓雨说：“我们第
一次去她家时，根本敲不开门。
后来还是找邻居做说客才进去
的。她那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
是：‘我知道你们忙，不用来看
我。’”说到这里，李晓雨忍不住
笑了。“奶奶很客气，但是从眼神

到动作都对我们充满了不信
任。”之后，李晓雨和同事们经常
给张奶奶打电话，关心她的生
活。受到社工们温言暖语的关
怀，张奶奶也渐渐打开了心扉。

“现在我们去张奶奶家，她可高
兴了，一开门就拉着我的手，还
爱和我聊家常。”李晓雨高兴地
说。此外，代缴燃气费、化解居
民矛盾等“琐事”，都是李晓雨和
其他社工的工作内容。

走近社工 了解他们都能干点啥

以往的活动中，“7元爱心午餐”“一杯热
水行动”“江河卫士”“经典诵读”“暖冬行动”

“爱心车票”“针心针意”“公益春植”等众多
公益活动，将公益、慈善、社工力量的种子，
播撒到经典传承、爱水护绿、健康生活、温暖
帮扶等多个方面，专版得到省内外广大读者
的喜爱。

在新的一年中，我们还将针对全省社
工工作进行细致报道，走近更多的社工、社
工中心，刻画龙江社工群像，通过朗朗上口
的社工宣传语，将龙江社工理念宣传到全
省各地。今后，版面还将更细致、完善地宣
传龙江慈善、社工新政策，为培养龙江专业
慈善人、社工人不断努力。春江潮水连江
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期待我们在生机勃
发的春日里开始，携手共进，目标一致，百
尺竿头！

温暖行动 我们在路上

资料片资料片

“慈善社工”带您了解龙江温暖国际社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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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2018年《国学小名士》
节目中的13岁哈尔滨女孩贺莉然
吗？在5分钟的时间里，她与对手
共同飚出127句带“花”字的诗词，
被称为“飞花令少女”，当年《人民
日报》都在微博上为她点赞。如今
贺莉然已是哈三中高三的学生，不
过在堆积如山的书本中，小姑娘还
是给诗词留了一席之地。“学习累
了，我会看顾随先生的诗评，它让
我对古诗词有了重新的认识，也是
我紧张学习生活的‘减压剂’。”

聊起自己最喜欢的诗句，贺莉
然坦言是苏轼那句“云散月明谁点
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贺莉然解
释道，苏轼表面上写“天容海色”，

实则是表达自
己面对“苦雨
终风”的达观
和超然态度，
他认为苦难跟
风雨一样，终
将云散月明，天
容海色。“苏轼一
生颠簸游离，历尽坎
坷，他始终以超然的态度对待苦
难，甚至时常苦中作乐，令我无比
钦佩。”

贺莉然坦言，这些年在书海漫
游里，古典诗词总是最吸引自己的
目光。“初中参加诗词比赛时，只是
对诗词的美有初步的感知，后来步

入高中，这份喜欢已经变成
一份生活中的热爱与牵挂。我对
古典诗词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在
不断加深，我自己也在一步一步地
成长。”马上要高考了，贺莉然称自
己会选择中文古典诗词的相关专
业，“在内心深处，我始终追慕着中
华传统文化的美，也希望日后能将
这种美推而广之。”

“飞花令少女”今年参加高考
读顾随的诗评给自己“减压”

2019年在第四季《中国诗词
大会》上，马浩然从全国30万竞赛
选手中脱颖而出，一路过关斩将跻
身“百人团”，并在舞台上以一曲
《鸿雁》让人认识了这位哈尔滨铁
路局“高铁线路工”的风采。

马浩然出生在大庆市一个铁
路世家，姥爷酷爱诗词，马浩然的
名字就是姥爷取的，来自苏轼的诗
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而

“浩然”又与唐代大诗人孟浩然相
同，老人希望外孙将来擅长诗词歌
赋，果然，长大后的马浩然与诗结
缘。

11日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
马浩然正在备课，“我在准备‘青马
堂课’的内容……”据悉，“青马课
堂”是指团中央启动的“青年马克
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只有26岁的
马浩然是哈铁集团100人“青马讲
师”团中年龄最小的，不过很受欢

迎，马浩然
说他第二堂课
的内容准备以
唱红歌的方式
讲党史。

说起自己
最喜欢的诗词，
马浩然说是《沁
园春·雪》，因为很
符合东北的气质，还有
豪放的气概。这些年，马浩然的本
职工作还是“高铁线路工”，但通过
《中国诗词大会》，他收获了很多志
同道合的朋友。“参加诗词大会的
爱好者建立了好几个诗词群。我
们会将一些热点内容，创作成诗词
互相交流学习。几届冠军选手陈
更、雷海为、陈曦骏也会在群里和
大家切磋。前一阵，群里有诗友遇
到感情问题，没能追上心仪的女
孩，大家还用诗词调侃、引经据典，

帮他走出困惑，这种感觉很奇妙。”
聊起今年播出的《中国诗词大

会》，马浩然坦言因为工作性质，他
通常只能看回放，也会想到曾站在
舞台上的自己，“我就是单纯地喜
欢诗词，从来没想过参加诗词节目
会出名，但能和天南海北喜欢诗的
人做朋友，闲暇时聊聊诗，让人生

‘诗意盎然’，真的很快乐。”

以一曲《鸿雁》一鸣惊人的“线路工”
成哈铁系统最年轻的“青马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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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记者 吴海鸥王晓晨

14 日晚，《2022 中国诗词大会》总
决赛在“亿众瞩目”中落下帷幕。早在
开播当日，该档节目就占据收视率榜
首，直播关注度、市场占有率等相关数
据都遥遥领先于第二名。总决赛当晚，
更是有超过1亿多观众追看，火爆程度
可见一斑。

《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也让人们
想起曾在诗词舞台上“绽放”的龙江人：
在《国学小名士》中，5分钟内与对手飚
出 127 句带“花”字诗词的“飞花令少
女”、哈尔滨女孩儿贺莉然；在《中国诗
词大会》第四季，从全国30万选手中脱
颖而出跻身“百人团”，并以一曲《鸿雁》
一鸣惊人的“高铁线路工”马浩然；《中
华好诗词》第四季唯一的“多期擂主”，
也是最终获得年度总决赛季军的哈师
大教师倪海权。

近日，记者分别采访了几位，聊聊
他们的现状、诗词对他们的影响。毫无
例外，他们都表示，有幸，能与诗词结
缘，人生也因诗词而变得丰盈。

如果说贺莉然、马浩然大多时
候还是沉浸在对诗词的热爱上，那
古代文学博士、哈师大教师倪海权
则在传播诗词上努力前行。当年，
他是《中华好诗词》第四季唯一“多
期擂主”，并获得年度总决赛季
军。如今，以古典诗词与传统文化
为研究方向的他，所教授的课程也
多与诗词有关。除了给本科生开
专业的基础课之外，也开了一些选
修课。他在诗词比赛中的优秀表
现，让他圈粉无数，被学生称为“男
神”。他在哈师大开设的《唐诗三
百首研究》，是全校最受欢迎的选
修课之一。每次选课学生都是满
额，上限 240 个名额基本上“秒
没”，甚至出现很多学生因名额有

限、站在后面听课的
情景。

倪海权说，
自己最喜欢的诗
人是“杜甫和陆
游”。“因为杜甫
与陆游的诗歌中
承载着悲天悯人、
仁民爱物的大爱情
怀。”随后，倪海权讲起
一段经历，“有一次选修课，讲
杜甫诗中的仁者情怀，尤其是讲到
那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
寒士俱欢颜’，240多人的大教室里
瞬间鸦雀无声，这就是诗词的魅
力。”

倪海权说，自己在诗词大赛上

获奖后，他的学生更加热爱
古诗词，也更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了，很多学生表示，希望追随他的
足迹，去领略传统文化之大美，这
让他感到很欣慰。“因为诗词，可以
帮助我们穿越时空，和无数伟大的
灵魂交流，获得智慧和力量，让生
命更加丰富和充盈。”

获“多期擂主”的哈师大老师
选修课名额“秒没”

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