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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法律顾问
黑龙江同长律师事务所
主 要 业 务 ：法 律 咨 询
诉 讼 、非 诉 讼 业 务
咨询电话：17094511333
地址：南岗区黄河路136号

哈尔滨
7日 多云偏东风3～4级 22℃～11℃
8日 晴 偏东风2～3级 24℃～12℃
9日 多云东南风2～3级 27℃～14℃

齐齐哈尔
7日 小雨东北风2～3级 22℃～12℃
8日 多云偏南风2～3级 26℃～13℃
9日 多云偏南风3～4级 28℃～14℃

牡丹江
7日 晴 西南风4～5级 23℃～9℃
8日 晴 西南风4～5级 22℃～10℃
9日 多云西南风3～4级 25℃～11℃

佳木斯
7日 晴 东北风3～4级 24℃～10℃
8日 多云西南风2～3级 25℃～12℃
9日 阵雨西南风2～3级 23℃～13℃

大庆
7日 多云偏西风3～4级 22℃～13℃
8日 多云偏西风3～4级 26℃～15℃
9日 多云东南风3～4级 27℃～16℃

绥化
7日 多云偏东风2～3级 24℃～13℃
8日 多云偏东风2～3级 26℃～14℃
9日 多云东北风2～3级 27℃～15℃

加格达奇
7日 晴 东南风2～3级 25℃～8℃

8日 晴 偏东风2～3级 26℃～11℃
9日 晴 偏东风2～3级 26℃～11℃

黑河
7日 多云东南风2～3级 27℃～12℃
8日 多云西北风2～3级 30℃～13℃
9日 阵雨东北风2～3级 28℃～12℃

伊春
7日 多云偏东风3～4级 23℃～9℃
8日 多云偏西风3～4级 25℃～12℃
9日 阵雨偏西风3～4级 23℃～11℃

鸡西
7日 多云偏东风3～4级 21℃～8℃
8日 多云西南风2～3级 24℃～11℃
9日 小雨西北风2～3级 24℃～12℃

双鸭山
7日 晴 东北风3～4级 24℃～12℃
8日 晴 偏东风2～3级 26℃～13℃
9日 小雨东北风3～4级 20℃～11℃

鹤岗
7日 晴 偏东风2～3级 22℃～10℃
8日 多云偏南风2～3级 25℃～13℃
9日 小雨东南风2～3级 18℃～13℃

七台河
7日 晴 偏东风3～4级 22℃～9℃
8日 晴 偏东风2～3级 24℃～10℃
9日 晴 偏西风3～4级 24℃～13℃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记
者从哈市教育局获悉，2022年
高考临近，哈市18个考区百余
考点在完成前期各项准备、检查
基础上，目前已全面进入最后的
培训和演练阶段。

各高考考点细化组考工作流
程，完善制定疫情防控工作应急
预案和高考应急预案，科学排布
考场和隔离室，充分配备口罩、手

消、测温枪、隔离服、金属探测仪、
屏蔽仪等物资，按时消毒教室、走
廊、卫生间等重点区域。

各考点开展多轮次防疫、考
务、处突实战演练，对考点入口
安检测温、考场内异常事件处
置、封装试卷规范操作等关键环
节进行全真模拟演练，整改演练
中发现的问题，做到工作内容必
知、应急处置必会。

测温枪、隔离服、金属探测仪……

哈市百余考点多轮演练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高考
期间，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将在全
市范围内启动环境卫生保障：加
大考场周边坏境卫生清理保洁，
并加大考场周边街路洒水、降尘

和消毒频次，确保考场周边清爽
洁净、无垃圾污物、无异味产
生。同时，市环卫中心要求考场
周边环卫作业尽量采用人工作
业，避免噪音。

市环卫部门

考场周边人工作业 避免噪音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中高考
期间，哈市城管执法人员将开展“保
秩序、保安静、日检夜查”专项行动为
考生护航。通过定岗执勤，对考场周
边噪音等违法违章行为严厉查处；考
场周边在建工地在考试时间及夜间
21时后，必须停止施工；哈市将加强
对商业噪声污染行为的查处。

哈市开展专项行动

严查考场周边噪音等违法违章行为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2022年高
考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由于恰逢工
作日，送考车流与上班流等叠加，考场周
边通行压力及停车需求有所增大。对
此，哈尔滨市公安局交警部门在考场周
边充分挖掘停车资源，开辟临时停车场
地，并发布送考车辆考场周边停车指
南。同时，提示广大考生家长，在考场周
边停车，要服从交警指挥，在临时停车区
域要单排顺向停放车辆，切勿过度占用
学校门前空间。考试期间，请广大驾驶
人尽量避开考试路线和考场，确需途经
考场周边道路时要遵交规、降车速、勿鸣
笛，为考生创造宁静舒心的考试环境。

道里区
1中：兆麟街121号。兆麟街沿线停

车泊位，东七、东八、东九道街的停车泊
位及哈一百停车场，麦凯乐停车场。

5中：安广街86号。安德街、安广街
两侧，安发桥、新阳桥桥下停车场。

爱建学校：安隆街71号。紫园路两
侧、荆园路两侧、安升街两侧、紫安街两
侧（黄色路边石可临时单排顺向停放）。

群力经纬中学：群力第二大道 599
号。群力第二大道两侧。

14中：工农大街6号。工农大街两
侧，职工街和上江街临近14中一侧可临
时停车。

113中（二校区）：建国街93号。建

国街两侧。

道外区
27中：保障街88号。十四道街立交

桥下停车场、保障街两侧、十四道街两侧。
58中：明德路32号。明德路两侧、

红旗大街（自南向北一侧）。
72中：宏图街272号。宏图街两侧、

红旗大街（自南向北一侧）。

南岗区
省实验中学：海城街 1 号。海城街

两侧、海城街停车场、马家沟停车场。
13中：先锋路348号。建议首选13

中地下停车场、先锋路两侧。
124中：一曼街50号。一曼街两侧、

新闻街单侧。
3中：果戈里大街415号。霁虹停车

场、青年广场地下停车场、哈站南广场地
下停车场。

125中：文昌街86号。建议首选文
昌桥下停车场、文昌街单侧可临时停车，
文昌街125中学一侧禁止停车。

19中：西大直街123号。西大直街两侧。
虹桥中学：南直路 285 号。南直路

两侧。
44中：海星街7号。宣庆街两侧、海

河路两侧停车，海滨街、海星街道路狭窄
请勿停车车辆。

17中（民益校区）：民益街87号。建

议民益街考场对向停车，建设街、颐园街
单侧有序停放，青年广场地下停车场、哈
站南广场地下停车场。

二职：宣化街 270 号。建议首选马
家沟小学地下停车场、宣化街靠近二职
一侧。

73中：保健路130号。保健路两侧。
165中：中兴街23号。和兴三道街、

和兴七道街、中兴街两侧。
163中：学府路31号。学府路两侧。
47中：建兴街1号。和兴路两侧。
69 中（哈西校区）：和谐大道 291

号。和谐大道两侧、北兴街两侧。

香坊区
6中：香安街60号。司徒街、香安街

两侧。
11中：珠江路258号。香电街两侧。
59中：果园街42号。果园街、延福

街两侧。
116中：菜艺街14号。菜艺街两侧。
119中：通天街1号。通天街两侧。
39中：通站街 102 号。通站街学校

一侧。
81中：红旗大街 114 号。红旗大街

区域辅路，珠江路靠近学校一侧，顺水街
两侧。

9中：和平路 165 号。文府街（和平
路去往李范五转盘道一侧）的辅道、和平
路靠近学校一侧。

49中：文政街196号。文政街两侧。
122中：三合路23号。旭升街及三

合路二环辅道两侧。
星光中学：星光街 1 号。星光街靠

近学校一侧。
旭东中学：旭东街33号。松海路两侧。
风华中学：和祥路9号。和祥路两侧。
30中：军立街11号。军立街两侧。
64中：二新二道街15号。二新二道

街靠近学校一侧。

松北区
10中：龙轩路 2188 号。龙轩路两

侧、翔安北大街两侧。
95中：翔安北大街95号。龙轩路两

侧、翔安北大街两侧、龙川路两侧、医大
四院停车场。

呼兰一中：利民开发区和谐路 10
号。和谐路沿线停车泊位、利民东三大
街两侧。

呼兰区
呼兰实验学校：南大街 235 号。南

大街两侧、世亨路两侧。

平房区
162中：建文街1号。会宾路两侧、

建文街两侧（双拥路至会宾路）。
24中：集智街23号。保国四道街两

侧、保国九道街两侧。

全省高考天气 来啦

看这里
冰城交警划重点

高考考场周边如何停车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记者从省气象
台获悉，高考期间，我省大部地区温度适宜，
西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6～28℃，其他地区
23～25℃；夜间全省大部地区最低气温为
10～16℃，早晚体感温度较低。北部和东部
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水同时可能伴有
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具体预报：7日：全省大部多云有时晴。
大部地区最高气温22～26℃，最低气温8～
12℃。

8日：大兴安岭北部、黑河东部、伊春、佳木
斯东部、双鸭山、鸡西东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
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大部地区最
高气温23～27℃，最低气温10～15℃。

9日：大兴安岭、黑河、伊春、哈尔滨北部、
鹤岗、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多云有分
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
大兴安岭、黑河、齐齐哈尔最高气温 26～
28℃，其他大部地区23～25℃；夜间全省大
部地区最低气温10～16℃。

13城市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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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
房屋的承租权公示如下：

本 人 吕 承 坤 ， 身 份 证 号
230104196009141282，原承租道外区桦树街
79栋 18卷 17号公有住房，使用面积 9.79平
方米，产权单位公有房产经营管理中心道外
公司。该房屋 2009 年未房改就进行征收，
征收安置地点为道外区桦树二期9A栋1单
元 23层 18号。本人现持有搬迁验收单、拆
迁补偿协议、房屋租赁证等相关材料对房屋
属于公产部分进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
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何法律债务纠纷，所
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一切法律
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有异议，请自本公
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
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223室，电话：88973312。

公示人：吕承坤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

房屋的承租权公示如下：
本 人 那 文 斌 ， 身 份 证 号

230105195002211315，原承租道外区桦树街
141栋37卷4号公有住房，使用面积19.88平
方米，产权单位公有房产经营管理中心道外
公司。该房屋 2009 年未房改就进行征收，
征收安置地点为道外区桦树二期 5A栋 1单
元25层18号。本人现持有房屋拆迁补偿协
议、国有住宅房屋租赁证、搬迁验收单等相
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公产部分进行房改买
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何法
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
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223室，电话：88973312。

公示人：那文斌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

房屋的承租权公示如下：
本 人 李 福 祥 ， 身 份 证 号

230104194409031411，原承租道外区南直路
470-474 栋 23 卷 8 号公有住房，使用面积
18.28 平方米，产权单位公有房产经营管理
中心道外公司。该房屋 2009年未房改就进
行征收，征收安置地点为道外区桦树二期
7A 栋 1 单元 31 层 1 号。本人现持有房屋拆
迁补偿协议、搬迁验收单、房屋租赁证等相
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公产部分进行房改买
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任何法
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并自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公示，如
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223室，电话：88973312。

公示人：李福祥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

房屋的承租权公示如下：
本 人 许 景 萍 ， 身 份 证 号

230105197803091324，原承租道外区桦树街
147栋41卷12号公有住房，使用面积18.72平
方米，产权单位公有房产经营管理中心道外
公司。该房屋2009年未房改就进行征收，征
收安置地点为道外区桦树二期9B栋2单元6
层1号。本人现持有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搬迁
验收单、房屋租赁证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
公产部分进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
属无争议，无任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
均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
向社会公示，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
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223室，电话：88973312。

公示人：许景萍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

房屋的承租权公示如下：
本 人 李 公 平 ， 身 份 证 号

230105195112111315，原承租道外区桦树街
119-2栋8卷13号公有住房，使用面积15.47
平方米，产权单位公有房产经营管理中心道
外公司。该房屋 2009 年未房改就进行征
收，征收安置地点为道外区桦树二期9B栋2
单元 14 层 2 号。本人现持有房屋拆迁补偿
协议、搬迁验收单、进户交费通知单、上靠户
型款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公产部分进行
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议，无
任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
效，并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社会
公示，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
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道外区人民
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223室，电话：88973312。

公示人：李公平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

房屋的承租权公示如下：
本 人 殷 德 喜 ， 身 份 证 号

230105195708121311，原承租道外区桦树街
109 栋 17 卷 13 号公有住房，使用面积 12.69
平方米，产权单位公有房产经营管理中心
道外公司。该房屋2009年未房改就进行征
收，征收安置地点为道外区桦树二期 5A 栋
1 单元 25 层 1 号。本人现持有房屋拆迁补
偿协议、搬迁验收单、房屋租赁证、房屋位
置证明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公产部分进
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争
议，无任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真
实有效，并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向
社会公示，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道外区
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223室，电话：88973312。

公示人：殷德喜

公 示
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现对以下

房屋的承租权公示如下：
本 人 周 茂 松 ， 身 份 证 号

230104194311270414，原承租道外区宏伟路
21 号 1 栋 3 单元 5 层 2 号公有住房，使用面
积 24.51平方米，产权单位公有房产经营管
理中心道外公司。该房屋2009年未房改就
进行征收，征收安置地点为道外区桦树二
期 9B 栋 1 单元 6 层 5 号。本人现持有房屋
拆迁补偿协议、搬迁验收单、房屋租赁证、
上靠户型款等相关材料对房屋属于公产部
分进行房改买断。本人承诺该房屋权属无
争议，无任何法律债务纠纷，所提供材料均
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面
向社会公示，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
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道外
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223室，电话：88973312。

公示人：周茂松

帮扶人员对帮扶人员对辛楠家庭进行救助辛楠家庭进行救助 由当地提供由当地提供

伊春一男子自幼患“脆骨症”父亲瘫痪 母亲患癌离世
当地多年来凝聚爱心

“瓷娃娃”家庭获救助 年
生活报记者 郭登攀 时继凯

在伊春市金林区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家中独子名叫辛楠，4岁时被诊断为“脆骨症”，俗称“瓷娃娃”病，后被相关部门认
定为一级肢体残疾。其父为了挣钱给孩子看病，上山打松塔时摔成下肢瘫痪。当时家中唯一身体健全的辛楠母亲王玉杰成了
两人的守护者，在当地政府和各界爱心力量的帮扶支持下，她多年来不畏艰难，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如今辛楠已长大，他的父
亲也能靠轮椅下床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因积劳成疾，王玉杰于去年4月因病离世。好在爱心无极限，当地包括民政部门和
各级组织以及社会各界将爱心汇聚成“人间大爱”，这对残疾父子在各界努力下获得了持续的、全方位的救助。

日前，生活报记者来到伊春市金
林区西林镇三公里社区，社区工作人
员介绍了如今已经32岁的“瓷娃娃”
辛楠家的情况。辛楠4岁那年，母亲
王玉杰带他去医院拍X光片进行检
查，发现孩子患了一种罕见病，骨头很
容易骨折，俗称“瓷娃娃”病。医生告

诉王玉杰，孩子必须进行手术，置换一
块新鲜的胯骨，王玉杰决定将自己的
骨头给孩子换上。手术当天，医生征
求她的意见，让她决定是否打麻药。
因为不打麻药的成功率更高，王玉杰
狠狠劲儿，咬牙决定不打麻药，手术中
在嘴里咬了块毛巾，愣是挺了过来。

慈母取骨救子为提高成功率不打麻药

手术成功了，王玉杰本以为术后
孩子就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可噩梦
并没有结束。辛楠的身体在换骨后
短暂好转，但别处的骨头又开始变脆
了，而且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后
来，辛楠彻底卧床不起，什么都需要
人照顾，吃饭也只能吃流食，王玉杰
始终照顾着儿子。

不仅如此，在辛楠确诊的两年
后，他的父亲辛文林上山打松塔时，
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造成下肢瘫
痪。这个原本已经遭受不幸的三口
之家，又遭到了晴天霹雳般的打击。

而此时的王玉杰再次显现出非凡的
坚韧与勇气，一个人照顾起两名重
患，全部家庭重担都落在了她的肩
上。

当时辛文林面对家庭的窘迫情
况曾想过放弃，因不想拖累妻子，不
止一次提出过离婚。他说：“你跟着
我下半辈子就要遭罪，还是走吧。”而
妻子王玉杰则表示：“别人怎么过咱
们就怎么过，一定要过好。”王玉杰用
柔弱的臂膀撑起了这个家，哪怕自己
再辛苦再难受，也得为父子俩洗衣做
饭，照顾生活中的一切事务。

“瓷娃娃”病情加重父亲摔成下肢瘫痪

可“瓷娃娃”一家的苦难似乎还
没有过去，因长期操劳，王玉杰先后
脑梗三次，2014年又被确诊为恶性卵
巢肿瘤。经过治疗，她的病情暂时控
制住了，但体力和精力大不如前，在
最后的日子里，她连做家务都很吃
力，每天帮辛楠父子做完饭并洗漱
后，她都腰酸背痛到直不起身。但就
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里一点儿异味都
没有，不管是丈夫要洗脚，还是儿子
要擦身子，她都亲力亲为。这位伟大
而又平凡的女性最终于2021年4月

因病去世。
“瓷娃娃”辛楠是不幸的，但又是

幸运的，他说，自己经受的苦和妈妈
比起来，根本算不得苦，自己遭受的
不幸都不算最坏的，因为有爱着自己
的妈妈。当妈妈用她的骨头植入自
己身体时，他就觉得自己拥有了世界
上最好的妈妈。辛文林也十分感谢
妻子多年来的照顾，据他介绍，妻子
经常推着轮椅，带着他一起去超市买
鸡蛋，就是为了让卧床的他多看看外
面的世界。

用尽一生呵护家人“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走了

生活报记者了解到，
从西林镇的领导到三公里
社区的干部，都对“瓷娃娃”
一家人的情况非常熟悉，因
为他们常常会对这个家庭进
行帮扶和救助工作，而王玉
杰的事迹也被媒体广泛传
播，感动了无数的爱心人士。

自从辛楠患上“脆骨
症”以来，伊春市委宣传
部、市民政部门、市妇联、
金林区委区政府、区委宣
传部、区民政部门、区妇联
及社会各界一直积极帮助
解决一家三口的生活和医
疗费用等困难。辛楠家庭
在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以
及爱心人士多年的持续帮
助下，已被列入社会救助
常态化排查重点监测对
象，并已建立家庭监测档
案和定期探访机制。2016
年以前，在当地政府的帮
助下，辛楠一家三口享受
到了城镇低保待遇，每月
1590元，辛楠父母退休后
又被纳入“单人保”范围。
在王玉杰患病治疗期间，
有关部门主动上门为其办
理转院、医保报销和保险
理赔等手续，并通过临时
救助和各方募集，给予其8
万元救助款。王玉杰去世
后，当地民政局、妇联到辛
楠家中进行走访慰问，并
定期探视。今年春节，民
政部门及时为他们送去生
活物资和慰问金。

5月2日，金林区民政

部门和西林镇政府联合到
辛楠家探视，父亲辛文林
表示，辛楠因想念母亲情
绪不稳定，可能旧疾复发，
需要就医。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镇政府表示，如果决
定去伊春就医，镇政府可
随时提供帮助，并安排给
予临时救助和慈善基金援
助，解决医疗困难问题。
此后，金林区民政局和西
林镇政府召开专题会议，
共同制定辛楠今后的救助
措施。其间，金林区慈善
会走访慰问并发放 5000
元救助金和200元慰问品，
西林镇政府走访慰问发放
1000元救助金，并为其办
理了特困供养审批手续，
特困保障金发放标准为
1108元/月。

5月4日，在镇政府和
爱心人士的帮助下，辛楠
和父亲先后到伊春、哈尔
滨和沈阳进行治疗。其
间，当地民政部门、镇政府
和社区持续关注辛楠医疗
和生活状况，以便及时给
予救助。端午节前有关部
门又到其家中进行走访慰
问，送去米、油等生活物
资，同时开展临时救助。
目前、当地民政局、镇政府
和社区与辛楠及其父亲建
立三级联系机制，定期进
行回访探视，持续关心和
关注辛楠家庭，以便及时
发现困难并给予心理和资
金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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