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热线

2022·7·24 星期日 一版二版主编 孙铮 一版二版见习编辑 王一 版式 于海军

A02要闻 15776896853

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主营项目:财税筹划（应

对金税四期，提供专业的税
务筹划），代理记账，高新企
业申请，企业注册（医疗器械
优惠），工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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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揽：轻辅、整装、单项、木

工、油工、水电工、瓦工。
承接：铜门、不锈钢门、氟碳

门、感应门、旋转门、高间隔断、
玻璃隔断、铁艺、牌匾、卷帘门、
批发各种规格不锈钢板、管材、
配件。

哈 尔 滨 市 区 内 可
免费上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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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家庭装修、办公场所
装修；家装、工装整屋家具定
制；承接同行二手单柜体定制；
工厂一站式服务→设计→加工
→安装。

橱柜门、衣柜柜门定制加工
（种类有PVC吸塑、PET、高光纳
米板材等）；免漆板材加工定制柜
体（材料与环保等级自选）。

工厂设有样板展厅，欢迎参
观选购。

定 制 热 线
18904515815
15846048899
工厂地址：哈尔滨市南岗

区王岗镇哈双公路 592 号，金
福来家具有限公司

名片/彩页/印刷、
宣传册，各种纸质印刷
品、价格优惠。

联 系 电 话
0451-82425822

名片、彩页、印刷
免费设计、免费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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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泽养老院

招自理、半自理、卧床老人，吃的
好、住的好、玩的好，对半自理和卧
床老人提供专业护理。交通便利，
配套齐全、药店、洗衣房、食堂、专业
医护队伍、老年大学、琴棋书画特色
班、24小时热水、冰箱、互动电视、
无线网络等。哈西红星城3号楼

乘坐57.58.236公交车直达
电话:0451-51025111、18545866229

生活报中缝广告生活报中缝广告
受理地址：哈尔滨道里区地段
街1号生活报一楼阳光大厅

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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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老兵搬家
退伍老兵，真诚为您服务

十五年老兵、居民、企业、长途搬家、专业正规
0451-87696984
15245102858
15245156662

道里道外
群力江北
南岗哈西

搬家刊登电话

军人素质，真诚服务，七折优惠，全市各区均可发车
退役军人搬家
18745057660
18845765103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即日起，哈
市城管办启动创建文明城市精细化管
理“双百”会战活动。哈市将围绕打造

“宜居幸福之都”目标，突出问题导向，
狠抓城市管理薄弱环节，集中“百天”时
间（共100天），开展环境卫生、道路桥
梁、园林绿化、城市容貌、街面秩序和市
场摊区等城市管理问题治理会战，提升
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并评出“百条”管
理最佳街路或场所。

在环境卫生治理方面，哈市将对城

市道路清扫保洁不彻底问题进行集中
治理，强化“三时段”清扫保洁作业，对
主、次干路进行水冲洗作业，达到道路
整体清洁，路面呈现本色。

在城市道路维修方面，哈市将对道
路桥梁设施破损问题进行全面整修，确
保车行道无坑槽破损、无明显坑洼不
平，路面平整顺畅。人行道无缺失破
损、无撬动拱起、无裸露地，铺装平整。

在城市绿化项目管护方面，哈市将
集中对城市绿化管理问题进行治理，对

街路绿地、城市公园的树木、绿篱、草
坪、花卉等园林植物定期修剪，及时浇
水、病虫防治。加强对园林植物和绿地
的保护，禁止破坏园林绿化行为，及时
巡视查处占挖绿地、毁坏树木、绿地停
车、乱钉乱画、晾晒物品、拴绳挂物等行
为。

在城市市容市貌治理方面，哈市将
集中对牌匾广告、市场摊区存在问题进
行治理。推进道路亮化工程，及时维护
路灯，确保道路照明亮灯率大于等于

95%。清理市场摊区内私搭乱建的棚、
亭、架。严管严控围堵小区出入口、下道
经营、外溢经营、占用消防通道等行为。

在街面乱象治理方面，哈市将依法
查处擅自在消防通道、街路两侧和公共
区域、学校门前摆摊设点、乱堆乱放、私
搭乱建、私设挡车桩、占道加工、清洗车
辆、维修作业、乱贴乱画、乱设牌匾、收
购废品、噪声扰民等违法违规行为。依
法查处集贸市场周边占道经营、外溢经
营等违法违规行为。

启动创建文明城市精细化管理“双百”会战

哈市将评百条管理最佳街路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暑假是
学生意外溺水的高发期。近一个时期
以来，全国各地相继发生多起学生意外
溺水事件，教训深刻，令人痛心。龙头
新闻生活报记者从哈市教育局获悉，
22日，该局致全市中小学生家长一封
信，提醒全市广大家长，务必增强安全
意识和监护意识，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
管理，严防意外发生。

暑假期间，对孩子的行踪务必要做

到“四知”，即：知去向、知归时、知同伴、
知内容，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

要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
安全教育，重点教育孩子做到“六
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
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
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
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
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
水施救。

@哈市中小学生家长

暑期应暑期应谨防学生溺水谨防学生溺水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生活报记者从哈市教育局获悉，
哈尔滨市2022年省重点高中第二批次及五所市重点高中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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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周琳）炎热夏天，
一瓶冰饮料入口时挺爽，身体却遭了
殃。男子小李（化姓）最近就被这一瓶
冰饮料所害不浅，差点危及生命。23
日，生活报记者对此事进行了采访。

白衣男子边踉跄进医院边吐血

7月 19日下午两时许，一名身穿
白色短袖的男子踉踉跄跄地走进哈医
大一院群力院区急诊室。“刚进入监控
画面，就看见男子低头一下子吐了几口
血。”从监控画面来看，当时，旁边就诊
的患者也被这一幕吓坏了。

“前后男子吐血大约1000毫升，当
时的状态已经有些休克，我们急诊科的
医生立刻将男子推进了急诊室。”据哈
医大一院群力院区消化内科副主任马
志斌介绍。

随后，医护们先为男子补液，同时
为男子置入内镜查看导致出血元凶。

“我们在置入内镜后，发现男子为贲门
撕裂造成的上消化道出血从而导致的
失血性休克。”马志斌介绍，“简单来说，
就是男子在开始呕吐时，造成了食管和

胃的连接处黏膜的撕裂，随后出血量越
来越大导致呕血。”

找到了病因后，医护人员一边为男
子输血，一边紧急手术，找到出血源，堵
住出血点，这才救回男子一命。

吐血元凶竟是一瓶冰镇饮料

事后，马志斌了解到，小李今年38
岁，在事发当日约午时，由于天气炎热，
男子买了一瓶冰镇饮料。拧开瓶盖后，
几乎一口喝掉一瓶，喝完后小李便觉得
不舒服，没过多久还排了黑便。随后又
开始呕血，吐了口血后，小李见状不好，
立刻来到医院，结果还没等进入急诊
室，就出现了监控画面里的一幕。

只是喝了一瓶冰饮料的后果竟然如
此严重？“冰镇的食物，快速进入消化管
的时候，会对消化道黏膜产生机械和物
理的损伤。这时黏膜就会产生一个强烈
痉挛，也是一种保护的本能反应，这才有
呕吐感。”马志斌介绍。“患者的情况还算
处置及时，要是再耽误一会儿，病情发展
凶险，后果就难以想象了。”目前，男子已
经恢复良好，准备出院。

男子喝瓶冰饮料吐血休克险丧命
原是贲门撕裂导致上消化道出血

医院提供医院提供

生活报23日讯（龙头新闻记者赵
宇清）从羊城广州到奥运冠军之城七
台河，这是一次跨越 3700 公里的牵
手。23日，应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之
邀，曾经设计了冬奥会顶流IP“冰墩墩”
的广州美术学院团队来到七台河调研
考察，并与七台河市政府签下战略合作
协议。

签约前，七台河市领导与广州美术
学院团队、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一行围
绕如何抢抓机遇、发展创意设计产业展
开座谈。

广州美术学院是我国八大美院之
一，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绘画、工
业设计、雕塑、建筑艺术设计等专业在
全国名列前茅。特别是在北京冬奥会
期间，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团队设计的冬
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大放异彩，深受世
界各国人民喜爱。

此次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充分发
挥媒体的平台作用，促成广州美术学院
与七台河市政府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开启了政校媒合作共赢、携手发展的新
篇章。广州美术学院将充分发挥在创
意设计领域的影响力和对产业的赋能
创新能力，与七台河市政府在城市规划
设计及创意设计产业等领域展开交流
合作，这对提升七台河市城市规划设计
水平，加快推进创意设计产业和冰雪经
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签约后，广州
美术学院团队参观考察了汽车营地、桃
山湖坝下环保生态水利治理项目和短
道速滑冠军馆。汽车营地在位于万宝

湖西侧的6000平方米草坪上规划建
设，这里一次可容纳200个家庭帐篷露
营。营地还设有露天舞台和文化创意
设计展厅，展厅内陈列着手碟、空灵鼓、
3D立体吉他、北沉香木雕、乐器恒湿箱
等特色文化产品，可供游客现场体验。

在这处面向山与湖的汽车营地
上，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谢昌晶饶
有兴致地体验了空灵鼓、二胡等乐器，
感慨七台河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方面
蕴藏着无限潜力。他说，黑龙江日报报
业集团为广美打开了龙粤合作的全新
通道，此次黑龙江之行收获颇丰。今后
广美将依托学科优势，与奥运冠军之城
七台河紧密合作，推动创意设计产业发
展。与此同时，广美还将在人才培养、
城乡规划设计等方面贡献力量。

在短道速滑冠军馆，广美团队与橱
窗中的冰墩墩不期而遇。广州美术学
院党委书记谢昌晶和广美视觉艺术设
计学院副院长、“冰墩墩”设计团队总执
行刘平云分别代表学校和设计团队在
冰墩墩上签名。刘平云说：“没想到跨
越3700公里，我们会与冰墩墩在奥运
冠军之城邂逅。冰墩墩是我们团队奋
战一年智慧的结晶，而七台河在短道速
滑方面取得的傲人成绩，也是运动员和
教练员团队力量的展现。所以我们在
冰墩墩上签名，为这次邂逅留下美好的
印记。”

考察结束后，广美团队的书画家们
由感而发，为七台河创作了《冰雪兆龙
江》《奥运冠军之城》等书画作品。

“冰墩墩”团队
牵手奥运冠军之城七台河

观云

贾士祥

对牛弹琴牛不闻，
莫怪老牛不识音。
只为艺坛太喧嚣，
闲来莫如去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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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成一
上世纪70年代初，我10岁，在

村办小学校读三年级。平时，我们
这些农村孩子做完作业，就是疯疯
闹闹、玩惯有的游戏。记得那年冬
天，和伙伴们玩“藏猫猫”，由于我
已经连续几次被找到，所以这次决
定选一个不易被找到的地方躲起
来。

思来想去，我想到了生产队的
马棚。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跑到
那，钻进马棚旁的草屋里。爬上草
堆顶，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大木箱
子。打开一看，竟是一箱子书。

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见到
这么多书，欣喜若狂。这是我发现
的小秘密，心想可不能让别人知
道，便用些烂草将书箱子重新盖
好。

一连几天，我钻进草屋捧着书
如饥似渴地读。当时正值隆冬，寒
风凛冽，我的内心却被《水浒传》中
英雄人物的故事烘烤得热气腾

腾。那时的我识字不多，却也能连
蒙带猜地看个大概，实在猜不着的
字词就照猫画虎地写下来，过后去
问邻居大姐。看完一本，便借“藏
猫猫”之机爬回草堆放好，再换一
本来读。

那些日子是我童年时代最亢
奋、最快乐的时光。我先后读完了

《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
名著，还看了《铁道游击队》《地道
战》《董存瑞》《黄继光》《林海雪原》
等战斗故事小人书。

一次，我刚埋好书箱，从草垛
上翻下来，就被人一把揪住。一回
头，正对上饲养员李大爷严厉的目
光。李大爷二话没说，扯着我进了
牲口棚：“说，来过几次啦？”

“头一回。”我撒了个谎。
“哼！”李大爷劈手夺回小人

书，掖进怀里。我怕挨揍，赶紧溜
掉。

我自觉心里有愧，晚上早早就
脱了衣服钻进被窝，正提着心，外

面响起了敲门声。门闩响过，先听
见李大爷那低低的咳嗽声，而后是
父亲的问话。

我 猜 准 是 李 大 爷 告 状 来
了。我缩在被窝里，借着昏暗的
灯光，见李大爷扛着一件沉甸甸
的物件进来——正是盛书的箱
子！我心里暗说不好，赶紧用被
子蒙上头，装着睡觉，连大气也
不敢出。

李大爷进屋来，先是打开箱
盖，将书一本一本地取出来，放在
我的被子边上，后又抚摸了好久才
对父亲说：“我无儿无女，只有这些
书啦。小宇这孩子对书挺着迷，是
块读书的料，我就全扛来了。大兄
弟，你让他一本本地读吧，说不定，
将来会派上用场。”

听了这些话，我那抽紧的心猛
地松开了，掀开被子，将那些书紧
紧揽在怀里。

正如李大爷所说，这一箱书，
引导我走上了与书为伴的人生。

张林
在前行的路上，总有一些美好

不期而遇：或许是一段刻骨铭心的
旅程，或许是一处令人难忘的美
景，或许遇见一个彩虹般绚烂的
人。

一个周末，儿子不在家，我接
送孙女去课后服务班。头天晚上，
雪下不小，可阳光一出来，厚厚的
雪就快速融化了，因此路况很差。
为赶时间，我们走得很急，紧随身
后的孙女多有抱怨，但我依然健步
如飞。

将孙女送到了地方，彼此挥了
一下手，算是暂时别过。我迈开大
步将要穿过马路的时候，停在我右
前方20米远的一辆黑色轿车猛然
响了两声喇叭，我以为阻碍了其直
行，迈动步子让开一条道。此时，
男司机见我不明就里，放下车窗，
探出头说了一句：“你的钱掉了！”

我环顾四周，没有旁的人在走
动啊，他一定是冲我好心提醒呢。
我向他示意的地方望去，只见在我

刚才停住掏手机看时间的雪地上，
有两卷纸币随风抖动着。我立即
跑上近前拾起，妥帖地放进了上衣
兜里，然后连忙向这位好心的司机
道谢。

回来的路上，冷风扑面，但这
位车主的善意提醒，却让我如沐春
风，内心暖意融融。

还有一天下午，为妻子办理完
繁琐的出院手续，赶到车站的时
候，已经没公交车了。妻子建议，
再寻摸俩人拼一辆出租车回家。
还好，很快找到了拼车的人，也打
到了车，出了市区，雾霭时断时续，
车速也时快时慢。几经晃荡，妻子
晕车了。她头靠在车窗上，眯着
眼，向我要纸巾。

“晕车呀？我这儿有冰糖，含
一块儿就好受些了。”女司机腾出
右手在挡把后方储物格里取出一
块儿冰糖递给我，见我笑了，她解
释说：“女人坐车好晕车，我就常在
车上备冰糖来缓解。”

我把冰糖递给妻子让她含在
嘴里，内心的阴霾也顿然消散，搭

话也有了温度：“还是女司机细心，
一块糖安抚了胃，也温暖了心。”

“你也蹭一块糖吧！”甜甜的笑
意，在女司机的唇边绽开。我倒真
没客气，接过一块冰糖扔进嘴里。

这之后，车内的我们和女司机
也格外亲近起来，没话找话聊得热
闹。我含在口中的冰糖慢慢融化，
真的很甜，一路的时光都变甜了。

生活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
穿梭于人头攒动的街道，我们不能
被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所掌控，而应
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把平凡的日
子过成诗，找到属于自己的诗意的
生活，这样，所有的美好就会如约
而至。

清晨的朝阳洒在身上，让人无
比的清新温暖；傍晚的夕阳照在心
里，让人禁不住无尽遐想。

时间是个伟大的作者，它必将
写出最好的篇章，对未来有所期许
的人们终将会与美好不期而遇。
让我们带着阳光出发吧，去遇见温
暖；让我们带着微笑前行吧，去遇
见突如其来的幸福。

张俊萍《武生牛》

藏起来的藏起来的
一箱书一箱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