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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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里道外

群力江北
南岗哈西

15245102858
15245156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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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于海霞）29日，
哈市防指组织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视频
调度会议，分析研判近期降雨形势及
江河洪水趋势，调度相关地区和部门，
听取情况汇报，安排部署当前防汛工
作。

会议要求，要强化应急响应，充分
发挥高级别预警信号和应急响应启动
衔接机制作用，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
实各项预案措施，做足各项应急准备，
提前部署防灾救灾应急物资、装备和
力量。各区县(市)防指接到预警不能
等，要第一时间响应，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本地区响应等级。各相关部门接到
预警要迅速按照行业标准、行业预案
做出判断，及时果断采取停课、停工、
停运及转移避险等应急措施，将损失
降至最低。

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郑州“7·
20”地铁淹水倒灌事件、今年“7·12”五
大连池山洪事件教训，紧紧盯住中小
河流和可能发生山洪泥石流的部位，
盯住除险加固和跨汛期隐患整改水

库，盯住城区易积水路段、下沉式立交
桥、地下建筑物等城市低洼易涝区域，
盯住地铁车站及周边地下室、城市管
线等淹水倒灌风险点，加强力量、备齐
物资，做好临战准备。统筹做好汛期
安全生产工作。

要防范城市内涝，织密织牢城市
防洪排涝管理网格，将组织责任、灾害
预警、避险转移、应急抢排等防范应对
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层层建立防御
关口。要排查低洼地段、地下空间、桥
涵隧道等重点部位。要及时启动联动
工作机制，一旦出现极端情况，坚决执
行最高等级响应，地铁该停工的停工、
该停运的停运，并做好人员疏散安置
等各项工作。要严格落实汛期24小
时人员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确保指
挥体系运转高效、政令畅通、调度顺
畅。

另外，要在重点河段明显位置设
置警示标识，设立必要隔离设施，加大
防溺水安全宣传警示力度，坚决避免
发生人员溺亡事件。

哈市防指召开防汛会议

紧盯中小河流确保汛期安全
如接到预警 及时停课、停工、停运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 文/摄）按
照全市“能力作风建设年”工作部署和
安排，市城管局聚焦城市管理难点，以
切实增强城管工作质效、全面提升全
市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为目标，哈市
各城区积极响应，打响了背街背巷和
城乡结合部、铁路沿线、出城口等薄弱
环节卫生整治攻坚战。

香坊区在进行全面整治的基础
上，层层落责，建立月考核机制，对各
街道办事处负责的背街背巷、居民庭

院、铁路沿线每月进行考核排名，对生
活垃圾分类开展情况单独进行考核排
名，奖优罚劣，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此外，哈市一些城区环卫部门还
把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的机扫水洗
作业部位，从车行道、人行道，拓展到
路边石、隔离带和门前踏步，对商圈周
边和背街背巷等问题集中部位，采取

“伴随式”保洁、“定岗式”看管和“全天
候”守护。

针对小区自建道路、出入路和企

事业单位门前道等街路清扫保洁作业
红线外的区域，香坊环卫部门针对环
境卫生质量差、积尘多的区域，开展清
扫保洁范围延伸作业，进行强化清理
和水冲洗组合作业，全面提升辖区整
体环境卫生质量。

在公厕管护方面，哈市香坊、道外
等城区环卫部门要求管护人员配齐配
全便民备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每天
多次定时喷药消杀，保持内外环境整
洁，管护措施落实到位。

城区背街背巷 城乡结合部 铁路沿线 出城口

哈市开启
大扫除模式啦！

生活报讯（周晓舟 记者栾德谦）
30日，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30日10时16分，黑龙
江省哈伊高铁铁力至伊春段（以下简
称哈伊高铁铁伊段）跨S207省道2号
特大桥施工现场，随着施工人员操控
架桥机启动首榀预制箱梁的架设工
作，标志着哈伊高铁铁伊段建设正式

进入架梁施工阶段，为后续全线铺轨
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哈伊高铁铁伊段位于黑
龙江省中部，是我国目前在建的最北
端高速铁路，线路起自铁力市，终至伊
春市，全长111.4公里，线路设计时速
250公里，桥梁占比达26.9%。

图片由原勇拍摄图片由原勇拍摄

我国最北高铁

哈伊高铁铁伊段进入哈伊高铁铁伊段进入““架梁阶段架梁阶段””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为有效消除
安全隐患，近日道外城管局摊区办开展
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对全区28个
街路市场摊区燃气进行安全检查工
作。经排查，道外区市场摊区总计352
个业户涉及燃气使用，对这些业户，摊
区办对燃气安全使用方面进行了统一
的规范管理。要求区内全部市场经营

方必须建立燃气使用安全台账，每日进
行自检自查，并将自检自查结果按固定
周期进行汇报，针对自检自查存在问题
的摊位，一经发现立即停业。同时要求
所有涉及燃气使用的352个摊位，将原
有的506个液化气罐全部更换为新式
具备追溯二维码的液化气罐，并安装切
断式报警器，各摊位保证一罐一灶。

道外区352个摊位换新式液化气罐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近期，哈
市交警部门开展酒醉驾交通违法治
理。其间，一醉驾男子遇交警夜查时竟
与同车女友换驾企图蒙混过关，最终难
逃法律制裁。30日，全市共查处酒驾
交通违法32件。

监控底下换驾看“真亮儿”的

行动期间，一辆长安牌汽车在距离
哈双路农机校门前检查点30米时突
然 停车，一男子自主从驾驶室走出迅
速坐进第二排左侧位置，副驾驶一位女
士则从车后侧绕行进驾驶位完成换
驾。这一过程，被执勤交警看得清清楚
楚，立即将该车截停，打开车门后一股
浓烈酒精气味扑面而来，该女子神情也
十分慌张。经询问，女子承认了换驾的
违法事实，称是男子从家中驾车至酒驾
查处地点，看到有交警夜查便想通过换
驾来逃避处罚。然而，男子却拒不承
认，经检测，其酒精含量为 140mg/
100ml，涉嫌醉酒驾驶。随后，执勤交
警又调取了沿线的监控视频，视频中清

晰显示，在当日22时33分，两人在哈
双路的最左侧车道用时14秒完成换
驾，随后被执勤交警控制。在事实面
前，该名男子也承认了违法事实，他也
将面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
重新取得，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严厉处
罚。

二次酒驾被查狂扇自己嘴巴

交警太平大队在行动中还查处了
一名二次酒驾的人员，当日，陈某庆驾
驶一辆白色轿车在邻近检查点时突然
弃车逃跑，执勤民警立即进行堵截并
控制。令交警吃惊的是，该人在检测
酒精时突然狂扇自己十多个嘴巴，并
且还哭了起来。经检测，酒精含量为
46mg/100ml，达到饮酒驾车标准。
在交警询问下，该人承认，他曾因酒驾
被松北大队取缔过，此次再次被查，感
觉十分懊恼和后悔，所以才出现上述
行为。然而，此时后悔已晚，他将面临
10日以下行政拘留、2000元罚款、吊
销驾驶证的严厉处罚。

哈市交警一天查处酒驾32件

醉驾男拒不承认
监控底下换驾看“真亮儿”的

闪电

沈继庚

银光闪烁破天幕，
长空秒杀万里埃。
摧枯拉朽杨威力，
惊悸束束花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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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如果您有精彩的老年故事，
可以提供线索或拍成视频；如果
您有丰富的出游体验，或是您有
满意的书画作品、诗词也可以投
稿；本报设立《贺寿》栏目，家中老
人寿辰，可以刊发照片及祝福文
字，留作纪念哟！

如果您希望自己的身影、作
品在生活报或者龙头新闻作品频
道展示，那就快快参与吧！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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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茶座答案：锦上添花

一棵泡桐树

徐景财
望着满头大汗，背着80岁老母

亲楼上楼下检查，走起路来两腿打颤
的杜金凤，街坊邻居、医生护士、认识
的亦或不认识的都向她投来敬佩的
目光，竖起了大拇指。她，就是黑龙
江省绥芬河市新华社区集资小区居
民，已经52岁的杜金凤，大家都夸她

“老太太养了个孝顺的女儿！”
事情缘于老母亲的一次心脏病

发作，情况紧急，杜金凤瘦弱的身躯
立刻伟岸高大起来，背起老母亲冲下
楼去，一路小跑把母亲送到了医院。
检查、化验，直到给老母亲挂上滴流，
几近虚脱的杜金凤靠在床边喘着粗
气。

正是从这一时刻起，杜金凤时刻
陪伴在老母亲的身边，一心一意照顾
她的饮食起居，调理身体。老母亲望
着昼夜为自己忙碌的闺女，心疼地
问：“你背着妈妈累不累啊？”。唠起
老母亲，杜金凤打开了话匣子。从小
生活在农村的她，印象中，母亲有忙
不完的活，忙完炕上忙地下，忙完屋
里忙外面。经常哼着歌谣哄着孩子
们入睡，手中却不停赶着针线活，为
全家人一针一线缝补穿戴，日夜操
劳。

经过岁月的洗礼，老母亲一头青

丝已然换成了银发，身躯也佝偻着，
不再挺拔。杜金凤说，世间什么都可
以等，唯独孝不可以等。“您陪我长
大，我陪您变老。”“我愿做母亲的眼，
领略世间的美好；愿做母亲的腿，丈
量着世间冷暖。”

不仅仅是在“小家”付出着，在
“大家”杜金凤也奉献着自己的力
量。在去年的一次大暴雨中，她舍身
忘死，勇敢地从洪水中救出来一位中
年妇女，被黑龙江省文明办授予见义
勇为“龙江好人”荣誉称号。

马秀苇
每天晚上，我都在这棵树下

散步。冬天，树干光秃秃的，枝丫
独对白茫茫的路灯。春天，桐花
开了，树枝沉甸甸地低垂下来，散
发着浓郁的香。夏天，翠绿的叶
子挤满了枝条，稠密得连阳光都
射不透。秋天，残黄的树叶一片
片随风飘落，树枝一天天变得稀
疏起来。

月夜下，路灯照着桐花显得格
外安静。一串串桐花低垂，千朵万
朵缀满枝头，皎洁的月光，紫色的
花朵，满天的星星，空无一人的小
巷，此情此景，心灵在经历万千浮
华之后，融入一片安静。

习惯了每天晚上来到这棵树
下散步，花开花落里，情绪起起伏
伏。经历过悲欢离合，坎坎坷坷，
树依然挺立在这里，一抬头就看见

了它。一年四季，它以不同的
姿态陪伴着我。繁忙的时候，
我忽略了它；不幸的时候，又忘

记了它；快乐的时候，想不起它。
就这样，以植物的安静，存在于我
的生活。

在我的老家，房前屋后都种着
泡桐树，每年春天，桐花压弯了枝
头，一簇簇在风中摇曳，年少的我
经常在花下驻足，惊叹于花开的美
好，期待外面的世界，心灵像阳光
般明丽、春花般灿烂。正午，我在
窗前练字，一抬头看见窗外的桐
树。碧绿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
光，像海上的波浪；风吹过，树叶沙
沙地响，像欢乐的乐曲。原来我从
来都不是一个人在这里。雨天，我
在窗前读书，书里有一个人的世
界，我跟随他游历了一生，又回到
现在。合上书页才听见，窗外雨水
打在树叶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时
急时缓，似万马奔腾，似竹林幽
径。清新的空气和着叶子的绿迎
面扑来，小屋成了人间天堂。树离
房子近，到了秋天，枯黄的落叶铺
满小院，刚打扫过，又落下一层。

年轻的时候，我带着孩子从树
下经过，上学放学，赶路匆匆，经常
忽略了它的存在。一晃孩子长大
了，去了遥远的海边，宁静的夜晚，
我在树下仰望天上的明月，想起孩
子小时候写过的作文，说过的话，
想起他和我手牵手在月光下散步，
也想起他现在生活的城市。“好大
一棵树，绿色的祝福”，手机播放这
首歌时，我站在树下，思想在人与
树之间切换，感悟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一首歌，反复地听；一棵树，久
久地看。歌听不厌，树看不烦，情
感的表达何其自由。睹物思人，人
已不在，徒留精神，传承相继。桐
花纷纷飘落，美好永存记忆。

今夜，我又来到树下散步，树
是一个可以疗伤的地方。花落后，
叶子生起来，不知不觉已密密长满
了枝条。宁静的夜晚，在树旁独对
天上的星月，感叹人生美好却又短
暂。余生不多，我希望不打扰别
人，也不被打扰。

郑建辉《开卷·新篇》

老了也做母亲的
贴心小棉袄

新华社发（图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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