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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中秋节““邂逅邂逅””教师节教师节
看看大家怎么过看看大家怎么过？？

生活报讯（记者张立）这个中秋节
与教师节完美相遇，哈市平房区建安社
区庭院里格外热闹，几位老人们忙拍照
发给远在外地的子女，三五个学生手持

“师恩如山”“老师您辛苦了”的卡片为
老师送上别样的祝福，居民们打卡记录
家门口美好的时光。

据悉，平房区建安街道办事处深入
辖区各小区开展“我们的节日——欢度
中秋”主题活动。各社区在小区广场搭
建了中秋节日背景台，精心设计了“欢
度中秋”主题拍照打卡地。由于疫情，
居民不宜远行，也让很多人不能跟亲人
相聚，社区向小区居民发送了《邀请
函》，大家纷纷过来拍照打卡，拍摄全家
福留念，发给远方亲友，送去祝福。

小区的学生们也都来拍照打卡，手

持“师恩如山”“老师您辛苦了”手卡拍
照，录视频，为教师送上祝福，通过这样
的方式在居民中积极倡导尊师重教的
传统美德。

这个街道过节有新意

搭中秋背景台 居民拍照送祝福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12
日，生活报记者从哈尔滨理工大
学获悉，该校在食堂举办温情中
秋宴，同学们不仅亲手制作了月
饼，还收到了学校赠送的中秋节
礼包，在这个团圆佳节体会到在
家般的温暖。

宴会开始前，后勤管理服务中
心精心准备了制作月饼的原料，由
食堂面点师傅指导学生与领导一

块制作手工月饼。同学们挽起衣
袖，学着面点师傅的样子擀皮、包
馅、压模一气呵成。随后，学生们
品尝了学校精心准备的中秋美食。

学校实行封闭管理，师生共
庆中秋节，以解思家之情。有位
学生正好过生日，食堂为其准备
了一碗热腾腾的生日面。月饼烤
制完毕后，大家纷纷认领自己制
作的月饼，交流制作心得。

高校举办温情中秋宴

同学们学做月饼 开心暖心

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今年中
秋，哈市儿童福利院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陪伴院内孩子们温暖度过中秋
节、教师节。

活动期间，小天使们为敬爱的老
师们制作充满心意的贺卡，对老师献

上衷心的祝福；老师给学前小宝贝们
讲解“中秋节的由来”，职工和孩子们
一起制作一盏盏色彩斑斓的节日花
灯。赏明月、品月饼、吃美食……孩
子们在爱与温暖的包围中度过中秋
节。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10日，家住
大庆市让胡路区的刘女士手机收到了这
样一条信息：“虽有疫情，心在一起，就是
团圆。大庆市民政局联合黑龙江省慈善
会、大庆市慈善会为您发放300元疫情
中秋慰问金，请关注银行账户。”和刘女
士一样收到这条短信的家庭，在大庆市
还有126户。

生活报记者从大庆市慈善会了解
到，自大庆市发生疫情以来，黑龙江省民
政厅、省慈善总会特地专项调拨100万

元捐款给大庆市慈善会，用于大庆市的
疫情防控。大庆市民政局联合省慈善
会、市慈善会，为大庆市萨尔图区、龙凤
区、高新区和让胡路区受疫情影响的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共计127户，分别发去
了300元的中秋慰问金。

“疫情期间，我们特意联系了联通公
司通过发短信的方式通知下去，并通过
银行转账这样无接触的方式，为分散供
养特困人员送去节日的温暖。”采访中，
大庆市慈善会秘书长杨成表示。

大庆127户特困人员
收到中秋“红包”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中
秋节，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
为园内150余种2000余只动
物准备了特殊的节日美食——
中秋月饼。

今年2岁的小非洲狮“杭
杭”是个外表优雅高傲的小美
女，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吃
货。中秋节，“杭杭”最先发现
了饲养员藏在草丛中的纯肉大
月饼，它快乐地跑过去围着月
饼转圈圈。

10岁的金丝猴“聪聪”和4
岁的金丝猴“七仔”是一对性格
迥异的亲兄弟。看到饲养员端
着月饼走来，哥哥“聪聪”沉稳

地坐在地上耐心等待，性急的
“七仔”心急火燎地伸出小胳
膊，对饲养员阿姨卖萌撒娇要
好吃的。

豚尾猴“小平头”丝毫不顾
忌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颜
面，飞快地吃完自己那一份月
饼。

鹤的月饼乍一看牛肉馅、
鸡蛋、胡萝卜等十余种馅料颜
色十分漂亮，仔细看就会发
现，月饼里有很多活虫子在
动。这些是鹤群最喜欢的食
物之一——面包虫，所以鹤群
非常欢喜，仨一群俩一伙跑来
啄食。

围着转圈圈 卖萌撒娇讨要

动物吃起专属“月饼”

做花灯、赏明月、品月饼、送贺卡

福利院娃娃们花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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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氧泉负氧离子液诚招全国代

理商，负氧离子液使用方便，持久释
放负氧离子，含量达5000/cm3净化空
气，抗菌除醛，新房净化、学校、办公
场所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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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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致电

18249724111
1361364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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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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鑫龙汽配维修中心
鑫鑫龙汽配

维修中心开业了！专
业维修：长城，金杯，
丰田，本田，尼桑，大
众，发动机大修，保
养、换油、钣金喷漆、
内燃 底盘及配件。

电话
0451-82716843
15124586000
地址：马端街16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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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机器轰
鸣、车辆如梭……哈尔滨地铁3号线
西北环施工正酣。为保障地铁3号
线西北环早日通车，中秋假期，4200
名地铁建设者放弃休息、坚守岗位，
加紧施工，为2024年项目通车目标
提供有力保障。

中秋节当天，生活报记者来到地
铁3号线西北环北马路站至靖宇五道
街站铺轨基地看到，伴随着机械轰鸣
声，地铁3号线的轨道正在一段段向下
一站延伸。该标段项目总工李洪龙告
诉记者，为了让哈尔滨地铁3号线尽早
开通，工人们不分节假日奋战在建设
一线，“目前正在进行轨道铺设工作。”

李洪龙说，为了更好地降低地铁

列车通过时的噪音、提高旅客乘车舒
适度，减少列车通过时的振动对地面
建筑的影响，施工部门在太平桥站至
靖宇公园站、北马路站至靖宇五道街
站等多个人员稠密的重要区段，采用
了钢弹簧浮置板道床，这相当于给道
床装上了“席梦思”。据测算，地铁列
车通过这种钢弹簧浮置板道床时产
生的噪音，将比一般道床减小15分
贝以上。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哈尔滨地铁
3号线二期西北环靖宇五道街站至
清真寺站区间铺轨工作，左右线正在
同时施工，预计今年年底道外段北马
路站至太平桥站4站4区间将完成
铺轨任务。

4200名地铁建设者
放弃假期“火热”施工

生活报讯（记者于
海霞）10日中秋节假期
首日，哈达果蔬批发市场
生意红火，当日累计交易
蔬菜 1189.48 吨、水果
1419.69 吨。哈市南岗
区市场监管局抽调人员
实行24小时驻场管理，
共接待检查入场车辆
1910台次、人员6878人
次，入场及工作人员“核
酸+抗原”检测结果均为
阴性。目前，市场主要蔬
菜、水果价格未出现明显
波动，市场供应充足稳
定。

检查人员还以农贸
市场、商超消费量大的月

饼等应节食品为检查重点，督促经营者落实好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索证索票义务，严禁销售
过期变质、“三无”食品，严把节日食品安全关。

哈达蔬菜水果交易火爆

市场部门24小时驻场检查安全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12日，
生活报记者获悉，中秋假期，哈市交
警部门共出动警力5500余人次，警
车900余台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5
万余件，全市道路交通环境整体安全
平稳有序，未发生较大以上道路交通
事故。

重拳整治酒驾醉驾、疲劳驾驶、
货车超载、客车超员、违法停车、电动
车乱穿乱行等突出问题。强化高速
公路、国省道及城郊、农村等秩序混
乱、夜间薄弱时段和违法事故多发点
段的巡查管控，严厉打击低速载货汽
车、拖拉机违法载人等严重交通违

法。节日期间全市累计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5万余件，市区内查处酒驾违
法120余件。

集中筛查各辖区“两客一危一货
一面”重点车辆安全情况，同时全面
排查事故多发、隐患突出路段和恶劣
天气多发点段，并通报相关部门及时
整改，节日期间未发生较大以上道路
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四项指标同比全
面下降。节日期间，交警部门共组织
开展各类宣传活动240余次，发放宣
传 资 料 2600 余 份 ，通 过 交 管

“12123APP”推送交通安全提示信
息850余万条。

冰城交警保节日交通安全

查处交通违法5万余件

生活报讯（记者史
天一）杨晓玉是哈尔滨
市公安局呼兰分局光明
派出所所长，他的妻子尹
春静是呼兰区第一人民
医院妇产科大夫。“公安
蓝”与“天使白”，本就聚
少离多的他们，中秋节再
次舍弃了小家的团圆，选
择了守护大家的平安。

今年8月末，疫情来
袭，几乎同时接到命令的
两人不约而同地从单位
赶回了家，帮着对方收拾
需要带走的随身物品。

“这段时间要在单位住
了。”“我也是。”两人默契
一笑。

“这几个点位群众较
多，要加大巡控力度。”“近
几天有全员核酸，要增派

人手，一定维护好现场秩序。”连续多天连轴转的杨晓玉
结束了早会，合上了写满工作的笔记本。“咱爸妈让大姐
他们接走照顾了，勿担心，做好防护、注意休息。”他默默
打开手机看着妻子发来的微信，心里多了一份踏实，也
多了一丝愧疚。中秋假期，卡点执勤、核酸检测……他
始终在单位坐镇指挥，与战友们一道守护万家灯火；她
依旧在病房内聚精会神，帮助无数个家庭迎接新生命的
诞生。

民警杨晓玉、医生尹春静夫妇

一个留守单位指挥
一个在病房迎接新生儿

生 活 报 讯 （记 者 周
琳）生活报记者获悉，10
日，哈医大一院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二病房张天虹主任
带领于健副主任、司祺护士
长等医护人员，为患者们送
去月饼和水果，并送上节日
的祝福。

张天虹主任询问患者
的身体状况和治疗效果，并
鼓励大家保持良好的心态，
积极配合治疗，早日康复。

“大白”和患者一起过中秋

中秋假期
我们的团圆我们的团圆 因为有他们的因为有他们的 守守坚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