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02A

我省曝光16起欺诈骗保典型案例

解除医保协议102家 暂停医保380家

我省规范加油站安全管理 工作人员和司机注意了

加油区禁打电话扫码看视频

13A

A叠：要闻·体彩·时事·文娱 今日彩票中奖号码刊发在A02版 每份1元 发行服务质量监督热线：（0451）84657610 84671553 读者纠错热线：84652201

哈尔滨天气预报 19日
-14℃
-21℃

白天
夜晚

-13℃
-23℃

白天
夜晚

18日 20日
-10℃
-16℃

白天
夜晚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2 本报官博

3 龙头新闻APP

本报官微1

4 生活报网

种

报料方式
报料热线 4 生

活
报
官
方
微
信

龙
头
新
闻

主管/主办：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出版：生活报社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23—0017 代号：13—37 总第11257期 今日16版

记 录 时 代 风 云 推 动 社 会 进 步

2020/12/18
星期五

庚子年 十一月初四

““嫦娥嫦娥””带月球带月球““土特产土特产””回娘家回娘家

咱哈工大贡献多项咱哈工大贡献多项

“哈尔滨松北区凯利U盘公寓供热不达标”后续
物业发暖风再不达标退热费
供热期结束后整改管线
AA0707

本报推荐暖心大学生张思源故事
获正能量特别奖五千元
AA1212

首届“未来影像·冰雪电影展”
今晚“揭面纱”

AA1616

最高5000元补贴1000元

哈尔滨市政府
第六轮消费券明日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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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1010

““硬核硬核””技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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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地点：哈尔滨音乐厅（群力大道1号）
业务电话：0451-84692455 售票电话：0451-84699400
关注最新演出资讯，请加入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yyt0451

哈尔滨音乐厅演出

2021哈尔滨新年音乐会
时间：2020.12.31 19:00 /22:00
票价：100元、280元、580元、880元、1280元

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 歌剧《费德里奥》音乐会版
时间：2020.12.19 19:00
票价：180元、280元、380元、580元、880元、1280元

“天籁之音”管风琴音乐会
时间：2020.12.21 18:30 票价：50元

星期日音乐会—音乐下午茶 林率帅小提琴独奏音乐会
时间：2020.12.20 15:00 票价：50元

岁“悦”之声——哈尔滨城史文物馆10周年
奥斯卡获奖电影原声之夜大型交响音乐会
时间：2020.12.25 19:00
票价：50元、80元、120元、180元、280元

生活报讯（记者 吴海鸥 王雪莹）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记者获
悉，首届“未来影像·冰雪电影展”，将
于 12 月 18 日至 21 日在哈尔滨举
行。电影展以“科幻融入影像，电影
创造梦想”为主题，分为开幕式、电影

展映、专题研讨、“棱镜奖”短视频征
评等环节，意在聚焦黑龙江影视文
化、推介黑龙江特色冰雪旅游、推动
黑龙江文旅产业发展。本次电影展
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江省
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中共哈尔滨市委
宣传部、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作为支持单位，融创文化集团和融创
中国华北区域集团承办。

18日晚，电影展将在哈尔滨大
剧院举行开幕仪式。届时，导演陆
川、演员江疏影作为推广大使到场，
并针对冰雪题材创作的可能性，以及
对黑龙江和冰雪的印象进行推介。
此外，殷秀梅、王铮亮、董宝石等明星
也将带来经典歌曲。19日当天，还
将举办3场电影产业专题研讨会，届
时，导演陆川、作家饶雪漫、《姜子牙》
导演程腾等影视产业精英，以及青年
学者、业界技术专家齐聚一堂，为黑
龙江未来的影视产业发展贡献智
慧。电影展期间，《流浪地球》《疯狂
外星人》《智取威虎山》《被光偷走的

人》《缝纫机乐队》《捉妖记》《我和我
的家乡》等口碑佳作也将重返银幕，
为观众提供文化大餐。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影展还设置
了短视频、短片和故事文本的创意征
集环节。其中短视频环节面向所有
热爱原创内容的创作者，征集时长在
5分钟内，以“冰雪”或“科幻”为主题
的内容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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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票房破150亿

中国电影市场首次中国电影市场首次
成为成为““全球票房第一全球票房第一””原班人马重聚原班人马重聚 杨采钰杨采钰 张佳宁加盟张佳宁加盟

《《大江大河大江大河22》》周日开播周日开播 生活报讯（记者 王
雪莹）自7月20日中国
电影行业复工复产以
来，在《八佰》《夺冠》
《我和我的家乡》等电
影的助力下，仅仅4个
月便创造了 150 亿元
的电影票房纪录，中国
也首次成为全球票房
第一的电影市场。

记者从中影中数国际影城获悉，《八佰》以
31.09亿票房位列第一。该片自8月21日上映
后打破了多项票房纪录，并有效拉动影院复
工。《我和我的家乡》拿下28.28亿，位列今年票
房总榜第二名。《姜子牙》收获16.02亿，成为第
三名。《金刚川》票房11.20亿元，跻身第四名。

“第一梯队”四部影片票房均过10亿，《夺
冠》《除暴》《宠爱》等“第二梯队”影片票房也均
破5亿。其中，《夺冠》还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
第93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警匪片《除
暴》在取得良好票房成绩之际，已官宣会打造
《除暴2》。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跨年将近，《神
奇女侠1984》《紧急救援》《拆弹专家2》《晴雅
集》等“大片”也将陆续上映，继续为2020年的
票房市场添一把火。

生活报讯（记者 王雪莹）2018
年，电视剧《大江大河》在观众圈反
响热烈，豆瓣拿下8.8的高分。暌违
两年，由王凯、杨烁、董子健、杨采钰
领衔主演的《大江大河2》将于12月
20日登陆东方卫视。该剧延续第

一季内容，以雷东宝、宋运辉、杨巡
的奋斗历程为背景，展现了中国20
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经济领
域的改革、政治领域的变革以及社
会生活的变化。

近日，片方发布了一支“时代
篇”片花，杨采钰、霍青、李光洁、孙
艺洲、张佳宁等新面孔纷纷亮相。
记者注意到，在三分钟的预告中可
以看出主人公们各自事业的进程：
宋运辉离开金州化工厂，前往东海
开辟新天地；让小雷家脱掉“贫困帽
子”后，雷东宝继续带领村民办企
业，走上致富路；从跨越山头卖馒
头，到经营扬子街市场，再到瞄准东
海新城市的发展潜力，杨巡这一路
也从未放弃努力。此前接受采访
时，王凯表示第二部比第一部更精
彩：“宋运辉变化很大，从一名技术
人员成长为厂长。身份变了，肩上

承担的责任也更大了，他在那个位
置上有很多不得已。”王凯还透露
到，宋运辉和程开颜最终分开了，但
两人分手的原因很有意思。据悉，
遭遇婚姻变故的宋运辉，继而与留
学归来的梁思申上演一场“师生
恋”。雷东宝因行贿出狱后建立雷
霆公司，给电线找到了销路。在宋
运萍去世后发誓终身不娶的他，却
与韦春红再婚。接下来他和曾经的
小舅子宋运辉之间会发生哪些情感
变化，令网友们好奇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的主题
曲《和光同尘》由周深演唱，旋律和
歌词超有感染力。记者看到，网友
们对这首歌纷纷打出好评：“唱出了
中华民族在历史洪流中复兴的感
觉，听着听着就让人不知不觉地湿
润了眼眶，但并不是悲伤，而是带着
激励和希望。”

《长安伏妖》明年初上映

保剑锋保剑锋 迟帅成迟帅成““情敌情敌””
陆川陆川 江疏影担任江疏影担任““推广大使推广大使

100100余位国内知名艺人出席余位国内知名艺人出席

生活报讯（记者 王雪莹）作为明年开年的
东方玄幻巨制，由李力持、王凯执导，保剑锋、克
拉拉、贾冰、吴孟达等人主演的《长安伏妖》，将
于2021年1月8日上映。记者从金安国际影城
获悉，电影延续了经典港片的喜剧风格，讲述了
妖魔伺机卷土重来为祸人间之际，厨师“李长
安”误入漩涡临危受命，加入“长安六骑”对抗妖
魔拯救苍生的故事。

17日，该片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各主创悉
数亮相分享幕后花絮。由于片中都喜欢女主角
公孙玉，以至于在现场的保剑锋和迟帅被主持
人要求公平竞争，一旁的“大舅哥”邱雨烁笑称：

“妹夫都很优秀，实难抉择。”随后，大家开始介
绍起片中“地表最强搞笑天团”——六骑司。张
磊表示自己扮演的“契勒”虽武功高强，但却是
个吃货，被保剑锋一盘羊肉收买得服服帖帖；钟
夫翔介绍自己饰演的“费龙”是这个团队里的医
术担当，给妖怪验尸很有意思。保剑锋透露自
己是第七骑，因做饭太好吃抓住了大家的胃，才
得以加入。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有1300多个特效镜
头，大到盗墓场景、妖魔鬼怪，小到几乎能忽略
不计的蚂蚁都及具冲击力，堪比好莱坞大片。

社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号 邮政编码 150010 生活报电话：广告部（0451）84691043 84652819 承印：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