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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刊登电话

王萍13351116219

搬家专栏

老年公寓
一元养老公司
招自理、半自理卧床老人、吃的好、
住的好、玩的好、照护好、交通便利，
配套齐全、药店、洗衣房 、食堂、护
士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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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3651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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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誉搬家
15331886393
15904504951
18245175648

居民 公企 大学生搬家 长短途搬运 空调安装
专业拆装家具 钢琴 可开发票 配货物流
道里
道外
群力
哈西
南岗
香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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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当天办理，次日见报。

也可线上定稿，邮寄报纸。

84681180
15004697804

招 聘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哈尔滨卓易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安防产
品、家庭防盗报警系统设计安
装企业。

公司承接
闭路监控，远程监

控，门禁系统，停车场一
卡通、入侵防盗系统、防
盗报警、视频会议、公共
广播、楼宇对讲、电子显
示屏等智能建筑弱电系
统的工程设计及安装。

应用领域
政府机关、银行、公

共交通、体育场馆、学校、
商场超市、小区、娱乐场
所及公共建筑设施场所。

公司拥有专业的销售团
队，及在安防领域具有深厚技
术力量的专业施工队伍。坚持
“以人为本，科学经营”的管理
理念，以“用户至上，信誉第一”
的优质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
认可和信任。

诚 聘

招聘：技术实习生10人
岗位要求：
1、监控、计算机及办公

设备安装调试。
2、有责任心，良好的沟

通能力。
3、工作认真，态度端正。
薪资待遇：

2800-3500元/月，试用期6
个月，试用期转正缴纳五险。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
南通大街 258 号船舶电子
大世界西区356室

联系人：张经理
电 话：15945696495

招聘美容师若干名，年龄
35岁以下，有工作经验，基本
工资3000～5000！不封顶，以
奋斗者为本。

招聘美容学徒若干名，年龄
三十左右，有工作经验工资面
议！家住道外者优先。

地址：道外区太平桥地铁一
号口百盛 D2座803室

电话：13359513290 范女士

招 聘
天沐肌肤身材管理工作室

生活报讯（ 见习记者齐杨如意 记
者吴哲）8月 21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21096期开奖。当期开奖号码为：前区
07 08 10 20 21，后区01 05。

本期一等奖开出10注分落6地，其
中8注基本一等奖单注奖金846万，2注
追加一等奖单注奖金1523万，福建中出
5注基本一等奖，山东和广东各中出一
注追加一等奖，浙江、四川和云南中出1
注基本一等奖。

二等奖开出204注6.9万，其中64
注选择追加，多得奖金5.5万。本期大乐
透全国销售金额为2.97亿元，计奖结束
后奖池余额9.27亿元。

广东中出的1523万元出自深圳，中
奖彩票为一张2注号码、6元投入的单式
追加票。

福建中出的5注846万元全部出自
泉州一体彩实体店，中奖彩票为一张5
倍投注的5+6复式倍投票，单票擒奖
4539万元。

本期一等奖总计返奖9819万元。

大乐透

福建彩民
单票独揽4539万

生活报讯（许褚）16日，体彩大
乐透第21094期，前区开出号码05、
06、24、27、33；后区开出号码 05、
12。当期一等奖开出6注，其中4注
为99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2注为
1782万元（另含792万元追加奖金）
追加投注一等奖。四川成都一购彩者
凭借一张1注号码、3元投入的单式追
加票，命中追加投注一等奖1注。

17日上午，中奖者现身四川省
体彩中心兑奖大厅领取了大奖。中
奖者是一名20岁出头的年轻小伙，
和他一起来领奖的还有他的老婆和
兄弟。

中奖者表示，16日上午下班后
他路过一家体彩店，身上正好有3块

零钱，就进去机选了一张彩票。当天
晚上开奖后，他一查中奖号码竟发现
一模一样，期号、开奖日期、中奖号码
等反复确认了好几次，感觉就像做梦
一样不真实！

中奖者介绍，他从16岁就进社
会打拼，白手起家一路走来很辛苦。
因为兄弟介绍，两个月前来到成都寻
找创业机会，最近一直苦恼资金问
题，没想到一次不经意的投注收获了
大幸运。成都是他的福地，接下来他
打算好好利用这笔奖金发展自己的
事业，在成都安家落户。

确认中奖后，中奖者第一时间和
老婆分享了这个喜讯，电话那头的老
婆还不敢相信，他索性给老婆订了第

二天上午一早飞成都的机票，让她和
自己一起领奖。中奖者说：“这几年
创业吃苦受累，钱也没有挣到多少，
但老婆却很心疼他，没有一点怨言，
奖金到手后要好好补偿老婆，两个人
好好携手走下去。”

小伙3元擒大乐透1782万
创业很累用奖金补偿老婆

体育彩票
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协办

生活报讯 (记者黄迎峰）8月6日，
齐齐哈尔市讷河市公安局第一派出所抓
获一名涉嫌诈骗的网上在逃人员，追回
全部赃款6500元。

据悉，2019年4月6日，犯罪嫌疑人
薛某通过某软件附近的人功能添加受害
人王某。两人开始聊天，聊天过程非常

愉快。王某在聊天过程中说想租一个房
子，薛某称自己有房子出租，二人约好第
二天早晨在讷河市利民小区见面，薛某
提前订好日租房，待王某到达后薛某带
其看房。

王某对房子比较满意，薛某称这
个房子是其朋友的，还称其朋友腿脚

不方便，让王某把租房款 6500 元给
他，由其转交房主。王某随即将6500
元租房款交给薛某，薛某离开后手机
关机。

当日王某到派出所报案，报案后派
出所民警通过调查锁定犯罪嫌疑人薛某
身份，薛某系累犯，有两次同类犯罪前

科，且反侦察意识较强。2021年被讷河
市公安局列为网上逃犯，接下来的时间
民警始终都在追查薛某下落，2021年8
月16日，犯罪嫌疑人薛某在哈尔滨市道
外区美馨家园附近被第一派出所民警抓
获。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日租客装成“二房东”

男子挑“附近的人”下手
骗房租 元

生活报讯（一辰）“买了这么多
年体育彩票，我终于收获了属于自己
的幸运。”8月9日，大乐透第21091
期开奖，浙江省台州温岭中出1注一
等奖，奖金合计1030万元。

日前，中奖者代表赵女士来到
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领取了奖
金。据赵女士介绍，本期中奖的这
张“12+3”复式票是她和朋友们一
起购买的，“我们住得比较近，就经
常一起买彩票，大乐透居多。”赵女

士告诉记者，因为一起买彩票的人
比较多，选号码时你一言我一语，
为了让大家心仪的号码都能出现在
票面上，所以大多数时候都会买复
式票。“我们一起买彩票，不知不觉
过去十多年了，中间也陆陆续续中
过几次小奖，但大奖还是第一次
中。”

“其实我们刚刚错过了几千万元
奖金。”赵女士惋惜地说，“上一期大
乐透，我们买了一张3倍追加的复式

票，因为前区的号码差了一个，没能
中得一等奖，错失了几千万的奖金。”
记者查了一下，前区差一个号码那就
是中“4+2”，只有四等奖，奖金3000
元，确实挺遗憾的。

经历了上一期的遗憾之后，这一
期赵女士等人在购买大乐透时保守
了一些，没有进行追加和倍投，错失
了可观的追加奖金。“不过我们的运
气已经很好了，连中两期大乐透，算
得上惊喜连连！”

合买团中大乐透1030万 上期刚“错失”数千万

生活报讯（记者史天一）哈市
一男子一人分饰多角，冒充买家和
卖家专骗同行……近日，哈尔滨市
公安局道外分局刑侦一大队现行中
队抓获一名专门利用虚假购物形式
对同行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

李某从事五金行业，一天，一个
陌生的微信号加了自己，说要购买五
金配件，但是李某做的小本生意，一
时间拿不出那么多配件，后来看到朋
友圈的同行在发布大量售卖五金配

件的信息，便想到做个中间商，赚点
差价。李某跟买家谈了许久，对方资
金充足，二话不说就打来了2000元
定金，李某一看这生意肯定成了，想
到这么容易就能赚到差价心里乐开
了花。收到定金后的李某放松了警
惕，向朋友圈的同行订购了2万元的
五金配件，谁知等来的却是被ps过
的虚假订单，结果钱货两空，他赶紧
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刑侦一大队现行

中队侦查员当即开展工作，锁定犯
罪嫌疑人张某远，并将其成功抓获。

原来，张某远几年前在老家从
事五金行业，添加了很多五金行业
同行的微信号。来到哈市后无所事
事，他便动了歪心思，想通过认识的
同行骗点钱花。张某远重新注册了
一个微信号，并用新注册的微信号
添加老微信号里从事五金行业的同
行李某，同时在老号的朋友圈里发
布大量售卖五金配件的信息。通过

冒充买家，提前预付2000元定金，
获取李某信任，以着急索要五金为
理由催促李某尽快发货。李某将货
款打到张某远账户后，张某远以卖
家的身份将ps过的虚假订单发给
李某，伪装成已发货的假象来骗取
钱财。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远已被
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初步核实涉案金额近2万元，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男子一人分饰多角 骗同行2万元“戏精”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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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环球自然日”活动中，黑龙江赛区的选
手总能脱颖而出。近日，生活报记者从该活动黑
龙江赛区的承办方——黑龙江省博物馆处获悉，
环球自然日2021年度总决赛中，黑龙江赛区再创
佳绩，最终获得了一等奖20组，二等奖14组，三
等奖17组的优异成绩。

环球自然日活动是一项旨在激发中小学生对

于自然科学的兴趣，并提高其研究、分析和交往能
力的课外科普教育活动。2021年度总决赛以线
上形式开展，来自上海、重庆、黑龙江、四川等14
赛区的703组参赛团队，通过腾讯会议软件与评
委连线，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自然科学挑战赛。

据悉，今年黑龙江赛区共有1150组参赛队伍
的1220名中小学生踊跃报名，参与人数、参赛作

品数量均为历年之最。经过几个月的备战
和专家评委的多轮评选，最终有58组选手
获得参加年度总决赛的入场券。

黑龙江赛区获得的一等奖包括展览－
中文5组、表演－中文1组、科普绘画4组、
故事播讲－中文1组、科学展演2组、表
演－英文1组、故事播讲－英文6组；二等
奖包括展览－中文2组、表演－中文1组、
科普绘画6组、故事播讲－中文2组、科学
展演1组、故事播讲－英文2组；三等奖包
括展览－中文3组、表演－中文2组、科普
绘画6组、故事播讲－中文2组、科学展演
4组。

20212021环球自然日总决赛环球自然日总决赛
黑龙江赛区创佳绩黑龙江赛区创佳绩 生活报记者 王雪莹

生活报讯（记
者 薛宏莉）近日，
年度灾难巨制电影
《峰爆》发布父子主
题海报和特辑，黄
志忠饰演的“洪赟
兵”和朱一龙饰演
的“洪翼舟”父子，
面对天塌地陷的生
死危局携手展开绝
境救援。触目惊心
的灾难现场，令人
热血沸腾的“中国

式救援”，让不少观众对影片充满期待。据
悉，该片将于9月17日上映。

电影《峰爆》聚焦于一场史无前例的地质
灾害。最新发布的海报和特辑透露出更多的
剧情信息，朱一龙饰演一名铁建工程师，黄志
忠饰演一位退伍铁道兵，父子两人由于工作关
系常年不能见面，由此埋下了一些心结。但危
急时刻，父子俩打破隔阂，选择携手并肩冲在
救援一线，于生死危局中开展“中国式救援”。

据介绍，该片拍摄过程极其艰苦，朱一
龙和黄志忠经历了接近零度的水下求生戏、
暴雨中的岩壁攀爬戏等挑战生理和体力极
限的高难度戏份，两代实力演员的表演让观
众非常期待。

《峰爆》中携手救援

朱一龙 黄志忠
演绎“父子情深”

虽然在剧组拍摄时
间仅有半个月，谈到拍对
手戏时，杨雨潼说，在每
位演员身上都学习到了
很多，尤其是张艺兴，不
仅敬业而且像邻家大哥
哥。杨雨潼透露，张艺兴
是自己的偶像，以前就很
关注，没有见到之前会猜
想会不会有距离感，但是
真正在一起合作，觉得他
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认
真的人。她说：“在拍摄

‘林浩’来‘英子’家敲门

那场戏时，我和张艺兴是
两个空间，只是一个敲门
声，任何人都可以完成，
但这个角色做的所有东
西他都自己完成。”杨雨
潼 还 夸 赞 张 艺 兴 很 细
心，很照顾现场的每位
工作人员。“长沙的冬天
很冷，我穿着短裙演跳
楼戏，趴在血浆里不能
动，张艺兴怕我着凉，就
把他的羽绒服盖在我的
身上，那天他还发着烧，
我特别感动。”

演活《扫黑风暴》中的“英子”

杨雨潼：我是体验型演员
见习记者 杜天昱 生活报记者 薛宏莉

《扫黑风暴》正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和腾讯视频热播。剧中，新生代演员杨雨潼饰
演的“英子”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为了救弟弟，“英子”一步步陷入黑势力陷阱，而演员
杨雨潼则将悲惨遭遇下“英子”的无助展现得淋漓尽致。日前在接受生活报记者采访时，
杨雨潼说，自己是一个体验型演员，遇到“英子”是她的一份意外惊喜。

通过综艺节目《演员
的品格》出道，在中戏表演
戏就读的杨雨潼说，能遇
上“英子”这个角色在她看
来是一份意外惊喜。当
时，自己只接到了一个试
戏片段的邀约，要求她以
独角戏的形式，呈现这个
角色。录好视频后，对方
下一个电话打来，就是通
知她去试妆，准备正式进
组拍摄。

《扫黑风暴》是一部现
实主义题材作品，所以杨
雨潼说自己在情绪表达上
会更注重细节。比如在派
出所门口给弟弟打电话那

场戏，她感触非常深。“‘英
子’要装作不知道弟弟的
真实情况。给弟弟打电话
怎么表达？剧本上只是

‘小山你去哪儿了’‘我特
别急’这些台词，我对着工
作人员和摄像机表演，一
直在想象，如果是我的家
人找不到我，第一情绪肯
定是愤怒而不是委屈。”
杨雨潼说，看到弹幕上说

“觉得英子好惨啊”，甚至
上了热搜，大家都说“很心
疼英子”，那一刻她很欣
慰，“我把这个角色的痛感
传递给观众，让观众感受
到了英子的不容易”。

出演“英子”是一份惊喜
“表演时，想把这个角色
的痛感传达给观众”

和偶像张艺兴合作
“生活中，他更像个邻家大哥哥”

21日，“相约龙博”
线上科普课堂，邀请同
学们一起手动做朝珠。
据省博物馆老师介绍，
朝珠是清代帝后及大臣
在穿朝服时所佩戴的珠
串，是体现清代冠服制
度的一份重要元素。朝
珠多以东珠（珍珠）、珊
瑚、象牙、密蜡、琥珀、翡
翠、水晶、青金石、玉、绿
松石、宝石、碧玺、桃核、

芙蓉石等世间珍物琢
制。以明黄、金黄及石
青色等诸色绦为饰，由
项上垂挂于胸前。

通过此次课程，同
学们了解到了朝珠的含
义和相关历史知识。
DIY制作的过程，还让
大家学习到有关清朝官
员佩戴朝珠的不同规
定，不仅开阔了视野更
增加了动手、动脑能力。

好好消消息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