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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08059201040011557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中山支行
户名：黑龙江省慈善总会 公益公益慈善慈善大使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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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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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中缝广告生活报中缝广告
生活报分类广告生活报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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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缝刊登的信息不作为双方交易的法律依据，交易时
请认真核实相关证照，谨慎付款，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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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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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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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王经理

131015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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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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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家刊登电话

王萍13704800331

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搬家专栏

军人素质 真诚服务 居民 公企
长短途搬运 专业拆装家具 钢琴

吉利搬家

15945995322
13903650494
13904614842
13945059319

道里道外
群力哈西
香坊动力
江 北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记者从黑龙
江省慈善总会获悉，目前，在省委宣传
部、省民政厅的倡导下，省文明办、省慈
善总会、省志愿服务联合会共同向社会
各界发起公开募捐倡议，呼吁全省各社
会组织、爱心单位和爱心人士，在做好
自我防护的同时，积极行动起来，尽己
所能，捐款捐物，戮力同心，共抗疫情。
社会各界所捐款物将由黑龙江省慈善
总会统一接收，用于防疫工作。

当前疫情防控所需物资清单：包括
防护类用品、消毒类用品、药品诊断类
用品等。

捐款账号
银行账号：08059201040011557
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中山支行
户 名：黑龙江省慈善总会
地 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红军街10号金融大

厦2319室
联系人：王瑛琦 李竹翠
联系电话：18646301117

15804603912
据了解，所募集的捐款用于我省及

其他疫情严重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为医疗机构、乡镇、社区提供防
护医用级防护用品，包括物资采购运
输、人员补贴及防疫工作产生的费用
等，善款根据实际疫情防治需求做出调

整，将第一时间将物资送达普通民众、
社区、医院。

本次募捐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慈善法》等法律法规和省疫情防控
工作安排部署，本着公开、透明、高效的
原则，管好用好捐赠款物，相关部门将
及时向社会公布捐赠款物分配使用情
况，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感谢社会各界
对抗击新冠肺炎所给予的关心和大力
支持！

我省发布疫情防控募捐倡议书

爱心捐赠传递温暖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刘维娜 记者
李丹）“我现在正在社区这里等待即将
被送去隔离的一家三口。”当生活报记
者采访张金祥时，他正在等待出车，趁
这个空，他和记者讲了他这7天的工
作。作为黑龙江省慈善总会雷锋车队
黑河分队的一员，从10月27日开始，
他就一直在做运输密切接触者的工作，
最长的一天工作近24小时。

“这次疫情，黑河爱辉区比较严重，
我们平时都在爱辉区政府疫情指挥部
待命，只要有需要，我们就出车。”直爽
的张金祥告诉记者，这个看似简单的工
作，却很烦琐，他有一天最多跑了100
多公里，大概13趟，而那一天他是早上
6点起床，7点到岗，直到第二天的早上
6点半才休息，工作了近24个小时。

“那一天我拉了一个10岁的小女
孩，让我心里挺难受的。”张金祥告诉记
者，十岁的孩子就要自己隔离了，当她
的妈妈送她来到张金祥的车边上时，母
女俩都表现得很镇静，“我记得她妈妈
和她说，自己去别害怕，妈妈在家等着
你。孩子也特懂事地让她妈妈放心。
但是上车以后孩子就沉默了。”张金祥
明白，女孩为了让家长放心故作坚强，
其实心里是没底的。于是一路上，张金
祥不停地在给女孩打气加油，“我就让
她放松心态，告诉她隔离的地方是宾
馆，有吃有喝，还可以休息，让她放宽
心。”在张金祥的暖心劝慰下，女孩渐渐
不那么紧张了。“谢谢叔叔！”临下车女
孩不停地向张金祥道谢，这也让张金祥
觉得很开心。

黑河雷锋车队张金祥

为被隔离
10岁女孩打气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刘维娜 记者
李丹）每天清晨，身高1米9的梁延
军，都要“使使劲”才能穿上防护服，开
始一天的工作。这个80后小伙儿，是
哈市道外区环卫汽车一队一名普通的
驾驶员，有着10多年的驾龄。这次疫
情，梁延军负责转送隔离宾馆的垃圾，
接受生活报记者采访时，他说，“从没
害怕过。”

清晨4点，梁延军准时驾驶垃圾
压缩车辆穿行在作业区段。转送隔离
宾馆的垃圾前，梁延军要给隔离宾馆
的负责人打电话确认时间，然后出
发。“我到隔离宾馆都提前确认时间，
减少接触时间，尽可能地让垃圾曝光
的时间减短，以免病菌传播。”梁延军
认真地说道，“我从9月末开始做这个

工作，到今天已经40多天了，和隔离
宾馆的工作人员已经配合得很好了。”
说到这里，梁延军忍不住跟记者分享
他第一天工作时的囧态，“第一天谁给
我打电话我就往哪去，完全是无序工
作，那天光装车就用了9个小时，我早
上4点出门，晚上到家都10点了。”每
天17个隔离宾馆、办事处、社区的防
疫点位需要梁延军按时定点地拉运，
每一个站点都要消杀2次，一天下来
要三十多次。“最多的时候每天大概2
吨垃圾，500个垃圾袋。”

对梁延军来说，另一个需要克服
的困难就是没有合适的防护服，1米9
的身高每次都是“挤”进防护服，手脚
并用地塞进去后，需要蹦蹦跳跳扯出
空隙才能将拉链拉好。紧绷的衣服让

开车的手脚变得僵硬，但是梁延军都
咬牙挺了下来，“我做得这些都是小
事，比不得真正与疫情战斗的医护人
员，这就算是咱们对疫情防控的一点
贡献吧。”梁延军说。

哈尔滨梁延军

1米9大个子“挤”进防护服
每天运送隔离垃圾“从没害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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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李丹）3日，由
黑龙江省文明办、黑龙江省慈善总
会、黑龙江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组织
筹集的首批爱心物资装车完毕，正
式启程赶赴黑河市，支援当地抗疫
一线志愿者。

3日15时许，志愿者和相关工
作人员再次清点车上物资后，满载

着爱心物资的车辆从哈尔滨出发，
奔赴黑河市。“加油！辛苦了！注意
安全！”直到车辆消失在视线之外，
欢送的人群还久久不愿离去。

据了解，此次支援黑河的首批
爱心物资包括口罩、消毒片、防护
服、消毒液、救护车等，以及罐头、红
肠、鲜奶、糕点等食品物资，总价值

人民币150余万元。这些物资主要
用于支持黑河市抗疫一线的志愿
者。4日一早，运送物资的车辆抵达
黑河市，将为黑河市奋战在抗疫一
线的17000名志愿者送去全省人民
的温暖关怀。省交投集团还开通了
绿色通道，免收爱心物资运输车辆
高速费。

150余万爱心物资支援黑河抗疫一线

爱心企业赶制捐赠的糕点爱心企业赶制捐赠的糕点清点爱心物资清点爱心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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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娱乐 (0451)84642390

《八角亭谜雾》后，爱奇艺“迷雾
剧场”打响了第二枪，由冯绍峰、文
淇、范丞丞、郭子凡、邵兵、杨蓉出演
的悬疑网剧《致命愿望》于 3日上
线。然后从开播情况看，这一次又
让“悬疑迷”们失望了。“不如改叫

‘迷惑剧场’！就还挺难看的，难看+
难看进去。”

记者了解到，作为一部科幻类
悬疑剧，《致命愿望》把剧情设定在
未来：一款叫Wisher 的APP毫无

征兆地出现于一群大学生的手机
里，只要向它许下愿望，完成随机分
配的简单任务，愿望便能实现，而在
这过程中往往牵动着未知的蝴蝶效
应。首播两集后，不少网友看得一
头雾水，发弹幕直问：“到底讲了什
么故事？”说实话，第一集中混乱的
人物关系和模糊的故事线路，确实
有点难为观众。“架空的城市，到处
充斥着廉价的霓虹灯，为的就是营
造未来世界？可除了那个透明手

机，主创们对于科技和未来的想象
好贫瘠啊！”甚至有人指出，本来就
只有 12集，还不在第一集的时候
梳理清楚人物关系，故弄玄虚，怎
么让人有看下去欲望？

此外，作为男主角之一的范丞
丞演技也有待提升。剧中，他用近
乎面无表情的方式进行表演，惹得
网友吐槽：“真的不妥！这根本不
是表演啊，这是偶像明星耍酷啊，
您倒是给个情绪啊。”

都 市 情 感 创 业 剧
《星辰大海》和“迷雾剧
场”悬疑剧《致命愿望》，
算是近期荧屏中的“话
题中心”。记者看到，随
着两部作品的更新，虽
然网友们的讨论热度一
直“在线”，然而口碑却
一路下滑，妥妥诠释了
什么是“叫座不叫好”。

估计谁也不会想到，刘涛、林峯
主演的《星辰大海》居然成了11月
荧屏的黑马吧，收视和热度甚至超
越了“隔壁”的《突围》。虽说网友
们推测该剧豆瓣开分超不过5.0，但
却不妨碍大家“上头”啊，真的是一
边吐槽其“中年狗血玛丽苏”，一边
看得停不下来。

记者了解到，《星辰大海》的主
创阵容是挺强大。导演余丁拍过
《鸡毛飞上天》，编剧苏晓苑代表作
有《那年花开月正圆》，演员还有芦

芳生、柴碧玉，张晨光、谭耀文、恬
妞等实力派。可林峯和刘涛这对
CP，确实有点不搭，用网友的话说
就是“总感觉是TVB的爱恨情仇撞
上了国产婆媳伦理。”甚至有人在看
过预告后直接大呼：“集齐了霸总、
玛丽苏、狗血于一体。”眼看着《星
辰大海》就要沦为年度笑话，但出乎
意料的是开播后该剧收视率却一路
看涨。“剧情虽然奇葩，但看得挺
爽”成了它的新标签。

作为一部女性创业励志剧，《星

辰大海》讲述了时代浪潮里四个年
轻人的奋斗故事，颇有些“打怪升
级”的味道：女主成孤儿后被姑姑卖
给智障，新婚之夜成功逃走跑到广
州，一路总有贵人帮忙。在帮工期
间，她又一不小心把咖啡泼到了前
来谈生意的总裁身上，自此开启了

“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戏码。中间还
穿插着手撕同事、一路奋进的情
节。虽然不太现实，但不少网友则
表示：“生活已经够苦了，来个无脑
爽剧，纯粹图个轻松乐呵。”

““迷雾剧场迷雾剧场””第二弹也第二弹也““砸砸””了了

《致命愿望》看得观众一头雾水

即便即便““爽感爽感””挺上头挺上头

《星辰大海》难逃“中年玛丽苏”吐槽

生活报记者 吴海鸥王雪莹

《《致命愿望致命愿望》》

《星辰大海》编剧回应：评价我都接受并反省
生活报讯（记者 王雪莹）热播

剧《星辰大海》吐槽声颇多。作为
编剧，苏晓苑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回
应自己每天都在关注网友们评价：

“当我看到‘发疯文学’、‘中年偶像
剧’这些标签的时候，非常惊讶。
我觉得观众，特别是网络上的朋友
们的幽默感、智慧、洞察力和玩梗
的能力，让我非常佩服。”

苏晓苑表示，一部电视剧作品
的最后其实是由观众来完成的。
1000个观众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
特，每个观众的哈姆雷特都值得去
尊重。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评价，

都应该衷心接受并且反省。
剧中，女主角“简爱”在经历童

年的变故艰难长大后，辗转来到广
州，从茶水间打工妹一路拼搏，最
终成为跨国集团董事长。虽然主
角没有完全的原型人物，但苏晓苑
有一个要好的中学同学，上世纪90
年代就去了广州，进了外贸行业，
做得非常成功，并且也在广州遇到
了“高富帅”。每年春节，这个朋友
回家都会给苏晓苑讲自己在广州
的际遇，其中一些小故事就被苏晓
苑写进了剧情中。

选择刘涛作为女主角，苏晓苑

说这是创作剧本时就定下来的。
“刘涛就是简爱，她身上有简爱那
种劲儿。”后来，苏晓苑第一次和刘
涛见面，发现刘涛在广州生活过很
长一段时间，更加感觉到刘涛和

“简爱”的契合。
苏晓苑认为，刘涛出演过很多

女“霸总”，但没有被束缚住。比如
剧中“简爱”初到中纺外贸，她走路
的时候，特别是膝盖的姿势就演出
了第一次穿职业装、高跟鞋的不适
应。苏晓苑表示，“当时我和一个
朋友在看剧，朋友说刘涛对细节的
把握太厉害了。”

荧屏新剧大测评荧屏新剧大测评

《《星辰大海星辰大海》《》《致命愿望致命愿望》》
““叫座不叫好叫座不叫好””

电影电影《《梅艳芳梅艳芳》》引众星追忆引众星追忆

张艺谋动情回忆
与梅姐“最后往事”

生活报讯（记者 王雪莹）由毛晓彤、杨
玏领衔主演的电影《一年之痒》，目前更名
为《以年为单位的恋爱》，将于12月31日

“跨年夜”上映。记者了解到，影片以“相爱
一年，难逃一痒”的话题性故事，道出了当
代恋爱关系中会有甜蜜也终将对“痒”闭口
不提的现实疼痛。

近日片方曝光的“以年爱”版预告，以
“江宇”的提问展开。一句“什么是以年为
单位的恋爱”，道出了快节奏都市生活里成
年男女的爱情担忧。而甜蜜依偎在他身边
的“陆鹿珊”则给出肯定的告白：“以年为单
位、以白头偕老为目的、以你为主语，这就
是爱情。”相爱不易，相守且难，该预告在呈
现动人美好爱情瞬间的同时，也戳中了观
众们心底对于爱情的美好期盼。正如毛晓
彤发文所说：“以年为单位的恋爱，不止一
年，而是一年又一年。”

《《一年之痒一年之痒》》改名改名
《《以年为单位的恋爱以年为单位的恋爱》》

毛晓彤 杨玏破解
“速食”恋爱难题

生活报讯（记者 薛宏莉）电影《梅艳芳》
将于11月12日全国上映。11月4日，影片
发布“众星追忆”版预告，张艺谋、冯小刚、
姚晨、汤唯纷纷表达了对梅艳芳的怀念之
情。记者了解到，未能与梅艳芳合作，成了
张艺谋、冯小刚的遗憾。

据了解，张艺谋曾在江志强的牵线下
邀请梅艳芳出演《十面埋伏》中的角色，但
由于梅艳芳病情突然恶化未能实现，张艺
谋致信梅艳芳说：“除了你，我们不做第二
人选，我会一直等你”。虽然当时他已心知
可能等不来了，但他和江志强仍希望让她
知道“我们在等她，希望给她一点力量”。
张艺谋每每谈及此都充满遗憾，而这次遗
憾也化作了《十面埋伏》中永远没有出现的

“飞刀门大姐”和片尾的一行字幕——“谨
以此片缅怀梅艳芳小姐”。

对于未能与梅艳芳合作，冯小刚导演
同样深感遗憾。梅艳芳曾在北京与冯小刚
见面喝酒畅谈，无意吐露自己已身患癌
症。但当二人拥抱时梅姐一句“没关系，我
不怕死”震动了他。

在“众星追忆”版预告中，演员姚晨和
汤唯也表达了对梅艳芳的敬佩与怀念。“她
不相信那些捆绑她的东西”，身患重病仍筹
备慈善音乐会，离世前45天坚持举办演唱
会，只为给自己、给热爱的舞台、给粉丝一
场体面而深沉的告别。正如姚晨说的“只
要有人记得你的时候，你永远不会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