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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体彩

黑龙江省南方实业有限公司：
道里区人民政府于2020年 7月 13

日启动煤五热源扩建基础设施用地项目
（《哈（里）房征决字[2020]第3号》）。我
中心工作人员到贵单位在工商登记的地
址及电话进行联系贵单位，均无法找到
贵单位。现为核实坐落于哈尔滨市道里
区乡政街25号的房屋和土地的相关信
息，请贵单位在2021年12月18日前与
哈尔滨市道里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联系
（办公地点：哈尔滨市道里区顾新路396
号 恒 大 悦 府 小 区 ，联 系 电 话 ：
18003653103）。因贵公司逾期不到或
在限定期限内未与我单位联系，而产生
的损失及法律责任由贵公司承担。

哈尔滨市道里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
2021年12月3日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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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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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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盟电话
1984525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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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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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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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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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81180
15004697804

生活报讯（许褚）11月29日晚，体
彩大乐透第21137期开奖号码为“02、
07、13、14、19+04、05”。中得该期3注
追加一等奖的中奖人王先生已于11月
30日上午火速现身海南省体彩中心兑

奖。因他采用追加倍投方式投注，单票
奖金高达4834万多元。领奖时，王先
生大方地分享了他的购彩经历和心得，
并慷慨解囊，主动捐出30万元给希望
工程，用于资助困难家庭学子上学。

没刻意研究号码
一般都会选择追加

80 后的王先生自称来海南十多
年，是位“新海南人”，目前在海口经商，
平时喜欢买体彩大乐透。他说：“一个
月买四五期，有感觉的时候就会买，每
次买10元、20元、几十元不等，属于消
费能力范围内。”王先生称自己购买大
乐透也有十多年了，对大乐透比较有感
情。他每次差不多都是机选，没有刻意
去研究号码，一般都会选择追加投注。

回忆中奖经历，王先生仍记忆犹
新。开奖当天晚上7点多钟，他吃过晚
饭，在溜达的时候，在一家体彩销售站，
他把之前买的彩票拿去兑奖，奖金又拿
来随机购买几注大乐透。

到了晚上十点，他准备睡觉的时候
就习惯性地查了下开奖号码。经过再
三核对，发现自己竟然中了3注一等
奖，当时就特别激动。马上就和爱人分
享了这个喜讯。

由于大奖来得比较突然，当时完全
没做好心里准备，凌晨两三点了，他还
一点睡意都没有，躺在床上查了去哪兑
奖、怎么兑奖。“没想到，机选的号码买1
期就中了个这么大的！”虽然戴着口罩，
但他带着笑意的双眼传递出按捺不住
的喜悦。

中奖后捐资助学支持公益事业

对于奖金的用途，王先生表示，自
己目前做点实体生意，这两年受疫情影
响，生意不太好做，有房贷和外债的压
力，有了这笔奖金，感觉一下子就轻松
了。对于奖金具体安排，因为来得太突
然，他和家人还没有规划好，不过他表
示会好好照顾双方父母，把自己的两个
孩子培养好，给他们好的教育，当然还
会继续买大乐透。王先生和爱人经过
商量，当场决定委托省体彩中心，捐款
30万元给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希
望能帮助更多困难家庭学子圆梦大学。

大乐透4834万得主次日兑奖 现场豪捐30万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齐杨如意 记
者吴哲）1日晚，体彩大乐透第21138
期开奖。当期开奖号码为：前区 09
11 12 15 31 ，后区05 11。

本期一等奖开出4注，单注奖金
1000万元，其中3注选择追加，多得
800万元奖金。3注追加头奖分落河
北、江西、云南，而山东则收获1注基本
头奖。

数据显示，河北中出的1800万元
追加投注一等奖出自沧州，中奖彩票
为一张 6+3 复式追加票，单票擒奖
1867万元。

江西中出的1800万元出自景德
镇，中奖彩票为一张前区2胆9拖+后
区1胆2拖的双区胆拖票，单票擒奖
1839万元。

云南中出的1800万元出自昭通，

中奖彩票为一张5注号码、15元投入
的单式追加票。

山东中出的1000万元基本投注
一等奖出自济南，中奖彩票为一张6+
3复式票，单票擒奖1038万元。

由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
注，本期来自沧州、景德镇、昭通的幸
运购彩者，在单注一等奖方面均多拿
了800万元追加奖金，从而使得单注

一等奖总奖金达到封顶的 1800 万
元。

本期一等奖累计返奖金额为6400
万元。

二等奖开出79注，单注奖金18.2
万余元，其中43注选择追加，多得14.6
万余元奖金。本期大乐透全国销量为
3.03亿元，计奖结束后奖池余额12.73
亿。

大乐透4注头奖花落四地 3注追加各中1800万

体育彩票
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协办

当上北京冬奥会国内技术官员

冰城体育老师褚长毅
带你提前领略雪上项目赛道

生活报记者 吕晓艳
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雪上障碍追

逐项目的国内技术官员，哈尔滨市虹桥第
一小学校体育组教研组长褚长毅日前赴
冬奥会测试系列赛现场工作。褚长毅老
师如何当选冬奥会国内技术官员？在冬
奥会举行前在现场都做了哪些工作？近
日，生活报记者对此进行采访。

2008年，褚长毅参加
工作，2012年开始接触滑
雪运动，比较擅长双板滑
雪。担任体育老师期间，
他一直梦想能有机会在祖
国参加一次冬奥会。当看
到国家征集国内技术官员
的消息后，2018年 3月，
褚长毅向北京奥组委提交

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雪
上障碍追逐项目的国内技
术官员工作申请。经过几
次培训和考核，褚长毅被
认定为北京2022冬奥会
国内技术官员。3月末，
在张家口市崇礼区云顶滑
雪竞赛中心，褚长毅又参
加了一次现场考核。

通过考核 出任冬奥会国内技术官员

褚长毅介绍，正在张家口崇礼进行
的冬奥会测试系列赛是从10月初开
始，预计12月末全部完成。

在即将开始的雪上项目障碍追逐
世界杯中，褚长毅以赛事国内技术官员
的身份于11月15日抵达了赛区开始
比赛前期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主要负
责的工作是赛道分段主管。

“11月18日，我们开始了赛前准
备工作，竞赛长与国际雪联技术代表协
调各部分的分工和人员安排，起点、线
路、分段、画线、线路平整、终点、手计时

赛前部署。”褚长毅说。
“相约北京2022国际雪联自由式

和单板障碍追逐世界杯”比赛的参赛人
员由国内外运动员、教练员、随队官员
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组成，共380人左
右。障碍追逐的赛道分别有坡面、波
浪、滚筒、跳台组成。赛道分别由单板
和自由式两条，赛段长分别为1360米
和1250米。本次比赛是北京冬奥会之
前最后一次国际“A”级赛事，参赛的运
动员将在这次赛事中力争取得更多的
积分，确保自己能赢得冬奥会的参赛资

格。这次世界杯不仅仅是一次比赛，也
同时检验了场地器材、设施、防疫措施，
同时给运动员、裁判员提供一次体验和
适应奥运场馆的机会，反馈运动员备战
冬奥会的整体情况。

褚长毅表示，本次赛事之后将回到
本职工作岗位，他会将自己参加本次赛
事的相关体验分享给学生们，并带领学
生一起关注北京2022冬奥会。等待冬
奥会正式比赛开始前会再次回到张家
口崇礼云顶障碍追逐赛区，担任冬奥会
的国内技术官员。

出任障碍追逐世界杯赛道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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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实习生 于
莹 记者 王雪莹）异地恋，
正成为当下社会一个绕不
开的恋爱现状。由任敏、
辛云来主演的《我是真的
讨厌异地恋》将于2022年
5 月 20 日上映。单看片
名，就引发了广大网友的
共鸣。

影片讲述的是 18岁
的“赵一一”向“许嘉树”表
白成功，却阴差阳错开启
一场异地恋。青春的爱总
是义无反顾，“熬过异地就

是一生”的勇气给他们带来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可遥
远的距离却也让两人对彼此的现在频频缺席。在最新
曝光的定档海报中，两辆交错驶过的火车，分隔开任敏
和辛云来这对依依不舍的恋人。紧握着手机不想挂断
电话，贴窗张望不愿分离的一幕，更引得网友展开热
议。正如辛云来所说的那样：“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5
月20日听我说我有多喜欢你。”

《《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定档定档

任敏 辛云来演“远距离”情侣

在近日发布的定档片花中，一场突如其来
的“地铁凶杀案”打破了凌海市的平静，也让第
一天到警局报道的“季凡”深陷悬疑旋涡。在
与警局同事破案的过程中，“季凡”对哥哥的怀
疑逐渐加深。刑警队队长“熊振南”的一句“你
不会真把你哥也当成嫌疑人了吧”，更让兄弟
俩的关系迷雾重重。对此，不少网友直呼：“看
得心痒痒，赶紧开播吧！”

据悉，《也平凡》邀请到深耕悬疑题材多

年，曾执导了《风声》《征服》《东京审判》《神探
亨特张》等多部代表作的导演高群书坐镇监制
一职，为剧集品质保驾护航。除此之外，该剧
由曾拍摄过《二十二》《暴雪将至》等多部电影
作品的蔡涛担任摄影指导，参与《锦衣卫》《长
城》等大片美术工作的李大鹏担任美术指导
……来自电影、电视剧行业重量级主创的加
盟，为《也平凡》的“悬疑大剧品质”提供了保
障。

一改忠厚形象一改忠厚形象《《也平凡也平凡》》演狡诈商人演狡诈商人

张国立:尝试了回
“双面人生”

多久没看好
剧了？生活报记
者获悉，由高群书
监制，郑恺、张国
立、林峯、种丹妮
等人主演的硬核
悬疑刑侦作品《也
平凡》，将于12月
6日起登陆东方卫
视和百视TV。

据悉，该剧讲
述了由郑恺饰演
的刑警“季凡”在
查证一起连环杀
人案时，牵扯出一
桩 27 年 前 的 旧
案。随着调查的
深入，他慢慢揭开
隐藏在案件背后
的秘密，同时与父
亲“季廷山”、哥哥

“季平”的关
系也迎来了
巨大挑战
……

剧中，作为四方物流集团总裁，由林峯饰演
的“季平”展现出不为人知的一面。预告中，当他
气势汹汹地来到父亲“季廷山”面前质问“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以我的名义杀人”时，父亲一句“别让
你弟弟看出什么”为剧情的悬疑走向埋下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张国立打破了往日温文
尔雅、忠厚慈祥的形象，饰演一位表面儒雅和善，

实则阴险狡猾，反差感强烈的角色。微博中，他
发文透露，自己尝试了一把“双面人生”。

林峯的角色形象也反差巨大，表面上他是一
位事业成功的绅士老总，实际上却拥有“两幅脸
孔”。他的身世将成为“连环杀人案”的突破口，
成为该剧一大看点。而郑恺则生动诠释了一位
拥有缜密逻辑、推理能力的刑警。

片花悬疑感片花悬疑感““拉满拉满””

观众期待开播直呼“心痒”

生活报记者生活报记者 王雪莹王雪莹

生活报讯（记者 王雪莹）年度
温暖大片《穿过寒冬拥抱你》，近日
发了一组“同行”海报。生活报记者
看到，在暖色调光影的映照下，六位
主演或相互依偎，或并肩而坐，画面
十分温馨。对此，网友纷纷留言：

“几对爱情线都好戳人啊，冬天也感
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电影将镜头对准了疫情下的一
群普通人，无论是片中生活化的场
景和细节，还是人物传达出的情感
和愿望，都让网友们深感共鸣。正
如导演薛晓路所言：“我们力求还原
真实生活，塑造接地气的人物，让每
一位观众都感觉这些角色就是我们

身边的人。”据悉，创作团队为了这
份真实感曾走遍武汉的大街小巷，
与当地人接触，徐帆饰演的旅行社
女老板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不仅如
此，就连片名也来源于前期筹备的
一次采访。一位武汉普通市民向摄
制组分享了自己亲眼见证的一个故
事：意外发生剐蹭的两位车主协商
未果，暴脾气的他们险些大打出手，
却在旁人说了句“能活下来都不容
易，有什么可打的”之后，两人顿时
化敌为友，给了对方一个拥抱。这
个故事深深触动了导演，便有了这
个充满温度与力量的“穿过寒冬拥
抱你”。电影将于12月31日上映。

《《穿过寒冬拥抱你穿过寒冬拥抱你》》中出演旅行社老板中出演旅行社老板

徐帆为“接地气”走遍武汉大街小巷

成林峯成林峯、、郑恺郑恺““老爸老爸””

张国立新角色挑战大

生 活 报 讯（记
者 王雪莹）“你敢把
手机给恋人看吗？”
将在 12 月 31 日上
映的电影《以年为单
位的恋爱》中，毛晓
彤和杨玏就因为一
部 手 机 产 生 了 矛
盾。近日，片方找来
30 对现实中的情
侣，通过互换手机的
实验，记录他们每个
人的反应。

现如今，手机蕴藏了太多秘密，也成了恋爱的隐患
之一。生活报记者了解到，在这次实验中，情侣们分别
在对方聊天记录里搜索“晚安”、“对不起”、“爱你”等词
语并查看聊天内容，气氛一度非常紧张。此后，关于手
机的挑战持续升级，大家接连查看对方所有的外卖地址
以及通讯录备注，并频繁发出“怎么跟这么多人说过‘我
爱你’啊”的惊叹。对此，主创人员表示，通过电影和实
验，希望年轻人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停一停、看一看，或
许爱情没那么难，比想象中要简单得多。

3030对情侣还原影片对情侣还原影片““查手机查手机””情节情节

《以年为单位的恋爱》主创：
爱情比想象中简单

本人黄德军，公民身份证号：
230104196702173717,现为道外区松
浦镇东方红村前曹家屯地号：外松
13-1-110土地证面积52.5平方米，附
属房屋面积 43.3 平方米的房屋受让
人,原房屋所有人王凤兰于 2018 年 10
月25日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本人，由
本人实际占有。

本人自愿承诺，原房主王凤兰及
家人联系不上，该房屋已为本人所有，
产权无争议，如本人承诺与事实不符，
因该房屋产权发生任何纠纷由本人承
担全部法律责任。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七
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哈
尔滨市松北区松浦街道办事处。

公 示

第第3232届华鼎奖提名揭晓届华鼎奖提名揭晓

《觉醒年代》《山海情》领跑

生活报讯（凤凰）12月2日，第32届华鼎奖“中
国百强电视剧满意度调查提名名单”在澳门揭晓。
从提名榜单上看，《觉醒年
代》成提名的最大赢家，紧
随其后的是《山海情》《光荣
与梦想》《理想之城》《叛逆
者》等，大部分电视剧都是
本年度的热播剧目，且饱受
好评。从评选的演员来看，
汇聚了老戏骨和实力派演
员，也有新生代演员。

据悉，第32届华鼎奖中
国百强电视剧满意度调查
发布盛典将在 12 月底举
行。各项大奖最终将花落
谁家，令全国观众充满期
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