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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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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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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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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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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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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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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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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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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信息请登录生活报数字报网址查询广告信息请登录生活报数字报网址查询：：
http://epaper.hljnews.cn/

哈西一元养老院
招自理、半自理、卧床老人，吃的

好、住的好、玩的好，对半自理和卧
床老人提供专业护理。交通便利，
配套齐全、药店、洗衣房、食堂、专业
医护队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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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586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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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 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24日发布

2021年全国姓名报告。2021年出生并已经进行户籍登记的男性
新生儿中，使用频率最高的10个名字依次为：沐宸、浩宇、沐辰、茗
泽、奕辰、宇泽、浩然、奕泽、宇轩、沐阳，其中“沐宸”使用人数达到
2.3 万，登顶榜首，
成为男性新生儿名
字首选。2021 年
出生并已经进行户
籍登记的女性新生
儿中，使用频率最
高的 10 个名字依
次为：若汐、一诺、
艺涵、依诺、梓涵、
苡沫、雨桐、欣怡、
语桐、语汐，其中

“若汐”使用人数达
到 1.8 万，登顶榜
首，成为女性新生
儿名字首选。

自2018年以来，公安部户政管
理研究中心已连续三年发布全国姓
名报告，获得了社会高度关注和热
烈反响，各大主流媒体纷纷转载报
道，相关话题屡屡占据新闻热搜
榜。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全国姓名报
告对传承和发展中国姓名文化具有
重要意义，对孩子取名极具参考价
值。追踪研究表明，连续三年发布
全国姓名报告，有效引导了公民户
籍登记中姓名用字的规范性，大大
提升了新生儿户籍登记的及时性，
显著增强了新生儿姓名的文化内
涵，弘扬了姓名文化，彰显了文化自
信。2021年，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
中心依托公安部人口信息管理系
统，采用大数据技术，对全国新生儿

姓名用字情况、常见姓氏、常见人名
及地理分布等情况进行了统计分
析，再度发布全国姓名报告。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
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887.3万，
其中男性新生儿 468.1 万，占
52.75%；女性新生儿419.2万，占
47.25%。新生儿出生并登记户籍
最多的10个地级以上城市依次
为：重庆、成都、广州、北京、毕节、
临沂、周口、深圳、西安和郑州。

2021年出生并已经进行户籍
登记的新生儿名字中，使用频率最
高的字依次为泽、梓、子、宇、沐
等。与2020年相比，汐、芮、霖、航
等字受到青睐。

“泽、梓、子、宇、沐”受青睐

姓氏在我国有着明显的地域
分布特征，传统依据血缘和地缘的
姓氏分布，受历代政权更迭、经济
发展、人口迁移、民族融合等因素
的影响，逐渐形成当下的分布格
局。

从整体分布看，常见姓氏分布
广泛，在全国31个省（区、市）均有
分布，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空间聚
集性。王、李、张等二十二个姓氏
人口分布最多的省份是河南；陈、
黄、吴等二十个姓氏人口分布最多
的省份是广东；刘、孙、高等十二个
姓氏人口分布最多的省份是山东；
周、唐、彭等十一个姓氏人口分布
最多的省份是湖南；徐、朱、丁等九
个姓氏人口分布最多的省份是江
苏；潘、陆、韦等五个姓氏人口分布
最多的省份是广西；杨、何、罗等五
个姓氏人口分布最多的省份是四
川；程、汪、方等四个姓氏人口分布
最多的省份是安徽；邹、熊、万三个
姓氏人口分布最多的省份是江西；
白、郝两个姓氏人口分布最多的省
份是河北；金、毛两个姓氏人口分

布最多的省份是浙江；胡、余两个
姓氏人口分布最多的省份是湖北；
武姓、段姓、马姓人口分布最多的
省份分别是山西、云南和甘肃。

常见复姓“聚居”的特点非常
突出，复姓人口在个别省份的分布
较为集中 。如 ，复姓“ 欧阳”
33.86%的人口分布在湖南；复姓

“上官”22.05%的人口分布在福
建；复姓“皇甫”32.72%的人口分
布在河南；复姓“令狐”75.60%的
人口分布在贵州；复姓“诸葛”
31.06%的人口分布在浙江；复姓

“司徒”88.19%的人口分布在广
东；复姓“司马”30.28%的人口分
布在河南；复姓“申屠”95.15%的
人口分布在浙江；复姓“夏侯”
74.87%的人口分布在江西；复姓

“贺兰”17.89%的人口分布在湖
南；复姓“完颜”58.56%的人口分
布在河南；复姓“慕容”70.94%的
人口分布在广东；复姓“尉迟”
27.64%的人口分布在河北；复姓

“长孙”97.02%的人口分布在陕
西。

常见复姓多“聚居”

通过对常见名字的地理分布进行统
计分析，可以发现名字也具有特定的地域
分布特征。全国户籍人口中，除姓氏外，
单字名占13.97%，双字名占84.55%，其
他字数名字占1.48%。

全国户籍人口中，使用频率最高的
10个单字名依次为：伟、敏、静、杰、丽、
勇、涛、艳、军、强。其中“伟”名列榜首，使
用人数为323.6万。男性使用较多的单
字名为伟、杰、勇、涛、军、强；女性使用较
多的单字名为敏、静、丽、艳。

全国使用最多的10个单字名相对集
中分布在四川、山东、安徽、河南、江苏、湖
北、湖南、辽宁等省份。此外，还有6.20%
的“敏”、5.29%的“丽”、6.17%的“勇”、
8.09%的“艳”分布在贵州；6.29%的“静”
分布在河北；6.15%的“勇”分布在重庆；

5.25%的“涛”分布在陕西。
全国户籍人口中，使用频率最高的

10个双字名依次为：秀英、桂英、秀兰、玉
兰、婷婷、建华、桂兰、玉梅、秀珍、海燕。
其中“秀英”名列榜首，使用人数为216.9
万。男性使用较多的双字名仅有“建华”；
其余常见双字名为女性使用较多，重名率
明显高于男性。

全国使用最多的10个双字名相对集
中分布在山东、河南、四川、江苏、河北、湖
南、安徽等省份。此外，还有5.24%的“桂
英”分布在江西；5.79%的“婷婷”、6.81%
的“秀珍”、8.07%的“海燕”分布在广东；
5.91%、5.23%的“建华”分布在江西和浙
江；7.37%、7.35%、5.18%的“桂兰”分布
在辽宁、黑龙江和吉林；5.42%的“秀珍”
分布在广西。

东北三省多“桂兰”

2021年全国姓名报告出炉

沐宸 若汐成新生儿最热男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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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剧《超越》中，沙溢首度与胡军
合作 ，两位实力派演员强强联手，火花四
溢，沙溢笑言：“第一次和胡军老师合作特
别的开心，也一直希望找一个机会在一起
创作，这一次很幸运的碰到了《超越》，我
俩先期一起进组就开始训练，所以在拍摄
前就做了充分的准备。”

而在谈到从“女儿”变“徒弟”的李庚
希时，沙溢直言：“搭档起来就更默契
了”。在《小欢喜》中，沙溢饰演“乔英子”
（李庚希饰）的父亲“乔卫东”，“演员本身

就是塑造角色，和庚希二度合作，大家已
经很有默契了。”

作为剧中“从黑龙江走出去的教练
员”，沙溢也有戏份在黑龙江取景，“我们
在哈尔滨、齐齐哈尔都有野冰场的戏，的
确很冷，但是我因为家是东北的，所以适
应得很快！”而对于即将举办的北京冬奥
会，沙溢说，和大家一样充满期待，“我会
不断关注我们国家运动员的精彩表现，因
为刚刚演了超越，塑造了短道速滑教练
员，所以我更得要看冬奥会了！”

《超越》中饰演黑龙江走出去的短道速滑教练

沙溢：冬奥之年冬奥之年
我很荣幸我很荣幸

《超越》聚焦冬奥会重点项目“短道
速滑”，以双时空两代人的竞技拼搏故
事，展现中国短道速滑事业发展史，致敬
体育精神。剧中，沙溢饰演“教练员郑凯
新”，带领以“陈冕”（李庚希饰）为代表的
新生代运动员勇敢追梦、为国争光。

在之前的众多作品中，沙溢都给人
留下了深刻的喜剧印象，而这次，他用很
多细节表演，轻松地将观众带入到了角
色和剧情中，让人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沙
溢，霸道严厉又暖心体贴。

和在《超越》中饰演黑龙江短道速滑
队主教练“陈敬业”的胡军一样，沙溢也
是第一次塑造教练员的角色。“我是东北

人，对冰雪运动很有亲近感，从小经常在
公园之类的地方看到有人进行训练。之
前看冬奥会时，也比较关注短道速滑，我
们国家队太有实力了，看剧本的时候我
辅助看了很多资料，也了解短道速滑的
发展情况，的确像大家看电视剧时一样，
充满坎坷。但是，中国冰雪人有种韧性
和拼搏的精神！”沙溢坦言，这一类题材
对他来讲是新鲜的，所以接到邀约后一
直充满期待，但同时拍摄该剧也压力山
大，“我认为每一个体育人身上都有一种
独特的运动气质，这不是你能学来的，这
是刻在骨子里的，所以我们进组前就开
始训练，尽量能有所标准。”

首度与胡军合作首度与胡军合作

“一起训练合作很开心”

颠覆性表演获赞颠覆性表演获赞

“演短道速滑教练，压力大”

生活报记者 吴海鸥薛宏莉

生活报讯（记者 王晓晨）1月
21日下午，由导演张艺谋、张末
执导的抗美援朝主题影片《狙击
手》于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祖国
新年好”观影场，导演张艺谋、张
末携领衔主演陈永胜、章宇，特别
出演张译、林博洋及“狙击五班”
新人演员，刘奕铁、黄炎、王梓屹、
陈铭杨、王乃训、程泓鑫等亮相现
场，与观众交流创作故事。总制
片人庞立薇、曹晓北，编剧陈宇，
主题曲《回家》演唱者韩红等主创
也共同出席。曾与张艺谋导演共
创2008年奥运会烟火盛宴的艺
术家蔡国强、演员李现、张颂文、
岳云鹏、杜江、潘斌龙等人也到场
支持，为电影送上诚挚祝福。

现场气氛热烈，观影嘉宾纷
纷表示对电影的喜爱，“场面惊
心动魄”、“几乎全程流泪”。韩
红向抗美援朝军人致敬，张译零
片酬出演敬业精神获导演极高
评价，张艺谋“有中国观众才有
中国电影”更引全场掌声雷动。
电影《狙击手》以朝鲜战争时期

“冷枪冷炮”运动为背景，将于2
月1日大年初一全国公映，是导
演张艺谋首次进军春节档的诚
意之作，也是国内首部由抗美援
朝狙击手真实故事改编的影片，
更是春节档目前唯一一部敢于
提前亮相的真人影片。影片预
售现已开启，年关将至，将无畏
青春献给祖国，守护盛世万家灯
火。

《狙击手》观影场获好评

张译零片酬出演

生活报讯（记者 王晓晨）由韩
寒编剧并执导的电影《四海》21日
正式开启预售，并同步曝出由韩
寒作词、尤长靖与房东的猫乐队
联合献唱的主题曲《爱与喜欢的
区别》MV。当刘昊然饰演的阿
耀被刘浩存饰演的欢颂问到：你
说，爱和喜欢，有什么区别？影片
中甜蜜又忧伤的爱情戏份也随之
被解锁，俩人的青涩爱情，也在从

海岛到大城市的旅途中徐徐展
开。

电影《四海》由刘昊然、刘浩
存、沈腾、尹正、乔杉、周奇、王彦
霖主演，黄晓明、张宥浩、陈小春、
万梓良、吴彦姝、赵子琪、高华阳
特别出演，冯绍峰友情出演，本片
将于2022年大年初一全国公映。

伴随着预售的正式开启，电
影《四海》近日也曝光了主题曲
《爱与喜欢的区别》MV，并首度
重磅释出影片中的爱情元素，从
而引发了新一轮的观影期待高
涨。电影围绕着青年阿耀的亲
情、友情、爱情展开，也讲述一群
各有故事的善良小人物命运交
织。在随着此前预告揭晓了“我
和我爸关系有点微妙”的亲情、

“我太不喜欢交朋友”的友情之
后，少年阿耀的爱情也终于向观
众揭开面纱，阿耀和欢颂彼此取
暖，彼此独立，随着世事变故，也
一同踏上了闯荡四海之路，生活
会为他们发什么糖，又将带给他
们怎样的命运无常，也是本片引
人期待的看点之一。

尤长靖与房东的猫

献唱《四海》主题曲

电视剧《超越》正在东方卫视热
播，为 2022 北京冬奥会预热。沙溢
在剧中饰演从黑龙江走出去的青岛
队短道速滑教练“郑凯新”，他颠覆性
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1月
21日，正在春晚舞台进行第一次联排
的沙溢，在接受微信采访时表示：“冬
奥之年出演冬奥题材剧，很荣幸”。

生活报讯（京报）1 月 23 日，
2022年央视春晚进行了第二次彩
排。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精彩表
演，赢得现场观众一阵阵热烈的掌
声。

陶玉玲、李雪健、姜昆、李谷一、
杨洪基等艺术家风采卓然，严谨的
台风和精湛的表演令观众感佩宝刀

不老；阎维文、殷秀梅、陈宝国、张国
立等名家登台，增添了春晚的厚重
和温馨；新一代演员则充分展现出
新时代年轻人昂扬向上的青春活力
和蓬勃朝气。

一台内容丰富、亮点纷呈的除
夕文化盛宴正向您走来。虎年春晚
与您不见不散！

进入紧密彩排期

2022年央视春晚
老中青三代表演亮点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