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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交警发布“五一”出行提示

这些易堵收费站 易堵路段请注意

一季度我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6%

新能源汽车等消费看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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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上能把高数“讲出花”课下是“答疑姐姐”

哈理工数学老师李莎莎被学生誉为

““教概率论的天花板教概率论的天花板””见习记者 崔凯歌
生活报记者 吕晓艳

“莎莎姐是概率论的
‘天花板’，高数和概率论讲
得都特别好!”“莎莎姐yyds！
太认真负责了，是我大学期间最
喜欢的老师！”这些在公众号留言
区刷屏的评论，“表白对象”莎莎
姐，是来自哈尔滨理工大学的数学
老师。

课上，莎莎姐是把复杂高数知识
“讲出花”的“表情包大王”；课下，莎
莎姐是和同学们每时每刻都有问必
答的“数学界颜值担当”“答疑姐姐”；
教学上，莎莎姐则是有着众多光环
的“80后”理学女博士、教学比赛达
人。近日，生活报记者采访了哈理
工理学院工科数学教学中心教师
李莎莎，走进“范儿姐”莎莎构
建的充满数学学科“理性”与
对学生倾注“感性”相互交
织 的 教 学 世 界 。

（下转A03版）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齐杨如意 记
者吴哲）23日晚，体彩大乐透第22044
期开奖，同时本期也是大乐透10亿大
派奖的第5期，开奖号码为：前区01
02 16 17 20，后区03 07。本期大乐透
通过3.51亿元销量，为国家筹集彩票
公益金1.26亿元

本期中出4注一等奖，其中1注追
加投注一等奖且参与派奖，单注奖金
3,299.9万元，被山东临沂购彩者幸运
揽获，创纪录获得本次派奖一等奖单注
最高奖金。出自四川的1注追加投注
一等奖单注奖金1,800万元未能参与
派奖。本期还中出2注基本投注一等

奖，单注奖金1,000万元，分落广东、重
庆。

本期大乐透二等奖中出86注，单
注奖金17.4万元；其中57注采用追加
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3.9万元。有49
注追加投注二等奖符合派奖条件，另外
多得派奖奖金10.2万元，单注累计奖
金41.5万元。

山东临沂3722022901体彩实体
店中出1注6+2组合复式追加投注一
等奖，单票投注 18 元，揽获奖金 3,
302.2万元，除中得3,299.9万元的一
等奖，还中得5注四等奖。

四川泸州中出1注追加投注一等

奖，奖金1,800万元，该中奖彩票为2
注6元投注的单式票，因不符合参加派
奖条件，故未能获得派奖奖金；广东深
圳和重庆南岸区各中出1注基本投注
一等奖，因未采取追加投注也与本次派
奖无缘。

同时，本期一等奖1500万派奖奖
金和二等奖500万派奖奖金全部派出，
下期大乐透一等奖派奖奖金为 15,
000,000元，二等奖派奖奖金5,000,
000 元。固定奖派奖奖金余额 458,
108,610元，十五周年特别奖派奖奖金
余额40,000,000元。

此次派奖，一等奖派奖3亿元，每期

1500万元；二等奖派奖1亿元，每期
500万元；固定奖（三至九等奖）派奖5.6
亿元。由于今年是超级大乐透上市15
周年，增设十五周年特别奖派奖4000
万元，分别用于周六停售的4期（即第
22050、22053、22056、22059期），每期
1000万元，与固定奖派奖合并派发且
优先使用。本次派奖活动针对进行追
加投注且单张购彩金额15元及以上的
超级大乐透彩票参与本次派奖活动，多
期票在派奖期间按期参与（追加投注且
单期购彩金额15元及以上）。

大乐透开4注1000万2注追加

山东爆 万大奖
体育彩票

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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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郭文妍 记者薛宏
莉）肠梗阻是常见的急腹症之一，如
果不尽快解除梗阻，很容易引发菌血
症、败血症，或者因酸碱平衡失调、感
染性休克等危及生命。近日，黑龙江
省红十字（森工总）医院接诊了一位
因肠道肿瘤导致肠梗阻的高龄老
人。可是，仅通过保守治疗难以缓解
老人病症，开腹手术治疗在当时老人
身体状况下风险又非常大。于是，该
院普外科和消化内科联合，通过多学
科合作，用肠道支架的方式帮老人解
了燃眉之急。

据老人的接诊医生、黑龙江省红
十字（森工总）医院普外科主任刘庆
春介绍，这位老年患者86岁，女性，
自述半年前出现腹痛、排便困难等症
状，但一段时间内自动缓解，所以并
未立刻引起注意。就诊前三天，老人
出现了剧烈腹痛、腹胀、恶性呕吐等
症状，家人赶紧带她到黑龙江省红十
字（森工总）医院就诊。经CT等常规
检查，发现老人患有结肠肿瘤，而且
处在进展期，同时CT检查提示肠梗
阻，肠腔扩张积气积液明显。

老人的诊断已经明确，是结肠肿
瘤生长导致了肠腔的狭窄及梗阻。

“当时，剧烈的腹痛让老人非常痛
苦。必须马上解决梗阻问题，否则随
时有可能因为肠梗阻带来的并发症

危及生命。”刘庆春主任说，他们对老
人手术指标等进行了多次评估，反复
会诊，认为当时如果开腹行肿瘤切
除+结肠造瘘手术，不但风险极大，而
且即使手术成功，老人也要面临造瘘
引流后二次还纳手术或长期“挂袋”
带来的生活不便。那么，该如何为老
人对症施治、解决燃眉之急呢？近年
来，黑龙江省红十字（森工总）医院在
各科室之间加强多学科联合建设，他
们为老人在普外科和消化内科之间
启动了“联合治疗”。该院消化内科
李旭辉主任评估认为，置入肠道支架
缓解梗阻是目前的最佳治疗方案。

在多学科综合诊断后，李旭辉主
任为这位老年患者实施了内镜下肠
道支架术：就是利用肠镜，将导丝伸
入肿瘤造成的肠道狭窄处，放置支架
撑起梗阻部位，打开“通道”，解除梗
阻。术后当天，老人即开始排便，腹
胀症状明显好转。术后两周，各项指
标调整达标，在老人身体状况允许的
情况下，普外科主任刘庆春为老人实
施了肿瘤切除术。目前，老人术后恢
复良好，已出院回家休养。

黑龙江省红十字（森工总）医院
院长吴文忠表示，多学科联合治疗
是该院重点发展方向之一，这种“联

合实施”不仅帮患者找到了高效、最
佳治疗方式，也能帮患者在治疗期
间节省很多医疗费用。一直以来，
该医院处处以“患者为中心”，小到
患者的就诊感受，大到多学科联合
施救抢救危急重症患者，以及普通
患者的治疗、护理、回访等等，都在
用放心、安心、贴心、细心、省心的服
务理念，守护着每一位患者的“生命
绿洲”。面对疫情，与生活报联合，
第一时间了推出了24小时“百姓解
忧热线”，随时解答和回复患者的医
疗咨询，而且是有问必答，线上、线
下为龙江患者解忧。

八旬老人突发恶性肠梗阻

冰城医生多科联合“撑出”生命通道

生活报讯（许褚）13日，超级大乐
透10亿大派奖活动首期开奖，开奖当
晚全国共中出1等奖10注，其中包含8
注追加投注。河南购彩者派奖首期中
取了4注1等奖追加超级大奖，分别由
安阳、商丘、信阳三地共同拿下。其中
信阳购彩者揽获1注一等奖追加派奖，
奖金1527万元，中奖票为一张15元的
5注追加投注。

15日上午，信阳的大奖获得者谢

先生来到河南省体彩中心领取了属于
他的千万元大奖。谢先生进入兑奖室
很久，激动的心情才平复下来。“我都不
敢相信这是真的。19年啊，我坚持19
年了，一直在购买体育彩票，每期基本
都控制在50元以内，感觉好了就多买
点，感觉不好了就机选几注回家。这回
可算是中了大奖了！”谢先生兴奋地
说。“中奖号码是我自选的，平时选号也
没啥独特的技巧，就是看哪个数字顺眼

就选哪个数字，凑够2注就行了。这张
彩票后两注号码我守了大概3年，这也
是为了参加派奖活动，所以机选了3
注，加上这2注我守的号码凑了15元
的追加票。没想到居然真让我凑出来
了千万元大奖。”

当问到奖金的使用意向，谢先生认
真地说道：“我的职业是靠天吃饭，一直
在老家务农，平时不吸烟不喝酒，也没啥
别的兴趣爱好，就喜欢买彩票。说实话，

没想过自己能中千万元大奖，我现在还
是懵圈的状态。虽然平时日子过得相对
拮据一些，但是我不想因为这一大笔奖
金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在提高生活质
量的同时，该种地还种地，顺便再做点小
生意吧，剩下的还是存入银行。”

男子购彩19年中大乐透1527万

实施肿瘤切除术实施肿瘤切除术为患者肠道支架为患者肠道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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