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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体彩

生活报讯（记者 王雪莹）“《爱情
公寓》中的小姨妈和张伟，终于在一
起了！”江苏卫视都市情感剧《匆匆的
青春》播出后，类似话题让不少网友
津津乐道。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

“小姨妈”邓家佳毫不吝啬地对搭档
李佳航大加赞美：“他能非常敏锐地

捕捉到人物情绪，而且能给对手很强
的正反馈。合作过程中，我们对戏剧
的审美、交流完全没有障碍，整个过
程非常开心。”

采访中，邓家佳还爆料称和李佳
航拍戏需要超强的自律：“这是我待
过的、少见的没有聚餐氛围的剧组。”
原来李佳航是名副其实的健身达人，
不管多晚收工都要坚持运动。“所以
那段时间我被他带得超级自律，每天
就互相比着，今天你跑了多少米，明
天我跑多少。”

谈及剧中角色——新手妈妈“赵
左左”，邓家佳表示她能年纪轻轻就
生孩子，是最勇敢的表现。“这个世界
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胜利，那就是按自
己的意愿过好这一生。”在邓家佳看
来，如果已经很明确自己想要成为什
么样的人，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就
应该无惧别人的看法，“朝这个方向
努力就好了。”不过她也开玩笑道，虽
然自己现阶段对工作、生活没有太多
焦虑感，但没有谈过校园恋爱却是自
己最大的遗憾，“所以我会比较羡慕
赵左左。”

《匆匆的青春》中跟李佳航演两口子

邓家佳：收工后
我俩“攀比”运动成果

生活报讯（记者 王雪莹）暑期档又
添新成员！生活报记者从金安国际影
城了解到，由张吃鱼执导，沈腾、马丽领
衔主演的开心麻花科幻喜剧《独行月
球》，将于7月29日上映。电影讲述了
人类为抵御小行星的撞击，拯救地球，
在月球部署了月盾计划。陨石提前来
袭，全员紧急撤离时，维修工“独孤月”
因为意外错过了领队“马蓝星”的撤离

通知，一个人落
在了月球。不料
月盾计划失败，

“独孤月”成为
“宇宙最后的人
类”，开始了他在
月球上破罐子破
摔的生活……

预告中，落
单的“独孤月”发

现了同样落单的金刚鼠。为了缓和关
系，他假扮成母袋鼠，本想瞒天过海却
被一脚踹飞。返回地球的“马蓝星”为
给陨石灾难下的人们带来希望，决定将

“独孤月”顽强的月球生活向全球直
播。不料直播中出现的竟是“独孤月”
放飞自我与袋鼠斗智斗勇的画面，惹得
网友直呼：“影片‘含腾量’很高，已经提
前笑出眼泪。”

开心麻花新片定档

沈腾被落在月球跟袋鼠“干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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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地点：哈尔滨音乐厅（群力大道1号）
业务电话：0451-84692455 售票电话：0451-84699400
关注最新演出资讯，请加入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yyt0451

哈尔滨音乐厅（哈尔滨交响乐团）演出

“名家经典 臻善至美”
深圳交响乐团专场音乐会
时间：2022.7.30 19:00
票价:80元/120元/180元/280元

“情深共咏 祖国颂歌”
哈尔滨交响乐团&
深圳交响乐团交响音乐会
时间：2022.7.28 19:00
票价:80元/120元/180元/280元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齐杨如意 记
者史天一）18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22081期开奖。当期开奖号码为：前
区05 10 19 31 32，后区09 10。非常
神奇的是，本期大乐透开出的号码与
第14076期完全一致，仅出球顺序不
同，这是历史首次出现大乐透7枚奖
号与此前开奖号码完全一致的情况。

本期全国井喷一等奖35注，在
2022 年的单期开奖注数仅次于第
22071期开出的65注头奖。不过与
22071期不同的是，本期并无亿元奖
诞生，35注头奖分落全国15地，呈“天
女散花”之势。

当期一等奖单注奖金为587万余
元，其中11注选择追加，多得469万
余元奖金。

二等奖开出 118 注，单注奖金
10.8万余元，其中46注选择追加，每
注多得8.6万元奖金。当期大乐透全
国销售金额为 2.75 亿元，计奖结束
后，奖池余额6.56亿元。

大乐透奖号
竟与14076期相同

生活报讯（杜昉 见习记者纪勇
记者史天一）19日一早，来自牡丹江
的张丽（化名）一行3人现身省体彩
中心，兑取她中得的第22079期大乐
透1383万大奖。直到这一刻，张丽
依旧在念叨：“我还是不相信真的中
了奖，咋就跟做梦一样！”

13日，体彩第22079期大乐透
开奖，中奖号码为：07 10 19 26 32+
08 12，牡丹江一位幸运儿中得一注
追加一等奖，基本奖金768万余元，
追加奖金 614 万余元，累计中奖
1383万余元。

在兑奖过程中，张丽显得很紧
张，以至于手颤抖得拿不住笔，不停
写错信息，不得不反复填写了多张兑

奖表。为此，省体彩中心工作人员为
了安抚她，和她聊起了家常。张丽表
示：“和我一起来的是女婿和侄子，女
儿在家照小孩。”

与以往大奖得主火速兑奖不同，
张丽在开奖6天后才来兑奖。原来，
她一直不知道自己中了奖，直到18
日下午，她一如既往地到彩票销售点
买新一期大乐透，才从销售员口中得
知自己中了1383万元大奖。

张丽的中奖彩票是一张5注追
加投注单式票，看似随机，但其中号
码是结合了家人的生日精心设计的，
已经坚持买了很多年。就这样，她每
期投注15元左右，理性购彩、坚持不
懈，最终击中大奖。

至于有了这笔巨款对未来新生
活有何期望，张丽说：“现在我还不是
很确信中奖这件事，我得冷静一下想
一想，我对这一千多万没有概念，还
不知道怎么花。”

“我还是不相信真的中了奖，咋就跟做梦一样”

牡丹江女子中大乐透1383万大奖
体育彩票

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协办

生活报讯（王明琛）14日，大庆
市体彩中心迎来一位中奖者。他在
位于大庆市萨尔图区万达广场超市
的2309009398体彩实体店，购买体
彩“顶呱刮”即开票“万里长城”，喜中
二等奖10万元。

据了解，中奖者平时喜欢购买体
育彩票，尤其对体彩“顶呱刮”即开票
情有独钟。中奖当天，他被“万里长

城”恢弘大气的票面设计所吸引，随
手买了几张，没想到竟中得大奖。

“万里长城”是体彩“顶呱刮”最
近推出的主题即开票，以长城形象为
主元素，融入象征幸运、吉祥、高贵的
祥云和龙图腾等文化元素，面值30
元，最高奖金100万元。具体玩法
为：游戏一，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

“龙”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

金额；游戏二，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
3个相同的金额标志，即中得该单一
金额。如果出现“￥10000”标志，即
中得1万元；游戏三，刮开覆盖膜，如
果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
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
示的金额，如果出现长城标志即中得
该标志下方所示金额的5倍，中奖奖
金兼中兼得。

大庆购彩者刮中“万里长城”二等奖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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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供热老旧管网改造开工啦

今年实施最后150公里工程
城区改造基本完成 市民屋子将更暖

A叠：要闻·城事 今日彩票中奖号码刊发在A02版 每份1元 发行服务质量监督热线：（0451）84657610 84671553 读者纠错热线：84652201 代号：13—37

哈
尔
滨
天
气
预
报

20日

21日

22日

多云有雷阵雨
多云

日
夜

多云
多云

日
夜

多云
多云

日
夜

东南风3-4级
东北风2-3级

东北风2-3级
东北风2-3级

东南风2-3级
东南风2-3级

29℃
20℃

30℃
20℃

27℃
18℃

扫二维码
订生活报

网上订报
种 报料方式4

报料热线

本报官微新街派 本报官博
龙头新闻APP 生活报网

更亲
更近
更懂你

龙
头
新
闻
客
户
端

仪兴小区21栋6楼

阳台外墙水泥面老化脱落
预计未来10天大部还有雨

我省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AA0202 AA0303

AA0404、、0505
不止有鹿哟 还有许多神奇的植物

走进森工平山皇家鹿苑走进森工平山皇家鹿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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