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报讯（一兵）根据《财政部关于
2022年彩票市场休市安排的公告》，体
育彩票2022年国庆节休市时间为10月
1日0:00至 10月 4日 24:00。休市期
间，除即开型彩票外，停止全国其他各类
彩票游戏的销售、开奖和兑奖。

体育彩票全国联网乐透型、数字型
游戏于10月1日（星期六）0:00停止销
售，10月5日（星期三）0:00恢复销售；
体育彩票足球传统游戏的竞猜场次安
排、开售时间、停售时间和开奖时间等，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
布的相关竞猜场次安排执行；全国联网
单场竞猜足球游戏、篮球游戏于9月30
日（星期五）22:00停止销售，10月5日
（星期三）11:00恢复销售。

为保障购彩者权益，各类游戏兑奖
期最后一天在国庆节休市期间以及10
月5日至7日的，兑奖截止时间顺延至
国庆节假期后第一个工作日（10月 8
日）。

国庆节
体彩休市4天

生活报讯（于正）21日，体彩超
级大乐透第22109期开奖，一位湖南
岳阳购彩者收获16注8.91万元的二
等奖，奖金达到了150万。

22日上午，中得16注二等奖的
张先生（化姓）现身湖南体彩服务大
厅兑领了奖金。据悉，命中大奖的是

一张投注金额48元、倍投8倍、“5+
3”的复式票，喜中16注8.91万元的
二等奖和8注1万元的三等奖，总奖
金高达150.7万元。

据张先生介绍，他一直喜欢大
乐透，并且喜欢倍投，这期投注了
8倍，自己之前有时候会进行50倍

的投注。“要是投注 50倍，奖金就
更多啦！不过没事，我会接着玩，
希望还有好运降临。”张先生笑着
说。

只要参与，就有机会收获惊喜，
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
18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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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周琳）近日，哈医大
四院眼视光学门诊获批全国首批“近视精
准防治临床中心”。这不仅提升了我省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促进了我省近视
防控工作的专业技术水平层次，也推动了
我省近视精准防治工作的开展。

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呈现

低龄化、重度化、发展快的趋势，儿童青
少年近视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公共卫
生问题之一。与此同时，我国眼视光医
疗水平分布不均，基层医疗机构的近视
防治诊疗能力尚需提高。因此，提高基
层医疗机构对近视预防、筛查和诊治的
能力，必要且迫在眉睫。

据悉，全国首批“近视精准防治临床
中心”的建立，将具备临床、培训、科研和
宣教功能，旨在提升近视防治从业人员
的能力，提高近视诊治干预效率，进而推
动先进的近视精准防治临床工作。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近视精准防治项
目负责人、哈医大四院眼视光学门诊姚

春艳主任表示：“此次‘近视精准防治临
床中心’的建立，将充分发挥近视防治领
域的先进技术和哈医大四院的社会责
任，提高学术引领、学术规范、临床科研
能力，从近视防治的标准化体系建设和
近视防治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升两个角度
出发，实现精准防治。”

哈医大四院眼视光学门诊

获批全国近视精准防治临床中心

生活报讯（雪尘）5日，体彩大
乐透第22102期开奖，当期全国中出
5注一等奖，开奖号码前区：“01 05
14 20 30”，后区：“02 04”。杭州一
位购彩者揽获1注追加一等奖，单票
奖金1277万元。6日，中奖者林先
生（化姓）来到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领取了大奖。

和很多前来领奖的幸运儿一样，
林先生也是一位资深购彩者，有着约
十年的体彩购彩经历。“最开始接触
体彩的时候大学还没毕业，当时正在
实习，附近正好新开了一家体彩店，
刚刚开业非常热闹，我也有点好奇，
就到店里买了一张彩票。”从那之后，
林先生就成为了体育彩票的忠实粉
丝。从初入社会到成家立业，体育彩

票也陪伴林先生走过了人生中的风
风雨雨。

在多年的购彩经历中，林先生并
没有中过大奖，他说自己能坚持到现
在，主要还是有一个轻松的好心态。

“大乐透、6+1、即开票我都有尝试，
也不是期期都买，一次就买个几块、
十几块的，一直都是机选。”林先生说
自己是一个“怕折腾”的人，往往会把
买的彩票攒好几期，再一起查询兑
奖。

这一次，林先生和往常一样来到
体彩实体店购彩，买了一张15元机
选5注追加单式票，这是他最喜欢的
投注方式。开奖后，林先生并没有第
一时间查询中奖信息，还是代销者打
电话告诉了他中奖的喜讯。“一开

始确实不敢相信，我自己又对着彩票
查了一下才终于确定，马上就把好消
息告诉了家人。很快心情就平复下
来了，晚上我睡得还蛮好的。”林先生
笑着说。

男子 15元中大乐透 1277万

生活报讯（田为 曹玥 记者周琳）今年9月29日是
第23个世界心脏日，今年的主题是“万众一心”，意在倡
导公众更主动、更用心关注、传播和实践心脏健康理
念。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副主委、哈医大二院心
血管病医院院长兼心内科主任于波教授带领团队录制
了科普视频，向大众普及健康知识。

为向公众宣传心脏健康知识，世界心脏联盟于1999
年设立世界心脏日。据介绍，心血管病是全球最常见
的非传染性疾病，每年造成近1860万人死亡，占全球
死亡人数的1/3，心血管病防治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
社会问题。《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显示，
我国心血管病的发病率和致死率仍然较高，心血管病
人数达到 3.3 亿，每 5例死亡中就有 2例死于心血管
病。

今年，哈医大二院心内科副主任候静波教授等专家
为市民精心录制了关于“关注心脏疾病，爱护心脏健康”

的科普视频，以向大众普及健康
知识为出发点，围绕人们感兴趣

的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等话
题，展开通俗易懂的讲解。

教你如何“爱心”

因“怕折腾”
坚持机选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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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是世界心脏日
哈医大二院专家录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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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中大乐透二等奖150万

科普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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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司法题材剧《底线》的
收视一路领跑，也因剧中涉及

“辱母案”、“女子被闺蜜前男友
杀害案”而被网友们“对号入座”
真实案件，迅速引发关注。甚至
有不少网友提出质疑：“把别人
的故事搬上荧屏，这犯法吗？”采
访中，黑龙江元辰律师事务所律
师张伟华告诉生活报记者，将真
实的案例写进剧本，是普法的最
好教材。但也正是因为创作的
剧本涉及现实中的人和事，极易
引发涉及名誉、隐私等法律纠
纷。

《底线》最新剧集中，案发时闺
蜜将女子关在门外，不顾其拼命拍
门求救，凶手伏法后她被女子亲属
追究法律责任。这些情节，几乎让
人瞬间联想到曾轰动全国的“江歌
案”。之前播出的“辱母案”，也令
人联想到现实发生过的“于欢
案”。记者看到，剧中设定与该案
几乎如出一辙，就连两次判决结果
都是一样的。近些年，根据真实案

例改编的影视剧越来越多。采用
这样的方式来制作剧本，影响有好
有坏。积极的意义是可借由影视
剧让大众的目光关注到案件本身，
但同时它也存在着缺点，一旦细节
核实不准确，再加上一定程度的虚
构，舆论会变成伤人的刀子，直指
现实世界里的当事人以及其亲属
好友。比如去年8月份，湖南“操
场埋尸案”被改编成电影的消息也
曾引发争议，被害人家属担心电影
上映会勾起痛苦回忆，希望内容实
事求是。

据真实案件改编的影视剧在
制作时，应该考虑到哪些方面？改
编是否需要获得当事人的同意授
权呢？张伟华律师表示，把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的真实案例改编进影
视作品，通常能够获得观众较高的
关注度。但为了增加影视剧的观
赏性，制作人必然对故事情节进行
改编和重塑，对涉及的人物进行填
充，进而导致经过艺术加工后的内
容与真实事实发生一定的偏差，因

此易引发涉及名誉、隐私等法律纠
纷。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七条规
定：“行为人发表的文学、艺术作品
以真人真事或者特定人为描述对
象，含有侮辱、诽谤内容，侵害他人
名誉权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该
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发表
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以特定人为描
述对象，仅其中的情节与该特定人
的情况相似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上述规定可知，改编自真实案
例的影视作品要注意避免含有侮
辱、诽谤内容，不能侵害当事人的
名誉。此外，影视剧中若涉及当事
人姓名、肖像、隐私的，必须征得本
人同意；若是涉及已经去世的当事
人的姓名、肖像、隐私等，须征得死
者配偶、子女、父母的同意；若涉及
当事人口述作品的，需要当事人本
人或其家属的同意。总之，根据真
实案例改编的影视作品，创作者需
注意处理好人物原型的姓名、隐
私、名誉、肖像等法律关系，以及特
定情形下的著作权关系。

曾凭借《小欢喜》中“乔英子”一角得到观众
喜爱的李庚希，最近在东方卫视热播剧《大考》中
再演高中生。接受生活报记者微信采访时，李庚
希说这次“田雯雯”的角色和她本人一点都不
像。“她是一个很懂事、很隐忍，甚至有些小心翼
翼地女孩，让人心疼，但生活中的我非常快乐。”

《大考》中，“田雯雯”是在家乡备考的“留
守”学生，她每天独自上学、饮食起居，生病时只
有年轻班主任“李晓旭”陪在身边。采访中，李
庚希表示这个角色给她带来很多启发和触动：

“人在面临困难、考验的时候，家人和朋友的支
持与帮助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那种感觉很温
暖，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此次，李庚希
还和剧中的校长陈宝国有不少对手戏，“稍微有
一点害怕。但是那种害怕不是他本人带给我
的，而是源于我对他的尊敬。我害怕自己会出
错，说错台词。”这次与胡先煦、荣梓杉合作，李
庚希笑言都是同龄人，在一起特别开心，“戏里
大家是好同学、好朋友，戏外也是一刻都停不下
来，特别闹腾。会一起打羽毛球、爬山，一块去

骑车、吃饭，然后在房间里玩桌游、吃火锅、烤
肉。”问及曾经来哈尔滨拍摄的感受，小姑娘开
心地回应：“非常想念东北的锅包肉，在那儿拍
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点。”

关于未来要尝试的角色类型，李庚希说虽然
自己很爱看悬疑剧，但角色饰演上她倒没有什么
特定想尝试的，“因为每个剧本、每个角色都不一
样，自己的想象也会不一样，所以还是要看故事
本身能不能激发我的表演欲、挑战欲。”在表演计
划上，她要先确保对的大方向，然后再精益求精，

“当然最重要的是永远要真情实感，我希望自己
像一个圆圆的面团，可以捏成任何形状，但最后
都能变回本来的样子。”

生活报讯（记者 王雪莹）“又燃又感动！”“被张译
戳中泪点！”近日，电影《万里归途》在哈尔滨万达影城
哈西店点映后，冰城观众给出了一致称赞。生活报记
者获悉，该片首次聚焦中国外交官撤侨幕后：外交官
和同胞在异域绝境中与大使馆失联，上百人徒步穿越
沙漠战火，跟反叛军斗智斗勇，危机不断浮现，剧情环
环相扣。有观众表示：“全程紧张，一直提着心，看得
手心直冒汗。”

记者了解到，张译和殷桃的演技也成了大家重点
表扬的对象。张译饰演的“宗大伟”有许多高光时刻
让人记忆犹新。面对生死危机，他眼神中的坚定不屈
彰显着外交官的责任与担当；面对家人的电话，他眼
神中又充满了温柔的牵挂。有人感慨：“宗大伟长在
我泪点上了，看得眼眶一直泛红。”殷桃饰演的撤侨同
胞“白婳”是一位母亲，也是外交官最坚强的后盾。有
人表示，“殷桃再一次贡献了天花板级的哭戏。”值得
一提的是，为了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剧组
1：1搭建小城。大到每一个建筑，小到糖果纸上的阿
拉伯语标识都严格把控。就连外籍演员都不禁感叹：

“我们好像回家了。”据悉，电影9月30日上映。

《《万里归途万里归途》》点映口碑好点映口碑好

冰城观众：又燃又感动
看得手心直冒汗

？？
《底线》剧情与“江歌案”“辱母案”相似

电视剧照进现实有风险电视剧照进现实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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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生活报微信采访接受生活报微信采访
《《大考大考》》中中““怕怕””跟陈宝国有对手戏跟陈宝国有对手戏

李庚希：总担心自己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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