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安部“二级英模”平凡事迹搬上银幕

影片《古城片警》全球首映

观看电影时， 老民警骆国泉几次

偷偷抹泪。

19

日下午，在导演贾樟柯的

主持下， 根据骆国泉事迹改编的影片

《古城片警》在

2018

平遥国际电影展上

全球首映。

57

岁的骆国泉是山西省忻州市公

安局直属分局新建路派出所的一名普

通片警，从警近

30

年，在平凡的岗位上

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 他破获各类案

件

1200

余起， 处罚各类违法犯罪人员

1500

余人，多次荣获表彰，

2016

年被公

安部授予“二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

《古城片警》根据骆国泉的真实事

迹改编， 讲述了普通民警工作和生活

中的故事。 影片由肖莫庸编剧、执导，

黄品沅领衔主演，阎维文特别出演。 黄

品沅曾成功塑造了《人民的名义》中的

易学习、正在央视热播连续剧《右玉和

她的县委书记们》 中第一任县委书记

梁怀远等人物。

对于自己的事迹被搬上银屏 ，骆

国泉说他只不过是一名普通民警，是

众多坚守在岗位上的警察中的一员。

“这样的人太多了，我们干不了什么大

事，就尽量干好身边的每一件小事，让

百姓心里热乎乎的。 ”骆国泉说。

（据新华网消息）

开奖结果： 06 09 29 32 35 02 04

奖级级别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基本 6注 8,116,254元

追加 2注 4,869,752元

二等奖 基本 91注 109,271元

追加 35注 65,562元

三等奖 基本 756注 5,345元

追加 224注 3,207元

四等奖 基本 34,055注 200.00元

追加 12,548注 100.00元

五等奖 基本 660,584注 10.00元

追加235,926注 5.00元

六等奖 基本 6,184,000注 5.00元

合 计 122,205,817元

第 18123期开奖公告

开奖时间： 2018年 10月 20日

本期销量： 234,208,723

元

本期基本投注中奖情况

本期一等奖出自：江苏

(

基

本

1

注

)

、 山东

(

基本

2

注追加

1

注

)

、海南

(

基本

1

注追加

1

注

)

、

四川

(

基本

2

注

)

。

6,522,610,651.61

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

2018

年

12

月

19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报发行支持单位

和平国际酒店

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上饶市第二中学

上饶龙翔教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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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甲联赛在休赛近两周后于

20

日再

次展开角逐。 尤文图斯主场

1

：

1

战平热

那亚，各项赛事十连胜的纪录遭到终结。

罗马主场

0

：

2

爆冷负于斯帕尔， 那不勒

斯

3

：

0

客场大胜乌迪内斯。

主场作战的尤文图斯一开场就掌握

了比赛节奏， 第

18

分钟，

C

罗门前补射破

门， 收获了自己加盟尤文后的第

5

枚进

球， 同时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在欧洲

五大联赛打入

400

个进球的球员。 第

67

分

钟，利用尤文图斯防线上的松懈，贝萨头

球攻门得分，将比分扳平，而热那亚上一

次在尤文图斯主场进球，已是近

7

年前的

事了。 此后尽管尤文教练阿莱格里接连

换上迪巴拉和贝尔纳代斯基两名攻击

手，却终未能再得分。 尤文的连胜纪录被

终结。

赛后阿莱格里表示这样的结果让人

遗憾，球队下半场状态松懈，球员们似乎

都睡着了，这是典型的大意失荆州。

斯帕尔客场对阵罗马，第

38

分钟，由

于佩莱格里尼的一次犯规， 斯帕尔获得

一次点球， 佩塔尼亚主罚命中。 第

56

分

钟，博尼法齐头球再度破门得分。 第

75

分

钟， 斯帕尔门将萨维奇因为拖延时间和

向裁判抱怨，被红牌罚下。 最终罗马

0

：

2

主场负于十人斯帕尔。

那不勒斯在客场对阵乌迪内斯的比

赛中，由鲁伊斯、梅尔滕斯和罗格各进一

球，大胜乌迪内斯。 （据新华社电）

巴塞罗那在

20

日晚的西甲第

九轮中以

4

：

2

战胜塞维利亚，夺回

联赛积分榜榜首。但加泰罗尼亚球

队也为这场胜利付出了惨痛的代

价：梅西在比赛中右臂骨折，将因

此而错过一周后的“国家德比”。

在对塞维利亚一战中，梅西开

场即以一传一射助球队获得

2

：

0

的梦幻开局。但在比赛进行到第

16

分钟时，阿根廷人在一次拼抢倒地

时手臂受伤，无法继续比赛，不得

不早早离场。

梅西在离场后迅速接受了医

疗团队的检查。巴萨俱乐部随后确

认，梅西右臂桡骨骨折，需要休战

三周之久。

预计梅西将在

11

月中旬回归

球场。这也意味着他将无缘下轮联

赛巴萨主场迎战皇家马德里的比

赛以及此后对巴列卡诺、皇家贝蒂

斯的比赛。 此外，他还将错过欧冠

两回合对国际米兰之战。

（据新华社电）

梅西骨折将休战三周

无缘“国家德比”

意甲

C罗破纪录 尤文遭终结

作为第六届乌镇戏剧节的开幕

大戏，孟京辉导演的《茶馆》近日在乌

镇大剧院首演。 这是“人民艺术家”老

舍的经典作品，孟京辉用极其当代的

方式令观众卷入《茶馆》的当代美学

风暴。

孟京辉《茶馆》要展示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

《茶馆》 由老舍先生创作于

1957

年，在当代戏剧文化遗产中拥有特殊

的地位，曾经由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

术家于是之、郑榕、蓝天野等人所塑

造出来的舞台形象是中国戏剧史上

不可超越的经典。 对于此次改编创作

《茶馆》，孟京辉希望在尊重原著的基

础上能再深入挖掘老舍当年创作这

些人物时的背景、矛盾、挣扎、苦闷、

愿望。 “面对经典，我们最重要的是把

握原著内核的东西———可能是老舍

巨大的人文关怀，对旧世界的愤恨和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所以我们在舞台

上用了各种方式，但最后还是要向观

众展示———生活还是美好的。 ”

孟京辉认为《茶馆》中的常四爷、

秦二爷、王利发三个人物构成了一个

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并进行

了延展，“最后人们会意识到他们三

个人是一个人。 这时候就会觉得老舍

先生很伟大，以往我们是对剧中人物

形象的认知，这次重新解读时，真诚

对待，当深刻领悟到《茶馆》中的人物

那么饱满浓厚，我们就真的和老舍先

生实现了超越时空的对话。 ”

“我们在茶馆里聊的，不是要表现

一个故事，因为情节所有人都知道。”孟

京辉版《茶馆》里，插入了老舍的其他的

剧本、小说，“放在一起形成人物的前因

后果、延展、内心的递进，这是懂《茶馆》

的人来看的《茶馆》。这中间有无数个层

面，在故事、延展、文本、心理逻辑、情感

逻辑的互动咬合中往前走。

四位导演演《茶馆》，从导演角度

进行新创作

演出时长达

3

小时

20

分， 开演前

孟京辉提醒大家“整理自己”，因为这

么长的戏并未设中场休息，“我不想

让观众的情绪被打断。 ” 但实际上，

《茶馆》 第一次联排长达

4

小时

50

分

钟。 “时间长了不行，短了不行。 ”

孟京辉版《茶馆》，由文章 、陈明

昊、丁一滕、刘畅这四位既能导又能

演的演员，站在导演的角度进行了新

的创作，舞台上火花四溅，陈明昊的

表现力尤其让人印象深刻。 在《我就

是演员》等综艺及电视剧里拥有观众

缘的演员齐溪则在剧中出演一位来

自“茶馆”心理世界的女性角色，这也

可以算作是孟京辉对《茶馆》另一重

维度的解读。 孟京辉认为齐溪是一个

非常有智慧的演员， 只要她站上舞

台，能量都会聚集在她的身边。

文章会在《茶馆》中饰演王利发，

缘起有一次两人在一起喝酒，“我说

我要排《茶馆》，他说《茶馆》我熟，我

都能背，我说他吹牛，他就果真跟我

背了一段。 一年前我们从各个角度开

始聊茶馆，排演大概是两个月。 ”

对于文章在话剧舞台上的表现，

孟京辉如此评价：“文章挺有能量的。

在乌镇大剧院这个大的环境下，需要

大段台词的表演。 但我希望他能稍微

‘收’一点。 ”

“演之前我有点紧张， 但是演员

们都很嗨。 ”剧中有一段，是全体演员

在台上吼了

19

分钟，每吼一句，右手

就上扬一次，“这是要表现老舍作品

中语言的紧张感和愤怒感，他们吼出

了作品中一个世纪的压抑和愤怒。 所

有演员都一身汗。 ”

请来德国戏剧艺术家，

一次很新鲜的创作体验

《茶馆》作为一部中国戏剧的经典

作品， 这次请来了一位德国戏剧家塞

巴斯蒂安。

2

年前的第四届乌镇戏剧节

的开幕大戏《赌徒》，也是由他担任戏剧

构架。 复杂的拼贴式文本，挑战演员肢

体极限的理念、爆发力，让人印象极深。

所以在看《茶馆》时，有观众在某些时刻

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

“塞巴斯蒂安是一位学社会学和

哲学出身的艺术家， 担任戏剧构作，

他对文本进行整理挖掘，让我踩在这

个丰富的森林中，他也努力地让这个

森林更丰富， 但他从不指出道路，总

是提出问题———这样行不行，你为什

么这样……我就会想很多事情。 ”孟

京辉坦言，“这跟以往很不一样。 在这

样的一种状态下，导演变得既危险又

安全，既独立又宽泛。 我以往的创作

是挥洒自如，这次就像戴着镣铐在跳

舞。 要想很多事情，是一次很新鲜的

创作体验。 ”

“跟塞巴斯蒂安的合作很嗨 ，他

总是不停地说老舍、茶馆，不停地敲

打、询问、交流，我们在合作中建立了

对《茶馆》的理解。 ”孟京辉认为，《茶

馆》并非是仅存留在中国戏剧舞台的

一部经典作品， 而是属于世界的，它

可以算作是人类文化宝库里面最璀

璨的明珠，所以作为创作者我们必须

要在一个大的文化状态下，来解读和

考量这部作品。 （据金羊网消息）

第六届乌镇戏剧节开幕

开幕大戏《茶馆》用极其当代的方式令观众卷入美学风暴

舞台上火花四溅，生活是美好的

尤文图斯队球员

C

罗（中）庆祝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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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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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漫画与幽默

兹 有 我 单 位 职 工 胡 棣 华 ( 身 份 证

362301194604051525），购买了一套坐落于信州区光学路

25栋 131（1-301）号的房改房，房屋面积为 70.55平米，房

产证号为 333649， 该套房屋于 1998年已被我单位收回，

并已分配给其他职工。 因历史原因编号为 333649的房屋

所有权证已遗失无法提供且未办理注销手续， 为规范我

单位的房改房权属信息， 我单位拟向上饶市房改办提出

注销申请，如有异议者请在登报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上

饶市房改办提出书面意见（办公电话 8205878，办公地址：

上饶市信州区茶圣路 169号 909室）。 如未有异议，我单

位将在公告期满后，办理该套房屋的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凤凰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15

日

兹 有 我 单 位 职 工 朱 可 建 ( 身 份 证

362301196511091519）， 购买了一套坐落于信州区光

学路 40栋 142号的房改房， 房屋面积为 54.46 平米，

房产证号为 3311764，该套房屋于 2004年已被我单位

收回， 并已分配给其他职工。 因历史原因编号为

88010002 的房屋所有权证已遗失无法提供且未办理

注销手续，为规范我单位的房改房权属信息，我单位

拟向上饶市房改办提出注销申请，如有异议者请在登

报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上饶市房改办提出书面意见

（办公电话 8205878，办公地址：上饶市信州区茶圣路

169 号 909 室）。 如未有异议， 我单位将在公告期满

后，办理该套房屋的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凤凰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15

日

行业多·信息广·见效快

分类信息

主流强势媒体 覆盖上饶城镇

登分类广告、 实惠又见效

注 销 公 告注 销 公 告

上饶市禾盈实业有限

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4330002210701，编

号:4210—00951319，声明作

废。

《比美》

选自

:百度

10

月

15

日， 体彩大乐透

18121

期开

奖，全国爆出

2

注千万头奖，其中位于江

西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万达星城西区商

铺

2

栋

12

号的

3601001683

体彩店， 收获

大乐透一等奖

1

注 （追加）， 奖金高达

1600

万元。 据核查，该注中奖彩票是一

张

15

元

5

注追加单式票，当期开奖后，奖

池上升至

65.2

亿元。

“小何啊，你这店里运气真不错啊，

我没记错的话，这是你店里第二次中出

体彩大乐透一等奖了吧？”“是啊，是啊，

这都是大伙给力啊，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业主小何乐呵呵地说道。什

么情况？ 两次中得大乐透一等奖？ 业主

给我们娓娓道来：

2015

年

6

月

8

日， 体彩

大乐透

15065

期， 一位彩友用

1512

元斩

获当期大乐透一等奖

1553

万余元，没想

到，时隔三年后，再次收获了这份幸运！

小何的爱人热情地招待着闻讯前

来道贺的彩友们，一边端茶递烟，一边

说着：“大伙都来沾沾喜气吧，这都已经

第二个大奖了，只要坚持，第三个大奖

也不远了， 可能就在你们中间哦。 ”这

时，小何悄悄把笔者拉到一边：“我给你

爆个料哈，这两次中大奖，虽然间隔了

三年，我猜测可能是同一个人中的。”笔

者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吧？同一个门店

中了两次大乐透一等奖已经不可思议

了，居然还是同一个人中奖，这也太令

人惊叹了。

“你还别不信，我可是有依据的，你

看啊，我这是个体彩兼营店，来往的彩

友基本都是附近的，投注一般没有太大

额，只有

2015

年那位大奖得主每次购买

大乐透都是千元以上的大复式票。这次

她又买了

2000

多元， 其中有部分机选，

由于她习惯每次追加，中奖票恰巧是

15

元

5

注追加单式票， 据我猜测可能就是

她了。”如果真是她，那就不是一般的幸

运儿，运气和实力都缺一不可啊。

2018

大乐透巨奖排行榜江西再添

新成员，我们在静待真正中奖者揭开神

秘面纱的同时，不妨买上几注体彩大乐

透一起来参与，别忘记了追加，公益体

彩，让我们一起上场吧！ （李强）

为庆祝顶呱刮即开型体育彩票上市

十周年，弘扬体彩文化，倡导体彩公益环

保理念，扩大顶呱刮即开票的影响力，江

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自

2018

年

8

月份

开始， 面向全省开展即开型体育彩票手

工艺品创作大赛。

此次大赛共分三个阶段， 第二阶段

线上公开评选正火热开启， 工作人员从

海选报名作品中初步筛选了

200

幅入围

复赛的作品， 在江西体彩官方微信开展

线上展示， 通过公众投票评出优秀奖

60

名， 作者可获得

1000

元顶呱刮即开票奖

励，并可获得晋级参与决赛资格。 （决赛

将通过专家评审，评出一等奖

1

个、二等

奖

6

个、三等奖

16

个，可分别获得

8000

元、

5000

元、

2000

元的顶呱刮即开票奖励。 ）

本次投票活动起止时间为

10

月

16

日—

10

月

31

日，采用微信投票，以得票数多少确

定获奖名次。 每次投票只能为

1

个作品投

票，每个微信号每天只可投

10

票。

活动中， 来自全省的体彩销售人员

积极参与， 利用废弃的即开票制作出一

件件构思新颖、别出心裁作品，充分展现

了创造者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也体现了

体彩人团结合作的精神风貌。

投票作品展区， 既有蕴含体育文化

的传统手工艺 ， 如奥运五环 、 冠军花

篮、 体彩军舰等； 也有融入奇思妙想的

创意手工艺， 如菠萝笔筒、 彩虹孔雀、

双龙戏珠等。 手工达人们心灵手巧， 精

妙之作令人啧啧称奇。 为期

15

天的大赛

作品投票将持续到本月底， 各位小伙伴

动动手指， 为自己喜爱的作品投上宝贵

一票吧！ （江彩）

梅开二度

同一门店两次揽获体彩大乐透一等奖

体育彩票手工艺品大赛活动线上评选火热开启

动动手指

为喜爱的作品投上宝贵一票

2018

年下半年开始， 江西省

体彩中心针对全省体彩销售网点

集中开展了美化亮化等网点建设

工作。 体彩上饶分中心围绕“夯实

渠道基础、提升门店形象”的工作

思路，克服重重困难，按照新标准

新要求迅速对辖区内的“脏、乱、

差”网点进行了集中整改。 在此过

程中，彩友们也积极参与，纷纷建

言献策， 通过自己的真实感受来

影响和坚定业主改造网点的决

心。 通过一段时间的“建”设，上饶

不少体彩网点旧貌换新颜， 获得

了彩友们的齐声叫好。

彩友小李是上饶市婺源县

3608008615

体彩网点的常客 ，该

网点已装修多年， 软硬件设施大

多陈旧老化， 小李经常和业主老

卢开玩笑说， 这店真的是婺源最

“老”的彩票店了，赶紧重新装修

下吧。

适逢今年省体彩中心为加强

体彩网点基础建设、 提升网点整

体形象， 陆续在全省开展了网点

建设工作，并提供装修补助。 利好

消息一经传出， 业主老卢在小李

等老彩友的劝诫下， 积极响应中

心号召，带头开展网点改造，得到

了省市体彩中心的大力支持。 网

点墙面翻新，门头整体置换，布线

全部暗装，背景墙更规范，店内亮

化……以前能看到的诸多 “不满

意”统统整改，老卢还请小李多提

宝贵意见， 让他的荐言献策成为

现实。

如今的

3608008615

网点 ，店

内外严格遵照了省体彩中心的网

点建设标准， 焕然一新的店面让

彩友们赞不绝口。 小李也终于不

再抱怨老卢了， 他乐呵呵地说 ：

“如今的彩票店就像我的另一个

家，有空就喜欢往这跑。 在这种舒

适的环境下买注彩票， 和彩友们

聊聊天，也是一种享受。 ”眼瞅着

进店购彩的彩友越来越多， 业主

老卢说：“要提高彩票店销量，提

升网点形象、 改善销售环境显得

犹为重要。 ” （江彩）

“升级新标准，塑造新形象”系列报道五

彩友积极建言献策

上饶体彩网点“建”设齐叫好

（

3608008615

网点建设后走势图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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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结果： 16 29 30 32 33 04 05

奖级级别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基本 9注 6,945,590元

派奖 9注 757,575元

追加 7注 4,167,354元

派奖 7注 454,545元

二等奖 基本 67注 146,223元

追加 48注 87,733元

三等奖 基本 606注 6,745元

追加 336注 4,047元

四等奖 基本 26,443注 200.00元

派奖 15,494注 100.00元

追加 15,494注 100.00元

五等奖 基本 509,913注 10.00元

派奖 292,549注 5.00元

追加 292,549注 5.00元

六等奖 基本 5,008,381注 5.00元

派奖 2,869,959注 5.00元

第 17057期开奖公告

开奖时间： 2018年 5 月 18日

本期销量： 237,276,288元

本期基本投注中奖情况

本期一等奖出自： 福建 (基

本 1 注)。 3,636,318,978.81 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下期一等奖派奖

奖金 15,000,000 元。 固定奖派奖

奖金余额 152,253,745 元。 本期兑

奖截止日为 2017 年 7 月 5 日， 逾

期作弃奖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