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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章子怡的首部电视剧
《上阳赋》终于开播，但“少女感”成为
伴随着剧集播出的口水。既想用好演
员保证剧集质量，又要迎合年轻观众
的口味，你若是投资人，会怎么办？

在《上阳赋》中，章子怡需要从15
岁的王儇演起，因此在前几集中，章
子怡需要用少女的神态和动作来呈
现王儇，引发了网友褒贬不一的争
论，在此期间，《上阳赋》的片方一直
围绕着“章子怡很有少女感”做宣传。

1月9日，章子怡在微博上与片
方“开撕”，她表示不要把“少女感”强
安到自己身上，而且自曝年龄，“我演
王儇的时候38岁，下个月42（岁）”，
对于角色的理解，章子怡认为，演员
的任务是要跟王儇一起成长，“观众
是需要一个清净的环境去了解和认
识她的”。

章子怡只是众多遭遇年龄尴尬
的演员之一。2018年，44岁的周迅出
演了《如懿传》，依然是从十几岁的少
女开始演，角色年龄横跨几十年，在
《如懿传》播出后，周迅的年龄迅速成
为该剧的槽点，网友同样认为高龄周
迅不应该再强演少女，这些口水之争
直到随着《如懿传》的播出，女主逐渐
成长后才消失。

后来周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
些时候观众是不宽容的，“但谁也不

能给演员灌输‘二十岁到三十岁是最
美好的十年’这种论调。因为随着生
活阅历和年岁的增长，演员才会有阅
历，诠释的角色才会有深度。”

其实国内女演员强行扮嫩是从
刘晓庆1995年播出的电视剧《武则
天》开始的，刘晓庆在出演武则天时
已45岁，她在剧中从16岁少女武媚
娘一直演到83岁的武则天，也许是当
年网络不发达，观众即便吐槽也不会
产生社会效应，从而呈现出了能够充
分展现刘晓庆演技的经典电视剧。

中年男演员同样受到年龄困惑，
在前不久播出的《大秦赋》中，40多岁
的张鲁一饰演13岁的少年嬴政被观
众广为诟病，成为该剧最大的槽点。

能看出来，中年演员往往是在出
演大主角戏时会出现年龄的尴尬，像
《如懿传》《大秦赋》《上阳赋》这样要
把角色从十几岁演到几十岁，在符合
逻辑和保证剧集统一性方面如何取
舍？1月10日，《上阳赋》原作小说《帝
王业》作者“寐语者”表示，章子怡在
剧中做到了将少女王儇和后来的豫
章王妃集于一身，如果讨巧的话，就
会把女主角少女时代的剧情简单带
过，或者寻找一个少年演员出演这阶
段的女主，既撑不起这个阶段人物面
对生离死别的重戏，也没办法保全故
事和人物完整度。

1月9日晚，大乐透在第21004
期开奖中，一举送出14注一等奖，河
南购彩者运气爆棚，收获1注1220
万元追加一等奖和2注678万元基
本一等奖，分别出自驻马店、南阳和
濮阳。

1月11日，三位大奖得主陆续来
到河南省体彩中心，领取了他们的幸
运大奖，分享了他们的购彩故事。

718万：
感谢家人 生活要细水长流

南阳的李先生购彩多年，是大乐
透铁杆粉丝，他的中奖彩票是一张
44元胆拖票，出自4113270020体彩
实体店，中出1注一等奖、10注二等
奖及多注固定奖，总奖金718万元。

聊起选号经验，他笑着说：“我的
方法简单直接，守号呗，中奖号码是
家里人的生日组合的，守了十几年。”
坚持就是胜利，李先生的恒心让他终
获大奖。李先生带着家人一起感受了
他的幸运时刻，说起奖金的用途：“是
他们带给我好运，回去好好孝敬父
母，感谢家人，生活要细水长流。”

1220万：
生活更有保障 但不足以辞职

另一位大奖得主小张，今年三十
岁出头，在郑州工作，工作之余喜欢
健身。上周六休息，回到驻马店老家

看望父母，出门时路过体彩店，就进
去选了几注大乐透。“前区号码是随
便选的，后区是追号，是我的幸运号
码，所以每次都用这几个号。”

小张的中奖彩票是一张15元5
注单式追加票，出自4117020228
体彩实体店，中出1注一等奖及追
加，总奖金1220万元。说到对未来
的规划，他说：“以后更有保障了，
但也不足以让我辞掉现在的工作，为
了领奖请了半天假，下午回去还得好
好工作。”

678万：
大奖来得及时 减轻生活压力

最后现身领奖的是濮阳的吴先
生，他的中奖彩票出自4109280036
体彩实体店，是一张10元5注单式
票，奖金678万元。

吴先生是体育彩票的忠实爱好
者，各种玩法都购买过。关于选号经
验，他认为，机选自选概率上都差
不多，谁也预测不了。说起自己中
奖，吴先生直言从没想过自己会中
奖，曾经看到新闻里的各种大奖报
道，质疑过他们的真实性。“现在自
己真的中了大奖，有点不敢相信，
从知道中奖到现在，都没咋合过
眼。”吴先生透露因为一些原因，家
里欠了外债，这笔奖金来得及时，将
会帮助他减轻生活压力。

通 告
为保障全省公路和城市道路网络畅通，解决影响货车通行

效率和道路交通安全等问题，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住房城乡建
设厅、公安厅、生态环境厅、水利厅联合开展了全省道路违规设
置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专项整治行动，印发了《河南省道
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管理制度（实行）》，对道路限高限
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依法依规进行清理和规范。

请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主动监督，反映违规限高限宽设施
和检查卡点线索，反映电话：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12328。
河南省道路违规设立限高限宽设施专项整治联席会议办公室

新密市民政局公告
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有关规定，经核准，该社会团
体符合要求，准予变更登记，特此
公告。

单位名称：新密市餐饮与住宿
行业协会。变更事项：法人，地
址。变更前法人：张书安，变更后
法人：郑喜旺，变更前地址：新密市
开阳路与育才街交叉口，变更后地
址：新密市青屏大街东段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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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2021年1月13日

地块
编号

郑政高出
〔2020〕20号

使用权面积
（平方米）

224645.27

位置

文竹街南、
红松路东

成交价
（万元）

42008

竞得人

郑州开祥智能传
感园区建设有限

公司

挂牌时间：2020年12月15日至2020年12月29日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国土规划住建局公示

每注金额
0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12期中奖号码
1 8 16 19 21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中奖注数
0 注

246注
5135 注

319注
149 注

4 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368618 元，中奖总金额为

74110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012期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 元
173 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775624元。

中奖注数
453 注

0注
1337注

中奖号码：906
“排列3”第21012期中奖号码

9 0 6
“排列5”第21012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1006期中奖号码

239254 +13

9 0 6 4 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0407 09 14 26 30 31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353946元
311764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0元
0元
0 元

14注
76注

1515 注
76343注

1389048注
9560127注

0注
0注
0注

0注
1 注

64注
3494 注

64584 注
424731注

0注
0注
0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1005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921374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3972059元。

一等奖特别奖
一等奖普惠奖
六等奖翻番奖

河南购彩者一期斩获3注大乐透头奖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杨惠明

被“少女感”困扰的，不止章子怡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峰 实习生 熊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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