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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玲贺岁片中
饰演其小时候的演员

是咱洛阳女孩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高菊
通讯员 谢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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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58500元，中奖
总金额为3015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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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752174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4149606元。

楚河汉界，分乾坤阴阳；方寸之间，享游
乐人生。记者从国家体彩中心获悉，2021
年“好运弈棋来”——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
棋民间棋王电视争霸赛，3月1日起重启战
火，无论乡村城市，不分男女老幼，广大民间
棋手都可以走进体彩实体店过招，期待你的
王者归来。

全国赛事同步开启

2019年，在中国体育彩票和中国象棋
协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体育彩票民间棋王
争霸赛正式启动。该赛事以倡导全民健身、
发展群众体育为核心，以广泛普及与推广中
国象棋运动为目的，通过不同级别的赛事，
吸引广大象棋爱好者积极参与，逐步把中国
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打造成
参与广泛、参赛简便、赛事专业的民间赛事。

2021年“好运弈棋来”——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电视争霸赛，于3月份
再度来袭，期待广大民间棋手的王者归来。

象棋爱好者可参与

本届赛事自3月1日起正式启动。从乡
村到城市，从街头到社区；不分男女老幼，谁
是英雄，全凭“棋艺”过招。只要你执着于楚
汉之争，只要你年满18周岁，就可走进体彩
实体店，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中国体育彩
票微信小程序，线上报名参与比赛，上传成
绩获取积分，为走向巅峰奋斗。

每位参赛选手均可获得由中国体育彩
票、中国象棋协会联名颁发的参赛证书和成
绩证书，获得月度棋王和各级棋王的选手都
将获得证书。

增设县乡镇级棋王

本着积极倡导全民健身、发展群众体育
的理念，本届比赛，中国体育彩票将棋王选
拔从省级和地市级，增加了县级和乡镇级棋
王，扩大了赛事覆盖范围，为广大象棋爱好
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全民健身展示舞台。

在丰富广大群众的体育文化生活、普及
中国传统象棋文化的同时，棋王争霸赛传递
了体彩助力全民健身的理念，让广大象棋爱
好者通过走进体彩实体店参与比赛，从而有
机会近距离接触体育彩票，让更多的人了解
到体育彩票为社会为民生所作出的公益贡
献。 (中体)

体彩
民间棋王争霸赛
再度来袭
增设县、乡镇级棋王 扩大覆盖范围
年满18岁均可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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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以来，电影《你好，李
焕英》走红，自2月12日上映
以来，截至3月3日，累计票房
突破49亿元，位于中国电影
总榜前列，成为网友们热议的
影视话题。电影中贾晓玲的
扮演者贾玲演技自不必说，而
童年贾晓玲的扮演者也给观
众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这位
胖嘟嘟十分可爱的小女孩就
是洛阳姑娘董若溪。这位爱
笑爱跳的小女孩深受贾玲导
演的喜爱，在剧组时只要有空
就抱抱她亲亲她。

小若溪

接到参演消息很意外、激动

3月 3日，记者联系到董若
溪的爸爸董飞，据其介绍，小若溪
目前在洛阳市读二年级，她从小
就是一个活泼开朗、爱笑、爱跳舞
的小女孩。“孩子从两三岁就开始
学跳舞，经常参加学校和洛阳市
的一些表演，还拿过不少奖，所
以孩子的表演能力还是不错的，
我和她经常在家拍一些视频。”
小若溪的爸爸告诉记者。

据小若溪的爸爸回忆，2019
年11月，小若溪刚上小学一年
级，他们在抖音上拍的一组视频
火了，受到《你好，李焕英》选角
导演的关注，邀请小若溪参加电
影《你好，李焕英》的拍摄。“当时
我们无法判断消息的来源是否
真实，几经核实，我们才确定消
息是真的，当时觉得挺意外，但
是非常开心。”小若溪的爸爸说。

随后，剧组发来了剧本，小
若溪按照要求在家里录制表演
童年贾晓玲，他们把拍摄好的片
段提交给剧组后，不久接到了去
湖北襄阳面试的邀请。在面试
现场，小若溪一点都不觉得紧
张，表演十分自然。面试结束回
到洛阳后，接到了进剧组拍摄的
通知。而当时，已经有其他出演
童年贾晓玲的小演员在剧组拍
摄了，所以并不知道最后会不会
选用小若溪的拍摄镜头。“主要
想带孩子体验体验，全家人十分
激动和开心。”小若溪的爸爸说。

在剧组爱和贾玲腻在一起
长发被剪掉时还哭鼻子

“若溪年龄最小，又喜欢笑，
在剧组里特别招大家的喜欢，尤
其是贾玲导演，有空就喜欢抱抱
她、亲亲她，天气冷的时候还用
自己的大衣服包着她，孩子很喜
欢和她腻在一起。”小若溪的爸
爸说。

刚进剧组的时候，小若溪对
一切都感到十分好奇，摄像机、
摇臂、各种道具都让她感到新
奇，她说：“洗屁股的那场戏拍了
一天，棒棒糖都吃了好几根，可
惜都是一个味儿。”

据若溪爸爸介绍，小若溪镜
头感还不错，但是毕竟没有系统
学过表演，剧组导演和演员们很
有耐心，现场教孩子演戏技巧，
孩子学得也很快，挺认真的。不
过，对小若溪来说，最伤心的事
情就是为了拍摄需要，留了两三
年的一头长发被剪掉了，小若溪
为此还抹了眼泪。后来，贾玲导
演过来安慰她“头发很快会长起
来的”，小若溪这才转悲为喜。

小若溪进入剧组拍戏的时
候才 6岁多，拍摄的一个多月
里，都是由辞去了工作的妈妈陪
着，除了拍戏，不忙的时候，小若
溪还喜欢在现场跳舞，引得演员
们有空了也会跟着她学一段，贾
玲导演和张小斐都曾经跟着她
跳舞。

电影拍摄结束后，贾玲导演
紧紧地抱着她很久才松开。“整
个拍摄过程能够感受到，贾玲导
演很喜欢小孩子，很有耐心和爱
心。”小若溪的爸爸说。

爱跳舞、性格开朗，
这位洛阳小女孩人缘极好

据小若溪的爸爸介绍，她
性格很好，人缘也好，在学校
里，老师和同学们都特别喜欢
她。经过这次参演，董若溪成
了学校的小明星，但在董若溪
的妈妈看来，孩子学习还是首
要的，课外的兴趣班，她选择的
有练琴、跳舞、上象棋课、画画、
阅读……“这些我都喜欢。”小
若溪说。

小若溪的爸爸表示，对小
若溪来说，这次出演是一次宝
贵的体验。谈及将来，他说：

“目前暂时没有专门培养她走
演员道路的想法，她年龄还比
较小，遇见这件事，并且能够参
演这部电影，只能说，孩子运气
的成分会多一些。现在孩子才
7岁多，很多事情无法定性，我
们尽量去引导她，但是她喜欢
舞蹈多一点，最后还要看她个
人的喜欢选择，我们不会强迫

她，肯定会尊重孩子的。”

班主任老师：品质优秀
拍完电影
期末考还是双百分

3月 4日，记者联系
到了董若溪的班主任刘

老师，她说：“董若溪在班级里
就像在电影里一样，非常活泼
可爱，人缘特别好，笑容很有感
染力，总能给老师和同学们带
来快乐，学习上积极举手发言，
对语言文字的领悟能力特别
强，学习成绩优秀。”

2019年10月到2020年的
1月，若溪的妈妈向刘老师请了
长假，说是去拍电影，但是并没
有说拍什么电影。请假期间，若
溪的妈妈经常在微信上和老师
沟通孩子的学习情况，刘老师得
知，在拍戏的空余时间，甚至在
去拍戏的火车上，若溪都在写作
业、练字、看书。等到她2020年
1月回到校园参加期末考试时，
语文和数学考了双百分。

据刘老师介绍，若溪非常
低调。“在电影上映之前，大家
都不知道她拍电影的事情，只
有个别老师知道，当我在影院
看电影时才发现我身边有一个
小明星。”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非常
认真的妈妈，和一个能吃苦有
韧劲的孩子，所以取得各种成
绩也是意料之中的。”刘老师
说。

“拍戏最开心的事是贾玲
姐姐亲过我，还夸我舞跳得
好！”采访中，小若溪稚嫩的话
语中透着开心和自豪。

小若溪还告诉记者：拍戏
有时候有点累，但是很好玩。
尤其是很多好玩的道具都没见
过。有时候天气很冷，贾玲导
演就用大棉袄裹着她一起玩。

“我长大了想当舞蹈家，也
想当演员，不过我现在还小，得
好好学习！”小若溪语气坚定地
说。小若溪开心地说：“我很喜
欢跳舞，长大想做一个舞蹈家。”

董若溪

董若溪
和贾玲导演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