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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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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只有过节
或者参加婚宴的时候，
才有机会吃上红烧大
肘子，肥瘦相间，入口
即化，就着白蒸馍真
香，让人回味无穷，饱
食红烧肘子成了从小
的愿望。

参茸脱骨香肘精
选两头乌猪肘子，采用

传统工艺辅以参茸等老汤熬制而成，猪肘营养很
丰富，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质，是使皮肤丰满润
泽，减少皱纹的佳品，有人称其为“美容食品”。

买6袋送6袋 快递到家
冬天正是吃肉进补的时节，为让消费者吃上

地道的红烧大肘子，厂家采取快递方式直接送货
到家，贺新春特价销售红烧肘子，今明后天这3天
工厂价直销仅需33元/袋，一次买6大袋送6大
袋，每箱12大袋仅需198元，每袋仅合16.5元！
不到200块钱就可以得到12袋共2400克的红烧
大肘子，非常划算。真空包装，保质期180天，均
为最新批次，可以放心购买存放。

红烧大肘子 肥而不腻 香烂可口
先煮后酱 老汤熬制 分量足不掺假 贺新春特价 今明后3天仅需16.5元

2箱起免费包邮到家 适合家庭储存的美食

订购送
货热线：400-871-3938

还在回味《有翡》的争议和赵丽颖、王一
博带来的“口水”？2021年的新一波网剧已经
在排队等着网友们的新一轮品评了……11
日，国家广电总局公布了最新一批全国重点
网络影视剧上线备案。从具体名单看，《司
藤》《赘婿》《我就是这般女子》《十二谭》等一
大批未播先红的网剧都名列其中。

根据过往经验，再加上《我就是这般女
子》已经定档1月18日开播，可以说这份上线
备案名单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就是今年上
半年最值得期待的网剧片单。其中有相当一
部分都是开拍、杀青每一步进展都被网友津
津乐道的作品。

从阵容上看，《司藤》《赘婿》无疑是最为
高光的两部。先看改编自知名网络小说作家
尾鱼的小说的《司藤》。除了小说本身人气颇
高之外，景甜出演女一号司藤更是网剧版的
一大热议话题。这也应该是景甜自《大唐荣
耀》以后，网友期待值最高的一部作品。而原
著故事中的奇幻、穿越也是当下网剧的热门
元素。故事起始是1946年女妖司藤被天师
道长镇杀，哪知60多年后一场意外车祸，让
携未婚妻前往西部寻找祖上恩人的男子秦放
卷了进来；司藤复活，开始逼迫秦放听从自己

驱使去复仇……值得一提的是，在原著中司
藤会产生另外一个妖“白英”，景甜“一人分饰
两角”自然也调高了粉丝们的期待。

《赘婿》的号召力已经无需多言了。郭麒
麟、宋轶这对在《庆余年》里就备受好评的搭
档这次直接成了夫妻，而男主宁毅（郭麒麟
饰）以卑微的赘婿身份进入女主苏檀儿（宋轶
饰）的商贾之家，开始为改变地位奋斗努力，
两人如何磨合玩转商界的故事，绝对称得上
是今年最受期待的网剧。当然，《庆余年》的
主角张若昀也将友情出演，实力派演员高曙
光、张颂文、朱珠、田雨等的加盟，更是增加了
《赘婿》的热议度。

《我就是这般女子》和《十二谭》也都是因
为主演，已经热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我就是这
般女子》11日也才官宣定档18日开播，和“国
民闺女”关晓彤大多数剧集不同的是，《我就是
这般女子》为古装剧。其中关晓彤饰演了富贵
千金班婳，有意思的是虽然这次是饰演一位古
代女子，但关晓彤在剧中的性格倒和她过往饰
演的现代剧角色差不多：大喇喇不说，做派也
相当爽朗。她被莫名其妙地退婚三次后，却意
外发现自己有可以通过梦境预知未来的能力；
此时，她遇上了一直追查自己身世的容瑕（侯

明昊饰），两人便开始携手揭秘。
《十二谭》因为女一号是古力娜扎，也已

经被粉丝们列入期待片单很久了。论颜值，
古力娜扎+刘以豪+谷嘉诚这个阵容还是颇
具诚意的。剩下的就要看它能不能把奇幻题
材玩出新花样了。在剧中，刘以豪饰演了民
国年间闻名遐迩的金石大家金性坚，他是上
古时期女娲的补天石所化，修炼成人来到人
间已数千年。他深爱夜明（古力娜扎饰），为
了帮夜明渡劫，他开启了寻找八枚印章的奇
幻之旅。从剧方已经公布的剧透看，这其中
兼具了爆笑、热血、感人、甜蜜等多重元素。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裘晋奕

作为落户于重庆的专业健康保险公司，
2019年成立以来，平安健康险重庆分公司始
终秉承着致力于搭建一个高水准、专业化健
康保障平台的信念，以保险产品为媒介，为当
地居民带来“专业、优质、高效”的医疗、健康
服务，确立了自身“保险保障+就医服务+健
康管理”的经营理念，始终秉持服务大众、服
务全局的意识。

以“平安e生保”“平安抗癌卫士”系列产品
等为代表的普惠型产品持续引领行业创新，不

断建立起从普惠到中、高端保障均涵盖的产品
体系，从而满足不同重庆受众的保障需求。平
安健康险重庆分公司一直致力于服务大众回
馈社会，以长守护快赔付的理赔理念为更多的
重庆受众提供健康保障。截至2020年末，累
计赔付金额突破亿元，为约1万位重庆市民送
去了理赔温暖服务。平安健康险重庆分公司
将会将更优质产品、服务与健康管理理念带给
广大重庆民众，助力实现让每一个重庆人都拥
有一份百万医疗保障的美好愿景！

渝你同行，守护健康，冬日暖心

平安健康险重庆分公司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据新华社电 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
藤敏郎12日表示，关于东京奥运会取消或者
推迟到2024年甚至2032年的消息都是假新
闻。

日本八卦娱乐刊物《周刊实话》早些时候
爆料，说东京奥运会将被取消，转而放到2032
年举行。另外还有媒体报道，东京奥运会将被
放到2024年举行，巴黎和洛杉矶奥运会也各
自推迟四年，分别在2028年和2032年举行。

武藤敏郎在当天奥组委总部举行的新年
致辞中表示：“类似的报道一出现，只会增添很
多人的焦虑。我想说的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做
过这样的考虑，这些报道都是错误的。”

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在当天的讲话中
也承诺，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将在今年夏天如
期举行。他说：“春天总是要来的，漫长的黑夜
过去必定是黎明。相信这一点，给人们带来快
乐和希望，我们将始终竭尽全力。”

这位日本前首相还说：“如果我们有一些
迟疑，或者有一点退缩，或者哪怕有一点不知
所措，一切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必须按照计划
推进，没有任何其他的替代方案。”

这是东京奥组委高层官员近三个星期
内首次发表公开谈话。这段时间日本疫情
不断恶化，东京都和附近三个县都再次进入
了紧急状态。日本民众对奥运会的信心出
现动摇，共同社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表明，
超过80%的日本民众希望奥运会被推迟或
者取消。

武藤敏郎在当天的讲话中还说，共同社的
调查结果与一个月前的结果并没有太大的变
化，因为一个月之前，支持奥运会取消的比例
为30%，现在是35%，只不过希望奥运会再次
推迟的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

他说：“这说明大家仍然希望奥运会在东
京举行。”

“东京奥运会2024年、2032年举办”
东京奥组委称都是假新闻

据新华社电 针对近日有关东京奥运
会的传言，国际奥委会新闻发言人11日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国际奥委会将与
日本一道，继续全力以赴在今年夏天安全成
功地举办东京2020年奥运会和残奥会。

近日，东京奥运会即将宣布取消、并转
而放到2032年举办的消息突然在网络流
传。此前，来自加拿大的国际奥委会资深委
员迪克·庞德表示，他不确定东京奥运会能
否在今夏如期举行。最新调查也显示，八成
日本民众希望东京奥运会取消或再次推迟。

对此，国际奥委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国
际奥委会对日本政府及其采取的措施充满
信心。我们将与日本伙伴一道继续全力以

赴，并致力于在今年夏天安全成功地举办东
京2020年奥运会和残奥会。”

日本全国的疫情自12月以来持续恶
化，进入2021年以来，确诊病例数更是连创
新高。尽管日本首相菅义伟多次强调，日本
政府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决心不变，但疫情的
紧张局势给东京奥运会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8日，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日本政府和国际
奥委会如期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决心没有改
变。

受疫情影响，原本应于2020年夏天举
行的东京奥运会被推迟至2021年7月23
日至8月8日举行。

国际奥委会：相信日本，继续全力以赴在今夏举办东京奥运

重庆当代进行今年首次训练
17日全队前往广州冬训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何
艳）1月11日，重庆当代结束放假，正式开始
备战2021赛季。昨日下午，重庆当代球员在
洋河基地进行了2021年的首次训练。重庆
晨报·上游新闻记者看到，冯劲、杨帅、尹聪
耀、黄希扬、吴庆、陈杰等球员参加了训练。
在俱乐部门口，还有部分铁杆球迷专程前来

“追星”。球队第一阶段训练安排已经出炉，
球队将于1月17日中午前往广州，到2月10
日左右结束，第二阶段训练计划尚未确定。

尽管球队在11日下午开始进入冬训阶
段，但并没有进行过多户外训练。俱乐部方
面透露，11日当天球员只是进行了一些户外
活动，大部分时间都是张外龙、教练团队和球
员一起开会。因此，昨日下午3点的训练，才
是今年首堂训练课。

在经过近两个月的假期后，球员们状态
不错，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在球员刚刚归
队的情况下，主教练张外龙只安排了大约一
个小时左右训练时间，训练内容只有跑步、简
单的分组传球等。曹栋独自一人在场边跑
步，自己还练了射门，可能有伤在身。

冬训第一阶段真正开始，还要等到球队
前往广州后。届时，将以体能储备和技战术
训练为主，按照张外龙以往的训练方式，有可
能进行一天两练。计划到2月10日结束，考
虑到春节假期，球员可以回家陪伴家人。

至于第二阶段的训练安排，训练内容以
热身赛为主，但地点、时间还没有确定。对
此，俱乐部方面表示，这主要是考虑中超联赛
的开赛时间、举办地点还没有正式确定。一
旦中国足协正式确定比赛时间和地点，球队
会立刻做出相应的训练计划。另外，球队外
援费尔南迪尼奥和马尔西尼奥的归队事宜，
俱乐部方面也在计划中。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留意到，11日
出现在俱乐部的队长卡尔德克没有参加
2021赛季的首堂训练课，这也让到俱乐部门
口蹲守的球迷感到遗憾。据悉，卡尔德克没
有参加训练的原因，是他要处理家人的签证，
因此特地向球队请了假。

景甜、郭麒麟领衔，关晓彤、古力娜扎也都在……

2021上半年高人气网剧已经安排上了

《《司藤司藤》》 《《我就是这般女子我就是这般女子》》 《《十二谭十二谭》》 《《赘婿赘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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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第2021012期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14 07 09 30 26 31
蓝色球号码

0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21005期

10 49 56 66 19 38 02 34 24 48
60 27 30 17 16 40 44 06 04 63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
重庆市开奖公告第2021012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1年1月12日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2100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3 9 2 5 4+13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01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0 6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01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0 6 4 1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100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0 3 1 0 0 3 3 3 * 1 3 1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100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0 3 1 0 0 3 3 3 * 1 3 1 3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100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3 1 3 0 0 3 3 3 3 0 0 3 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100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3 1 3 0 0 3 3 3 3 0 0 3 1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