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数 省份

1 4注 河北

1 4注 四川

1 4注 福建

2 3注 浙江

2 3注 海南

2 3注 广东

3 2注 广西

3 2注 云南

3 2注 天津

3 2注 江苏

奖金 诞生地

1 3600万 福建泉州

2 2586万 江苏无锡

3 2102万 福建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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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于是之这一生》
作者:李曼宜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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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俩都很忙，顾不上孩子。
小伶在1955年底便被送进托儿所了，
接着再大些就进了歌剧院的幼儿园。
他小学上的是香山慈幼院小学，还是
住校，就一直没在家住过。“文革”开
始时于永已上五年级了。那里的学生
多为干部子弟，当时有的孩子也要跟
着“闹革命”，已经跑出去一次了，老
师也管不了。而我和是之的情况更是
自顾不暇，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学校很
不放心，于是我们决定让于永转学到
我母亲家附近的小学去
了。从那时起，他就住在外
婆家了，直到初中毕业。我
们这一家三口住在三个地
方：是之因为要“交代问
题”，被集中住在史家胡
同；我有时住在首都剧场，
有时住在电台。偶尔一个
周末，我们仨能在首都剧
场聚会一次也不太容易，
平时的沟通多靠在日历上
留言。于永由于父亲的“问
题”（黑帮子弟），初中毕业
后一直推迟到1970年年底才被分配
到北京齿轮厂当学徒工。从那时起，
于永就住在工厂了，只周末可以回来
住。如果我们仨能碰到一起，有时也想
“犒劳”一下自己，吃什么呢？就是买上
一斤排骨，清煮以后蘸酱油吃，吃得那
个香啊……三人在一起主要是听于永
谈工厂的事情，是之很关心儿子的成
长，也爱听工厂的生活，就这样边吃边
聊，让我们感到“家”的温暖。
随着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的

变化，我们的“小家”也不同了。
1984年，我们家有了第三代———

于永和叶京的儿子苗苗出生了。是之
特别高兴，忙着查字典要给孙子起个

学名。他想，那年是鼠年，又是天亮前
出生的，说，就叫“昊明”吧。“昊”———
广大的天的意思，又与鼠——— 耗子的
“耗”谐音，既表明了出生的时间，又
记下了孩子的属性。为此，他自己非
常得意。
1985年，文化局分给人艺剧院几

套房子，应该分到房的人嫌离剧院太
远，都不要这房子，我们捡了个漏。这
房子的地点在海淀区紫竹院那边，分
给我们的是四室一厅。这一回，是之

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了。
他说：“从窗口望去可以看
到西山的景色。”这正是他
梦寐以求的。可惜的是，他
那时太忙，工作太多，每天
早出晚归，在这个“新家”
没待多少时间。
1992年，由于年龄和

身体的原因，经过再三申
请，领导终于批准是之离
休了。除了有时还要到剧
院开会或参加一些社会活
动外，他总算可以享受一

下退休的生活了。我们常常迎着朝阳
走到离家不远的紫竹院公园散步、锻
炼；我练太极拳，他也学了一些。孙子
上小学了，放学时，是之有时会去接，
祖孙边走边聊，享受天伦之乐。
是之在他的书房里写了不少篇

散文，如《祭母亲》《我和祖国剧团》
《演长征》等等。他在这里还写了一篇
最长的文章，那就是在他参与主编的
《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一书中第四
章的那篇———《论民族化（提纲）诠
释》。

明日关注：她们在我家住了十多
年，直到把他送走，真像我们的亲人
一样。

《女儿的选择》
作者：丛虫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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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继业家兄弟三人，他是最小的，

前两个家里都有儿子还不止一个，一
看老三家生了女儿，据说还只要这一
个，取名唯一。
乡下惯例，难免撇嘴翻白眼，可是

车继业照样把王梅伺候得跟太后一
般，前一个保姆走了，又出高价请了一
个保姆，老护士出身，每天连餐具都消
毒，一时在镇上传为笑谈。
老护士干活没问题，嘴巴有些碎，

王梅听她说话不顺耳，又有些不开心。
车继业立马劝退老护士，
自己一心一意地把家务事
都挑起来。出差前把饭菜
都做好放进冰箱，让王梅
热热就行，衣服脱下来放
哪里不用管，他回来会分
门别类去洗。
车唯一从小学会了热

饭菜，操作洗衣机，不为别
的，为了老爸不在的时候，
她能接班伺候母后。而王
梅整天戏词里温习的是风
花雪月，修炼的功夫是唱
念做打，让她去洗衣煮饭，那不是赶鸭
子上架，是赶凤凰去扮鸭子，学不来，
扮不像，实在太委屈。
王梅来北京前，有国营大厂找上

门，厂长也是车继业早年的同门师弟，
一直叫他哥的人，亲自跑上门几次来请
他出山，车继业盛情难却，他做工厂几
经起落，跟着中国制造业一起浮沉，幸
好稳扎稳打，经过风浪后还有些剩余实
力，本想到了退休年纪，就安度晚年。
可是师弟头发也白了，口口声声

让他拉兄弟一把，他一身精熟业务闲
着也是难受，于是就接了聘书去当高
级顾问。但这家里的事搁置不得，车继
业精挑细选，找来了一个下岗女工吴

姐，手把手教会她家里一应事务，让王
梅一尝饭菜还是原来的味道，一试洗
脚水还是原来的温度，这才露了笑脸，
点了头。她点了头，车继业才放心出
山，大展拳脚。
本来赴京给女儿看孩子，老两口

也说好一起来，还说要把保姆也带上，
可是车唯一的爷爷奶奶八十多岁高
龄，还坚持要种地，两个去插秧，累病
了一双，一辈子连头疼脑热都少有的
人，一倒下就起不来了。

车继业回乡看到双亲
惨状，心头揪痛，先把保姆
派过去了伺候起居，他顾
得了老的顾不了小的，只
好让爱妻自己去京城看护
外孙女，自己留在齐镇，城
里乡下两头跑，累得倒跟
当年创业时差不多。
只是那时他年富力强

精力充沛，现在真是疲于
奔命，顾此失彼。毕竟上了
年纪了，不说别的，腰酸背
痛，身体就跟你过不去啊。

在家一向都是可心受用，这月薪
四千五请来的保姆，叫王梅如何看得
上。来了一个，王梅嫌她脾气太急，烧
汤没烧滚就端上桌，不是滚热的汤，那
能杀死细菌么。说她还不服气，说本来
饭菜热热就行了，看那飞机餐不就是
半冷不热的吗？王梅冷笑：可咱这是居
家过日子，不是坐飞机，您也不是空
姐，别拿这糊弄我。
又来了一个，王梅嫌她指甲长，还

涂指甲油。保姆说您不是也涂吗？王梅
说：我涂怎么了，我是演员，职业需要，
你这职业需要涂指甲油吗？

明日关注：保姆也是个有个性的，
不等她赶，自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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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受国庆长假休市影
响，体彩大乐透共进行 10期（第
19115期至 19124期）开奖，累
计发行28 . 16亿元，单月筹集彩
票公益金10 . 13亿元。共开出36
注千万元一等奖，平均每注奖金
1288万元。单人最高擒奖3600
万元。二等奖全国共中出 8 7 6
注，平均每注奖金 67 . 17万元；
其中247注为追加投注，平均每
注奖金较二等奖基本投注多得
13 .16万元。

开36注一等奖
单人最高擒3600万

10月份，大乐透全国共中出
36注一等奖，清一色为千万元大
奖，包括13注 1800万元追加投
注一等奖和 23注 1000万元基
本投注一等奖，平均每注奖金
1288万元。第19121期，福建泉
州中出一张经2倍投、5注号码、
30元投入的单式追加倍投票，
单票擒奖 3600万元。该大奖的
幸运得主，成为10月份单人最高
奖获得者。
第19116期，江苏无锡中出一

张5+12复式票，共中出1注1000
万元一等奖、20注二等奖及若干
注小奖，单票擒奖高达2586万元。
该大奖的得主，在单票擒奖方面，

排名第二位。第19117期，还是在
福建泉州，一购彩者凭借一张10+
3复式追加票，共中出1注1800万
元追加投注一等奖及若干注小奖，
单票擒奖2102万元。单人擒奖金
额排名第三位。

17省份购彩者
分享36注头奖

10月份，来自全国17个省份
的幸运购彩者，分享了36注一等
奖，呈现“雨露均沾”的态势。
其中，河北、四川、福建各中出

4注，拔得头筹；浙江、海南、广东
各中出 3注，位列第二；广西、云
南、天津、江苏各中出2注，排名第
三。此外，山东、上海、贵州、内蒙
古、山西、北京、湖北各中出1注。

单月发行28.16亿元
筹公益金10.13亿

10月份，体彩大乐透单月全
国发行28 . 16亿元，为社会筹集彩
票公益金10 .13亿元。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购彩者

每花2元钱购买一注大乐透，就
有 0 . 72元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大乐透的公益金提取比例为
36%。 陈敏

体彩大乐透10月份盘点
开36注一等奖 筹公益金10.13亿

表1：单人擒奖TOP3

表2：省份擒奖TO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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