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本次演唱会主题“TIO灵
心之子” 意在回归方大同做音
乐的初心， 用音乐最本质的旋
律去打动观众。 当晚，方大同延
续了他一贯的“闷骚”形象，全
程以条纹衬衫+天蓝色毛衣+土
黄色风衣的“三件套”登场，不
仅没换过衣服， 甚至连外套都
没有脱。

与单调的服装相比，方大同
的乐器可“花哨”得多。 当晚，木
吉他、电吉他、钢琴轮番上阵，

其中三角钢琴还自带LED灯条，
随着演唱会灯光而变色。 本次
演唱会的大部分歌曲都进行了
新编曲， 他不仅带来了少见的
木吉他版本《爱爱爱》、钢琴自弹
自唱《够不够》，还与二胡演奏者
进行跨界合作，将他的《南音》与
二胡名曲《二泉映月》相融合。 而
在演唱会最后的安可环节，他更
带来一段电吉他solo，秀出高超
的演奏技巧，将全场气氛推至最
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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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娱乐

杨千嬅唱过很多歌、拍过很
多戏，但她身上最显眼的标签就
是“港女”。 少女时期，她是大大
咧咧的“大笑姑婆”，是失恋也有
傲气的“烈女”；年过三十，她成
了《志明与春娇》系列电影里的
“余春娇”，演活了“中女”的婚姻
焦虑和爱情渴望。 如今，四十多
岁的杨千嬅又遇上了《多功能老
婆》的蓝飞一角。

蓝飞与杨千嬅有颇多共同
点。 剧中，蓝飞与丈夫尚剑雄结

婚多年，儿子正上小学；杨千嬅
与丈夫丁子高也正处于结婚十
几年、 有一个七岁儿子的阶段。
祖籍潮汕的杨千嬅，骨子里是个
重视家庭的传统女性；蓝飞这位

“多功能老婆”，则是当代贤惠主
妇形象的缩影：将家庭打理得井
井有条， 将孩子教育得乖巧聪
明，厨艺还特别好，绝对是一百
分的贤内助。 第一集里，尚剑雄
突然提出要带上司回家吃饭，蓝
飞也能在繁忙的家务工作中准

备好一锅让人食指大动的椰子
鸡锅。

不仅“入得厨房”，她也“出
得厅堂”。 杨千嬅在剧中的造型
与余春娇式的都市白领感觉完全
不同，干净整洁、毫不炫耀，带有
中年已婚女性特有的时尚元素：
原来标志性的紫色中长发， 剪成
了时尚太太最爱的层次感短发；
日常打扮以简单为主， 通常是浅
色T恤配裤子， 偶尔加个休闲外
套，兼具实用性和美观性。

TVB今年最后一部台庆剧《多功能老婆》于11月25日开播。 该剧由资深监
制陈宝华担任总监制及总编审，杨千嬅、黄浩然、陈炜、朱晨丽等人主演，讲述

“多功能主妇”蓝飞（杨千?饰）遭到丈夫尚剑雄（黄浩然饰）出轨背叛后，自力
更生、开启第二人生的故事。 这是杨千嬅时隔17年再度回TVB拍剧，剧集在去
年10月已经拍毕，如今终于与观众见面。“蓝飞”这个自强不息的失婚主妇，能
成为继“余春娇”之后的又一个港女代表吗？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TVB新剧拍出“《我的前半生》+《欲望都市》”的感觉

“多功能主妇”杨千嬅
遭遇中年危机

出道至今，杨千嬅拍过的电
视剧屈指可数， 而她上一部在
TVB主演的电视剧已经要追溯

到2001年的《美味情缘》。时隔17
年，昔日小女孩已成“多功能主
妇”。 蓝飞这个角色是典型的富
裕中产阶级女性：丈夫尚剑雄是
收入不菲的建筑师，她则是全职
主妇，一家三口住着装潢精致的
大房子。 两人是标准的模范夫
妻：尚剑雄每天出门前，蓝飞都
会为他打好领带； 蓝飞出国旅
行，也不忘给丈夫挑选领带。

《多功能老婆》的节奏颇为
紧凑。 第一集里，看似幸福的蓝
飞就接连遭遇了丈夫出轨、小三

逼宫，让人忍不住感叹：中年妇
女的生活，实在太不容易了！ 尚
剑雄年轻有为且正值事业上升
期，他虽然爱着蓝飞，却犯下了
“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
同时与秘书洪玉梅（陈庭欣饰）、
女老板颜成功（于淼饰）有暧昧关
系。之后，他更会为了事业放弃家
庭。而秘书洪玉梅居然是个“进击
的小三”，第一集里，尚剑雄希望
跟她断绝关系， 怀恨在心的她径
直找蓝飞摊牌， 打破了蓝飞的幸
福幻象。

《多功能老婆》的总监制
陈宝华是最早一批北上发展
的香港创作者之一，该剧在质
感上也更加接近内地剧集。 不
过，近两年《跳跃生命线》《金
宵大厦》等TVB高收视剧集等
大多以“港味”取胜，一部“港
味”不浓的港剧，不一定能讨
好港剧受众。

不过，《多功能老婆》以
中年女性的视角切入， 或许
能够激起女性群体的共鸣。
总监制陈宝华曾表示，《多功

能老婆》“有《我的前半生》+
《欲望都市》的感觉”。

剧集第一集就抛出一个
极具争议的问题： 丈夫出轨
到底要不要原谅？ 蓝飞做出
了一个“贤惠正室”的选择。
她在第一集最后的独白颇为
戳心：“这个世界， 每一分每
一秒、每一个角落，都有女人
遇到这种事。 冷静，如果你不
想离婚， 就不要随便跟老公
摊牌那么幼稚。 如果上天让
我过了这一关， 我一定会更
加珍惜这个家。 忍住这口气，
你就会升值， 成为更强的多
功能老婆。 ”

接下来的剧情中， 蓝飞
将重新经营自己的事业和感
情； 而她的两位闺蜜———职
场女强人万风华（陈炜饰）、
美丽阔太太马思蕾（朱晨丽
饰） 都会面临各自的感情问
题，预计会引发不少话题。

切入角度独特，引发女性共鸣

45岁的杨千嬅，终于演了主妇

第一集被出轨，师奶遭遇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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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广州大名娱乐主办的
方大同“TIO灵心之子”巡回演唱
会佛山站圆满落幕。 从巡演主题
曲《Throw� It� Off》到勾起粉丝回
忆的《爱爱爱》，再到观众耳熟能
详的《三人游》，每一首歌曲都让
粉丝体会到方大同的用心。 方大
同更是全程用粤语与观众互动，
掀起一阵阵尖叫。

本次演唱会把方大同出道
十余年的金曲一网打尽。 演唱会
以2016年金曲奖专辑 《JTW西
游记》主打歌《悟空》开场，方大
同用他别具一格的独特嗓音，唱

出 世 间 的 七
十二般变化；
同 样 出 自 该
专 辑 的
《Flow》《味

道》《很不低调》等歌曲带来摩登
节奏，现场观众跟随音乐节拍舞
动荧光棒，气氛非常热烈。

久未在广东开唱的方大同，
在本次演唱会上贴心地安排了
多首传唱度极高的老歌。《春风
吹》 在演唱会第一部分早早登
场，带来当晚第一个小高潮。“吹
红了桃花，吹绿了绿树”，他一开
口伴随着熟悉的旋律，唱进了每
个人心坎里。 此后 《如果爱》
《Singa� Long� Song》《小小虫》
《爱爱爱》等老歌陆续登场，在演
唱会尾声，《Love� Song》更是掀
起全场大合唱。 演唱会后，方大
同在微博发文感谢到场歌迷 ：
“佛山的歌迷朋友们可真热情又
会唱，词比我还熟。 ”

“闷骚”依旧，换乐器比换衣服勤快

老歌登场，《Love� Song》掀全场合唱

《多功能老婆》海报

蓝飞这个角色跟杨千嬅有很多共同点

恩爱夫妻的幻象被打破 陈炜饰演一位职场女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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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磊迈着大步急
急走向投注站， 过了
小石桥时， 他与同乡
老高不期而遇， 看到
老高头发蓬乱、 眼神
失落， 刘磊关切地询
问老高最近的情况 。
老高嗫嚅着一副欲言
又止的样子， 刘磊不
由 分 说 拉 起 他 往 回
走：“走， 找个大排档
喝一杯。 ”

老高只得跟在刘
磊身后， 在一家体彩
投注站外面， 刘磊招
呼道：“去买两注彩票
碰碰运气”。 刘磊一个
人买了五张， 随手递
给了老高一张：“要是

中 了 ， 那 是 你 的 财
运！ ”老高以前也买彩
票， 但在老家的父亲
生了场病， 花掉了多
年的积蓄， 现在正为
还债的事奔波。

一杯酒下肚 ，两
人的话就多起来，老

高告诉刘磊，自己工作
很不顺利，家庭负担又
重， 哪有闲钱买彩票？
夜色已深，刘磊把老高
送上公交车，露出了一
丝神秘的笑容。

第二天， 刘磊正
在公司忙碌， 老高突
然打来电话报喜：“多
谢你给的彩票， 中了
3000 元奖金， 我看还
是还给你。 ”刘磊大度
地表示， 既然给了老
高， 哪有要回去的道
理。

老高心想， 看来
人再倒霉也有时来运
转的时候， 而人世间
还有人关心自己 ，老
高的情绪逐渐好转 。
随后的日子不管有多
忙，每天买几注彩票，
成了老高的习惯。

（袁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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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 晚 ， 体 彩 大 乐 透 第
19135 期开奖 ， 当期开奖号码为前区
04、05、 19、25、26� ，后区 01、11� 。

结果， 当期一等奖中出 4 注 1000
万元，其中湖南揽获 2 注，江苏和浙江
各 1 注；湖南有 1 注追加头奖，夺得 800
万元奖金；二等奖中出 87 注，单注奖金
54.4 万元， 其中 35 注选择追加， 多得
43.5 万元奖金。

当期计奖结束后，有 19.5 亿元的奖
池金滚入今晚开奖的 19136 期头奖奖
池中，如此丰厚的奖池完全可以保持奖
金的成色，“晚晚好彩”提醒大家可以积
极投注，2 元可以博取 1000 万元，3 元
更可以冲击 1800 万元。

大乐透：前区 ：大号回
归， 大小比关注 3：2 防 4：
1。 和值上升，关注 90—120
之间。 奇数反弹，关注奇偶
比 3：2 防 4：1。 012 路关
注：1：2：2。 连号隐身，关注
散号。 后区首防双小、双偶
组合，次防双大、双奇组合。

七 星 彩 ：108—491—
627—784—215—569—
275。

排列 3： 精选号码三
注：627、853、187。

排列 5： 精选
号码三注 ：06862、
57084、28148。

（安颖）

珠海大乐透 1800 万元大奖得主

羊城晚报记者 安颖 通讯员 李国威 插图 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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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第二日火速

11 月 20 日，
第 19133 期 大 乐 透
1800 万元巨奖再次降
临珠海， 此次幸运体彩实
体店是位于珠海市前山金
山街的 4403030196 实体
店， 使得此处成
了购彩者名
副其实的

“金山”。

21 日一早，不等体彩中心开门，幸运儿黄
先生就在中心门口等待办理兑奖手续。 中奖票
是一张 63 元的复式追加票，黄先生说，他买大
乐透已经很多年了，都是靠自己去选号，以小复
式为主。他还向周围的人掏出一个笔记本，上面
记录了他购买的全部号码。可以看出，黄先生对
体彩大乐透确实是付出了很多心思， 这一次是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被问及领取巨奖后怎么安排时， 黄先生
笑着说，别看自己兑奖来得“火急火燎”，其实心
态十分平和：“一时还没有具体规划， 不过我想
先休息一段时间，买彩票最重要的是心态好，没
有中奖的时候，就当做善事，中了奖以后也要心
态平和，不要乱了方寸。 ”

中奖次日就领奖A 大乐透再送大奖B

图里有
“宝”
可微信
扫描

大号回归
连号隐身

———析体彩玩法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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