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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娱乐

剧中，钟晓芹和陈屿的感情
走向是一大看点。 钟晓芹从小被
父母保护长大， 没经历过风浪，
期待浪漫和惊喜； 陈屿则理性、
冷静，对老婆缺乏关心。 一地鸡
毛的生活矛盾，导致两人渐渐无
话可说，最终分道扬镳。 毛晓彤
对钟晓芹的一句台词记忆犹新：

“都想避风，谁当港啊。 ”毛晓彤
认为，钟晓芹和陈屿的婚姻失败
是缺乏沟通的典型例子：“沟通
很重要， 要告诉对方你的想法，
彼此分享开心的事情、分担不开

心的情绪。 互相体谅、心疼，相处
起来才会舒服。 ”

钟晓芹和陈屿离婚，很多观
众拍手叫好。 毛晓彤赞成钟晓芹

“婚姻断舍离”：“不管在什么时
候，都要认清内心，勇敢打破标
签，走出来。 ”目前剧情走向，陈
屿踏上了追妻之路，很多观众好
奇： 这段婚姻还能抢救一下吗？
毛晓彤说：“陈屿表面上封闭、自
私，但他还是有优点的，只是他
都闷在心里。 之后，他会用行动
来证明。 两人离婚后同住一个屋

檐下的戏，还是挺有趣的。 ”
与杨玏拍摄感情戏的场景，

也让毛晓彤印象深刻：“杨玏跟
陈屿不太像，他挺逗的，我们对
戏也挺默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
们有一些离婚后闪回的画面，导
演让我们去演生活中的状态，比
如吵架，我完全吵不过他。 ”在拍
前期阶段的戏份时， 毛晓彤着实
有些压抑：“我陪着钟晓芹一起喜
怒哀乐，觉得婚姻非常不容易。压
抑的点，并不是说在吵架，而是这
两个人无法沟通，心里堵得慌。 ”

杨洋时隔 5 年重回综艺
《元哥》 的嘉宾阵容可谓亮

眼， 胡军和杨洋分别担任队长，
大哥队成员包括蔡国庆 、 李维
嘉、吴奇隆、王耀庆，小哥队成员
则是陈学冬、黄明昊、王鹤棣、王
彦霖加盟。

时隔五年， 重回综艺舞台的
杨洋表示，《元哥》 和《花儿与少
年》是同一个幕后团队，这带给他
安全感。作为元气小哥队队长，杨
洋坦率表示， 压力肯定是有的：

“特别是节目中输方队长还要决
定哪位成员下期停赛。 ”

向来以硬汉面貌示人的大哥
队队长胡军， 则被认为是节目中
反差最大的嘉宾。 陈学冬表示：
“胡军老师在生活里特别阳刚，但
玩游戏的时候就有些幼稚， 会表
现出争强好胜的一面。”陈学冬还
透露， 小哥队的王鹤棣好胜心也
很强，有时候就会和大哥队“杠”
起来， 可见两队在玩游戏时火花
十足。

两代人玩游戏相互对抗
作为一档代际互动观察类游

戏节目，《元哥》 每期节目将安排
3+1 个游戏， 通过大哥队与小哥
队的游戏抗衡，体现代际差异。另
外， 节目组还将前往不同城市录
制， 将游戏设置与城市的人文元
素结合。

陈学冬表示自己之前参加几
乎都是与生活有关的观察类慢综
艺：“《元哥》很特别，嘉宾的年龄
从 18 岁到 50 岁都有，跨度很大，
两辈人在玩游戏时思维方式也不
一样， 大哥队成员会向小哥队学
习眼下流行的新东西和网络梗，
小哥队会向大哥队请教为人处世
的方式。 ”

节目中什么游戏是最好玩？
陈学冬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捉迷
藏”：“这个环节最吸引的地方就
在于， 我们都不知道过程是什么
样的、 会发生什么突发情况……
一切都是未知， 这个游戏也让两
代人快速黏合在一起。 ”

吴奇隆杠杠的体力担当
体力关是每个嘉宾都要面对

的一个难关。 作为节目中年龄最
大的哥哥， 已经快 60 岁的蔡国
庆，特意为自己准备了护腰板、护
膝等。羊城晚报记者探班时，蔡国
庆表示：“虽然护腰板和护膝暂时
还没派上用场， 但是这些养生的
东西我都还会带着， 硬仗还在后
面呢！ ”除了心态年轻，蔡国庆的
动力还来自儿子庆庆给他的鼓
励，蔡国庆透露：“我儿子说‘老爸

你千万不要给我丢人，我陪着你，
你每天给我做三组仰卧起坐，俯
卧撑也练起来’。 ”

鲜少在综艺中露面的吴奇
隆，此次被胡军盖章为绝对的“体
力担当”：“游戏中跑得很快，简直
是上天入地， 是大哥队中的一员
猛将。而且很善于‘人脸识别’，尤
其是认女孩很准。捉迷藏的时候，
女 孩 子 基 本 都 是 被 他 找 到 的
（笑）。”吴奇隆本人则谦虚中带点
小自豪地回应：“我可能运动量大
一点，我以前喜欢运动，所以体力
稍微好一点点，不多但够用。 ”

两代人斗智斗勇斗体力

《元气满满的哥哥》玩玩起起来来了了!!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湖南卫视游戏综艺《元气满满的哥哥》（以下简称“《元
哥》”）昨日起每周五晚跟观众见面。 近日，节目组在成都
录制，羊城晚报记者前往探班采访，听一众明星嘉宾分享
录制感受。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近日， 由张晓波执导，
江疏影、童瑶、毛晓彤领衔
主演的都市情感剧《三十
而已》在东方卫视热播，剧
情已进入高潮阶段： 顾佳
发觉丈夫许幻山出轨，要
再现事业型女强人的 一
面；王漫妮识破“海王”梁
正贤的真面目， 挣扎过后
毅然离开； 钟晓芹在离婚
之后直面 30 岁，寻找人生
突破……目前 ，《三十而
已》 的收视率和关注度都
维持在高位， 相关话题频
繁登上热搜榜。

剧中， 钟晓芹因忍受
不了丈夫陈屿的“冷暴
力”，选择离婚。 但离婚后，
两人依然同住一个屋檐
下， 陈屿身上也出现了让
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他开
始表达对钟晓芹的关心，
还会不时吃醋， 两人上演
了此前难得一见的温情瞬
间。 不少观众好奇：他们会
复合吗？ 饰演钟晓芹的毛
晓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
应 ：“我只能告诉大家 ，钟
晓芹作出了她自己认为正
确的、幸福的选择。 ”

《三十而已》 里的钟晓芹是
标准的“咸鱼女孩”： 找一份普
通工作， 满足同事一切需求，因
为怀孕而放弃升职机会，没有目
标，享受平庸。 毛晓彤说：“我对
钟晓芹的第一印象就是迷糊、懒
散地过日子，对生活没有拼劲和
野心，不懂得拒绝，属于讨好型
人格。 ”随着剧情发展，这个角
色有了新的变化， 毛晓彤：“她
在 30 岁这天面临婚姻转折 ，于
是开始自我觉醒，有勇气去重建
人生。 她的真诚、乐观、善良打
动了我。 ”

在不少观众看来，“钟晓芹”

就是生活中的大多数。 毛晓彤比
较自己和钟晓芹的异同：“我和
角色相似的地方是都比较迷糊；
不同点在于 ， 我比钟晓芹有主
见，比她利索。 ”被问及更像顾佳
还是王漫妮，毛晓彤表示：“我 13
岁到北京， 算是北漂， 我能体会
王漫妮‘社畜’的感觉；顾佳有家
庭、有孩子，跟我离得比较远。 ”

如果重新选择会挑哪个角
色？ 毛晓彤说：“我还会选钟晓
芹， 她前期看起来很平凡， 但后
期会有很大成长。 她懂得主动去
爱别人。 如果我再过几年， 再年
长一点，可能会挑战顾佳。 ”

与钟晓芹一样，毛晓彤也来
到了 30+ 的年龄。毛晓彤感触很
深：“30+ 对于我，意味着自己内
心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独立，越
来越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
多了一份对家人的责任。 ”她也
认为“钟晓芹”的故事对广大都
市女性有借鉴意义：“无论什么
时候， 都要有重新开始的勇气。
30+ 女性最理想的活法是坚定
洒脱，认清自己的内心。 ”

剧中，钟晓芹有一段“姐弟
恋”，暖男同事钟晓阳毫不掩饰
地关心钟晓芹，不时送温暖，让
钟晓芹心花怒放。 这段尚未开
启的恋情，让不少观众期待。 钟
晓芹如此看待现实生活中的姐
弟恋：“年龄不是问题， 两个人
在一起合拍、舒适最重要。 我并
不认为年纪小就代表他心智不
成熟， 每个人都应该跟随内心
声音，自由选择生活。 ”不过她
也直言：“生活中， 陈屿和钟晓
阳这两种类型的男生， 我都不
会选。 ”

再演还是会选“她”

《三十而已》中离婚之后惹桃花

毛毛晓晓彤彤：：

A

婚姻不易要沟通B

30+ 更要认清内心C

姐姐弟弟恋恋不不是是问问题题

钟晓阳追求“姐姐”钟晓芹

杨洋

蔡蔡国国庆庆

今日吉字：真真
今日吉时：午时、申时、酉时
今日吉数：09、16、28
今日吉肖：牛、兔、蛇、马、

鸡、猪（小小苗）

“八成是人家觉得五百块
不够，又想来讹你啦。 ”

“也有可能是检查出来，老
人真有事， 找你要后续的医药
费呢。 ”

“就蹭到一下，能有什么大
事啊？ 现在的老人家浑身是
病， 没病住个院也得让你倾家
荡产。 ”

“看来老人并不记得你是
哪家快递公司的， 只要咱们不
认就行啦。 ”

“对， 躲起来， 他拿咱没
辙！ ”同事们得知消息后，都围
过来，七嘴八舌给阿明出主意。

阿明想了下， 内疚道：“不
行，我们做人坐得正行得正，如
果老人的事真与我有关， 再多
的医药费，我都认了。 ”

说罢，阿明跟组长走出
去，正好碰见在前台咨询的
警察跟老人的儿子。

“不用再问啦，碰伤老人的
快递员是我。 ”阿明坦言道。

满头大汗的年轻人突然一
个上前， 激动地对阿明说道，
“太好啦。 终于找到你啦。 我爸
上午去看了，医生说没事，只是
皮外伤，花了一百块钱药费，他
千叮咛万嘱咐， 叫我一定得把
剩下的四百块还给你。 你的钱
里面还夹着一张没开奖的彩票
呢， 多亏这上面标有附近投注
站地址 ， 我们才寻到物流园
来。 ”

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下，阿
明接过了年轻人递还的钱和彩
票，感慨万千。 （黄超鹏）

大小均衡
连号热出
———析福彩玩法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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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福彩逢周三送汽车
首台车花落天河区

羊城晚报记者 汪海晏 通讯员 郭新庆
插图 采采

由广州市福彩中心组织
开展的“购买双色球，汽车开
回家”大型营销宣传活动自 7
月 20 日正式启动， 本周三上
午， 活动迎来了首期抽奖仪
式。 最受彩民关注的一等奖
“汽车 +8 万元现金”花落天河
区 沙 东 街 陶 庄 路 1 号 之 八
44010385 投注站， 由一位上
班族张先生幸运领走。

彩
民
故
事

首期逾23万张彩票角逐汽车奖

据统计，7 月 20 日至 7 月 26 日第
一期活动期间， 全市共售出满 20 元的
双色球彩票 402099 张，其中有 234687
张成功登记并符合抽奖条件。彩票数量
再次打破了活动开办以来的历史纪录，
成为登记数量最多的一期。

44010385 投注站成为本期活动的
最大赢家， 该站彩民幸运将首台汽车
+8 万元现金大奖揽入囊中。 为避免弃
奖， 广州市福彩中心推出贴心服务，通

过电话等方式将中奖喜讯传达给中奖
者。本期的一等奖得主张先生在接到工
作人员的电话通知后表现平淡，他表示
自己每年都会参加该活动，而且在往届
活动中他还曾中过一次三等奖。

根据活动安排，一至三等奖抽奖结
果已在“广州福彩”微信公众号、广州福
彩网（www.gzflcp.org.cn）以及全市
各福彩投注站公布。第一期一至三等奖
中奖彩民须在 8 月 4 日前凭中奖彩票
原件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越秀区西
湖路 99 号 44011888 投注站办理兑奖
手续，逾期未办理者将视为自动弃奖。

下周三将送出第二台车

为真情回馈彩民，广州市福彩中心连
续第7年重磅推出“购买双色球，汽车开回
家”大型营销宣传活动，7月20日至9月13
日期间，凡在广州市福彩投注站（含好易
自助终端、电视购彩渠道）购买单张满20
元的双色球彩票，扫描活动二维码并通过
“广州福彩”微信平台登记，即可参与汽
车加现金抽奖。 活动共开展8周，每周都
会送出1台小鹏P7汽车加8万元现金、15
部华为P40� Pro手机以及120份总面值
2000元的“刮刮乐”即开型福利彩票。

目前“购买双色球，汽车开回家”第
二期正在火热进行中。第二期彩票有效
抽奖范围为 2020 年 7 月 27 日至 8 月
2 日 （双色球第 2020069 期至双色球第
2020071 期），购买符合条件的彩票并于
8 月 2 日 24：00 前登记即可参加下周
的抽奖。第二期抽奖仪式将在 8 月 5 日
进行，彩民朋友仍可把握好机会，参与
“汽车 +8 万元现金”大奖的角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