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
手
指

2020年11月21日/ 星期六/ 经济编辑部主编
责编 李卉/ 美编 黄国栋/ 校对 谢志忠 A8

·福彩晚好彩晚

大小均衡 连号热出
——析福彩玩法走势

36 选 7：02、03、14、15、
22、23、31。

双色球：06、11、18、26、
27、32后区:02、06、07。

福 彩 3D:
01、07、08。

（小小苗）

笑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时
候，婆婆却收拾了东西来到城里。让
笑笑没想到的是，婆婆第一次来城里，
却是为了照顾她。笑笑想好了，如果
自己的病哪一天恶化了，她也不治了，
就让老公把婆婆欠下的债还上。

有一天，婆婆出去遛弯回来，被人
忽悠着买了一张彩票，竟然中了大
奖。笑笑却丝毫高兴不起来，她想，婆
婆有了钱，还了债，该想着给儿子再张
罗一个媳妇了。

笑笑整天打不起精神。婆婆却一
如既往地洗衣做饭，表面上没啥。但
是好几次，笑笑都看出来婆婆欲言又
止。有一天，笑笑再也忍不住了，跟婆
婆摊牌，说：“您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吧，不用顾虑我的感受。”婆婆听了笑
笑的话，立马招呼儿子说：“太好了，笑
笑终于想通了。”

紧接着，笑笑就像货物一样被老公
和婆婆装进了车。以前要是让笑笑出

门，比干啥都难。如今，笑笑绝望地躺
在车上，半路上，老爸打来电话，说：

“丫头，我在家等你啊！”她想，这样也
好，自己走了，一切重新开始。

车到了终点，笑笑才睁开眼睛。让
她没有想到的是，终点是医院。

（蓝雪冰儿）

广东彩民又中快乐8“选九中九”30万大奖
“选九”玩法当期返奖率超100%

婆婆也是妈

羊城晚报记者 汪海晏 通讯员 莫冠婷 插图 采采

晖晖今日吉字：

今日吉时：丑时、未
时、亥时

今日吉数：06、15、29
今日吉肖：牛、兔、龙、

马、羊、狗、猪 （小小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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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小伙连续守号5期

11 月 7 日，快乐 8 第 2020011 期
诞生了广东首注“选九中九”大奖 30
万元，出自广州市第 44011800 号投注
站。中奖彩票选择以复式11个号码投
注“选九”玩法，以110元的投注额，中
得奖金34.32万元。

而近日广东第二个“选九中九”30
万元大奖也来自广州，出自11月 17日
快乐 8 第 2020021 期广州市海珠区鹭
江西街第44010296号投注站。中奖彩
票是一张5注单式投注的彩票。

据第44010296号投注站销售员李
志强及林宝珠介绍，该站点是省内最
早一批建立的老站点，曾获得 2018 年
度全省福彩优秀投注站、2019 年度全
市福彩投注站十佳站点荣誉称号。自
从快乐 8上市以来，他们大力推介“这
款新游戏中奖率高”，站点销售的快乐
8 受到彩民特别是年轻彩民的欢迎。
这次摘得“选九中九”大奖30万元的幸
运彩民，是一位“90后”小伙子。

“这位彩民正是我推荐他尝试玩新

游戏的，而且守号 5期他就中得大奖，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林宝珠兴奋地
介绍，“这位彩民在附近工厂上班，每
期都买 20 元双色球，新游戏快乐 8 上
市后，我推荐他买 10 元快乐 8 试试。
小伙子听闻后马上尝新，他第一次选
择机选5注，没想到连续守号5期就中
了头奖！我都为他开心啊！”

中奖概率高 大奖大小奖多

据统计，快乐 8 第 2020021 期，广
东当期快乐 8全部玩法总返奖率高达
79.21%，其中“选九”玩法为 144.83%，
选八玩法为94.33%（惠州中出一注“选
八中八”，奖金 5 万元），选七玩法为
90.32%（东莞、佛山分别中出一注“选
七 中 七 ”，奖 金 1 万 元）；选 六 玩 法
69.56%，选五玩法 56.54%，选四玩法
60.1%，均超过58%的理论返奖率。

“ 选 九 ”玩 法 中 奖 概 率 高 达
21.68%，相当于机选五注就能中奖一
注，是目前全国联销电脑票游戏中固
定奖奖金最高的，“选九中九”奖金高
达 30万元。全中有大奖，固定奖奖金

30万元; 不全中也有奖，单注中4到8
个号码分别有3到 2000元不等的固定
奖奖金;一个号码不中也有奖，奖金 2
元，号码全不中还可以保本。

复式投注“选九”好玩易中

据统计，广东每期快乐8采用复式
投注的票数比例平均超25%，即每4张快
乐8彩票就有1张采用复式投注，复式投
注是玩快乐8比较推荐的投注方式。而
近日广东首注“选九中九”大奖30万元，
就是以复式11个号码投注“选九”玩法，
以110元的投注额中得奖金34.32万元。

广东福彩表示，福彩全新游戏“快
乐8”每天开奖，采取全国统一开奖、现
场直播开奖的方式，每晚 21：30 在中
国福彩网、新华网、新浪网、搜狐网、中
彩网同步直播。“快乐8”游戏共有十种
玩法：“选一”“选二”“选三”“选四”“选
五”“选六”“选七”“选八”“选九”“选
十”，返奖率高达58%。彩民朋友们不
妨试试这款集公益性、娱乐性、趣味性
于一体的新游戏，让自己的生活拥有
更多的惊喜和期待。

自 10月 28日上市以来，福彩快乐
8带给广东彩民惊喜不断。继11月7日
快乐8第2020011期广东彩民中出1个
“选十中十”500万元以及 1个“选九中
九”30 万元后，11 月 17 日快乐 8 第
2020021 期广东彩民又中得“选九中
九”30万元，成为广东第二个“选九中
九”大奖得主，继续点燃广东彩市热
情。这个“选九中九”大奖花落广东省
广州市海珠区，幸运儿投注了一张5注
快乐8“选九”玩法的单式票，10元投注
额击中30万元。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1229号

潘宇飞：
本会已于2020年11月10日受理申请

人天津名泽电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你方及
武汉振羽飞耀传媒有限公司关于企业借贷纠
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 16986
号，现定于2021年3月18日下午14：30在
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
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4月8
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4
月15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21日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0年11月20日 ●●●●●●●●●●

好彩1 第2020267期

投注总金额：464370元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0267期

36选7投注总金额：541550元
中奖基本号码：06 22 02 33 17 14 特别号码：36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0

1

69

141

3764

0

0

17911

34500

14100

37640

中奖情况

17911

500

100

10

累计奖金6031413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类别

好彩2

好彩3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28538元
投注额（元）

33420

495118

中奖注数

372

510

单注奖金（元）

45

487

3D 第2020272期

本期投注总额：1797768；本期中奖总额：668107元
奖池资金余额：3982780元。

排列3排列5 第20270期

排列3 4 1 4

排列5 4 1 4 4 1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18440158 908260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8226

11257

0

77

本省
中奖
注数

503

303

0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1894270

14994972.96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429805978.20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月1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36 猪 冬 北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42394

12604

672

8700

46

15

5

5

4567

329

46

1077

中奖号码 6 4 7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17

470

0

1009

114

24

0

10

0

0

0

4
35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6

488800

0

174557

1140

2496

0

210

0

0

0

344
560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6950000元
83278044.9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月1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七星彩 第20116期

奖级
中奖
注数

单注奖金
（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0

24

21

1523

24836

775154

801558

32333

3000

500

30

5

中奖情况

本期开奖号码：

应派奖金合计
（元）

0

775992

63000

761500

745080

3875770

6221342

9 7 3 0 3 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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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凉山伙伴的视角看佛山跟着凉山伙伴的视角看佛山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11月 19日、20日，大型原创情景交响组歌《这就
是我们》在佛山琼花大剧院首演两场，这部历时两年
筹备的脱贫攻坚主题作品终于与观众见面。其中，20
日晚的演出更是通过金羊网、羊城派、酷狗直播进
行了全球网络直播。

《这就是我们》总监制、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专职副
主席金旭庚表示，广东省音协的传统是“每逢大事必
有歌，每到节点必发声”。2020 年是决胜全面小
康、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广东省音协集全省音乐家之
力，打造出一部广东原创、广东出品的音乐精品。

位彝族歌手串起交响组歌
跟以往的作品相比，《这就是我们》的演出形式有

点不一样。总导演王钧将戏剧元素与音乐有机结合：
“我们以佛山对口扶贫协作地区——四川凉山的彝族
群众作为故事原型和人物原型，为本次音乐会设计了
一条故事线。”

一段记录佛山在脱贫攻坚战中所取得成就的短
片拉开了《这就是我们》演出的帷幕。短片最后，彝
族青年歌唱家俄木果果、曲木约嘎和彝族小歌手拉
玛紫琪登场，献唱彝族原创新歌《金不换银不换》(作
词 ：罗木果 作曲 ：阿说阿木）。歌曲中段，幕布升
起，三位彝族歌手从视频里“走”出来，出现在舞台
中央。在接下来的演出中，他们在每一个乐章开始
前都会登场分享感受，借他们之口串联起凉山伙伴
走进佛山、感受佛山温度与速度的故事。金旭庚非
常欣赏本次组歌的情景设计：“情景设计是这部作品
的最大亮点，让音乐动起来了。”

除了设计故事线之外，舞台设计也颇有巧思。本
次组歌充分利用了舞台的深度、宽度、高度，将舞台分
成歌手表演区、交响乐团区、戏剧舞蹈表演区、合唱团
区四个区域，戏剧演员、歌手、舞蹈演员可以自由流
动。这种设计为观众带来了新鲜的观演体验：比如在
歌曲《狮舞岭南》中，南派醒狮在舞台第三层的正中央
突然出现，气势十足；歌曲《我知道你也想我》中，歌
手在舞台第一层演唱，一男一女两位舞者分别在二三
层隔空起舞，非常有意境。

金旭庚介绍，本次组歌从佛山的历史文
化、风土人情、对口脱贫帮扶工作、展望未来
幸福生活等多个角度入手，打造出序曲《我
们在这里》、第一乐章《佛山佛山》、第二乐章
《佛山节拍》、第三乐章《山的拥抱》、第四乐
章《你是最好的》、尾声《这就是我们》，共 19
首歌曲。

金旭庚表示：“《这就是我们》里的‘我们’，
既可以是广东省所有的音乐工作者，也可以奋
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人们、还可以是佛山人
民，范围特别广。”本次组歌以佛山为缩影，描
写了广东人民在脱贫攻坚路上的坚持和决心、
努力和成果。

《这就是我们》的筹备及制作周期长达两
年：头一年进行采风和创作、第二年在舞台
上进行呈现。18 位音乐家到佛山多地采风，
让作品更鲜活、更具体。本次组歌加入了许
多广东元素，岭南风味浓郁。《天下功夫》以
功夫为主题，充满侠义之气；《秋色赋》歌颂
岭南秋日，清丽典雅；《佛山制造家家有》则
聚焦改革开放后的佛山，以平实的歌词反映
佛山的制造业重镇地位……值得一提的是，
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曾小敏为本次组歌演唱
《桑基鱼塘话当年》，用粤语唱出佛山的前世
今生。

逾 位音乐家参与创演
《这就是我们》是近五年来广东省音乐家协

会出品的第四部广东大型原创交响组歌，前三部
分别是以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为主题的《热
血东江》、以改革开放 40 年为主题的《大江潮》、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为主题的《我的
中国梦》。

跟其他艺术形式相比，交响组歌规模宏大，
对人力物力和时间的要求都比较高，广东省音乐
家协会出品的交响组歌坚持创作和演出班底老
中青搭配，为新一代青年音乐家提供实战平台。
《这就是我们》共动员逾 300 位音乐家参与，涵盖
独唱、二重唱、三重唱、混声合唱、男声合唱、女
声合唱、童声独唱等表演形式。参与本次演出的
歌唱家中，既有著名女高音崔峥嵘、著名粤剧表
演艺术家曾小敏、优秀歌唱家乔建军和刘罡等国
内知名歌唱家，也有张学樑、韩炜、任雯文、杨
阳、李白、王璀璇等优秀青年歌唱家。此外，青
年指挥家李飚执棒广州交响乐团演奏，合唱则由
佛山市南海区教师合唱团和合唱 e 家·室内合唱
团担任，王军担任合唱指挥。著名导演王钧担任
首演总导演，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舞蹈系担任
伴舞。

首演结束后，金旭庚表示非常满意：“有专业人
士和观众向我反映这次首演效果不错，有很多出乎
意料的亮点，这是给我们的肯定和表扬。”

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原创交响组歌
《这就是我们》佛山首演反响热烈

首歌曲散发浓郁岭南味

11 月 27日-29日，开心麻花
2020 全新贺岁喜剧《横财满屋》
将在友谊剧院迎来广东首演。据
悉，该部剧目在今年10月才刚在
北京完成试演，进行微调后，便迅
速南下广深，阵容也是北京剧组
原班人马。

《横财满屋》改编自英国戏剧
作家迈克尔·库内经典作品《货到
付款》，讲述了一个中年人“骗保”
的故事——故事主人公王艾瑞一
直冒用他人身份，领取社会福利
保障局补贴多年，正当他准备洗
心革面，重新做个好人时，福利
保障局的工作人员却出现了。
为了隐瞒自己的错误，王艾瑞强
行拉房客唐诺曼下水，编造各种
借口，但麻烦却越滚越大，不知
如何收拾……

剧方介绍，虽然是改编外国
剧本，但该剧开心麻花特色不减：
彻底抛弃翻译腔，结合国内时下
热门的讨论话题，引爆全场笑点；
无论是“高富帅”“傻白甜”，还是

“御姐”“宅男”，统统都被王艾瑞
耍得笑料频出，剧情连环反转，人
物身份错位，足以让该剧跻身开
心麻花佳剧名录；此外，《横财满
屋》还结合了歌舞元素，洗脑神曲
让观众更加“上头”……

另外，除新剧《横财满屋》之
外，开心麻花还将在11月 27日-
29日上演音乐剧《时光旅行局意
外事件》。该剧目首次参演广东
省艺术节，讲述一个关于时光穿
越的温情故事，目前该剧更有学
生线下购票五折特惠。

三位彝族歌手现身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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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原班人马驾到

开心麻花
《横财满屋》
月底首演

（艾修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