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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俊执导，黄磊、海清、陶虹、沙溢、王

砚辉、咏梅领衔主演的《小欢喜》最近正

在播出。该剧是《小别离》的续集，三年前

《小别离》播出后便成为爆款，相较之下，

目前《小欢喜》的市场反应要平淡一些，

但在平淡的家庭生活情节中，有一个家庭

的塑造， 让这部剧不同于以往的家庭塑

造，值得同业思考。

剧集平淡的主要原因是，《小欢喜》

是今年暑期档一线卫视播出的第三部教

育题材电视剧了，此前两部是《少年派》

和《带着爸爸去留学》，观众多少有些审

美疲劳。 虽然《小欢喜》是三部剧中口碑

最好的，豆瓣评分 8 分，但从大的剧本模

式看，它并没有太多创新的地方，仍旧是：

几组家庭、一组突出，塑造群像、反映百

态。

像《少年派》是以林妙妙和她的三个

死党为中心，聚焦了四个家庭，不同家庭

有不同的问题；《带着爸爸去留学》 有三

组不同的陪读家庭， 折射不同的家庭矛

盾；《小欢喜》亦然。 剧中有三组家庭，方

家是虎妈猫爸式，海清饰演的虎妈童文洁

“恨铁不成钢” ， 儿子方一凡是不思进取

的学渣， 黄磊饰演的猫爸方圆负责和稀

泥。 季家是留守儿童式，王砚辉饰演的季

胜利是区长，因为工作外调，他与咏梅饰

演的妻子刘静多年不在儿子季杨杨身旁，

季杨杨因缺爱而叛逆。 乔家是虎妈猫爸 +

离异家庭式，沙溢饰演的乔卫东与陶虹饰

演的宋倩离异， 女儿乔英子归宋倩抚养，

宋倩将全部精力放在女儿身上，英子对母

亲的控制感到压抑，又无所适从……

就目前的剧集来看， 方家这一条线，

是电视剧里刻画渲染最多的，童文洁和方

圆是《小别离》的延续，方一凡就是翻版

“林妙妙” ， 编剧借童文洁之口说出千千

万万家长的心声：高考考不好，就找不到

好工作、找不到好对象，未来就毁了云云。

既展现现实，也贩卖焦虑。

季家这条线，大城市“留守儿童” 的

视角比较新颖，王砚辉演技也绝佳，但季

杨杨性格叛逆、因叛逆而不爱学习，父子

之间关系紧张等设置，总体上还是比较俗

套，重复的是观众的刻板印象。

这其实是 “话题剧” 普遍存在的问

题。现在电视剧已进入“话题时代” ，剧集

如若切中时代关注的话题， 就能引发讨

论。 因此不少剧集常常流于话题本身，它

就是话题的延展和演绎，没有太多超越话

题的细腻、活泛的私人体验。 就比如爸妈

就是一“虎” 一“猫” ，学渣很淡定，学霸

很努力， 父母与孩子之间要么是敌对，要

么是亲近……难道就没有 “想触碰又收

回的手” 这种模糊地带？

从这个角度看，《小欢喜》 中乔家这

条线，是三条家庭线里刻画最好的，因为

它不止于刻板印象。以往影视剧中对于母

女关系的呈现，大抵就是这么几种：一种

母亲是伟大无私型的，母慈女孝，其乐融

融；一种是“相杀” 型的，母亲因为重男轻

女有意无意伤害了女儿，比如《欢乐颂》

《都挺好》；还有一种是相爱相杀型的，母

亲管制，女儿叛逆，最后和解大团圆，比如

《少年派》。

《小欢喜》宋倩这一条线，则不一样。

宋倩是控制欲很强的虎妈， 英子压力很

大，两人之间不免有各种小冲突。 但冲突

不是以往戏剧性非常强、只为情绪宣泄的

相爱相杀，它非常克制，母女俩争吵后很

快相互致歉、相互讨好，彼此靠近却又彼

此疏离。

剧中有一个很精彩的桥段，在一次争

吵后，宋倩为了让英子高兴，就问英子要

不要一起去看电影《碟中谍 6》。 英子已

经跟同学看过了， 但为了让宋倩高兴，她

很开心地答应了。 观影过程中，英子说漏

嘴，宋倩知道女儿已经看过电影，随即生

气地离开电影院。宋倩认为浪费了女儿时

间，英子说她是想让妈妈高兴，而宋倩则

说她是想让女儿高兴。 结果是，谁也没有

高兴。

宋倩与英子的关系一直是如此，每一

次冲突后，双方都会服软，但很快又有新

的冲突。 因为她们都没有真正打开心房，

了解对方的真实需要。宋倩一直在为英子

付出和牺牲， 因此英子不敢告诉宋倩，不

要再把意志强加到自己头上，她只能不情

愿地满足母亲的要求；宋倩也知道自己一

直在剥夺女儿的兴趣和爱好，所以她也想

方设法讨女儿欢心。

母女之间非常“客气” ，她们都太在

意对方，太担心伤害对方，又明知自己无

法满足对方的要求，在伤害着对方，心怀

愧疚。 爱与愧疚的杂糅，就是小心翼翼的

客气与讨好。 这戳到了许多人，因为在真

实的家人关系中， 存在大量这种难以描

述、一言难尽、复杂又纠结的情感困境。自

古独立个体的意志与家人的期望， 两难

全。

好的剧集应该有能力表现出种种微妙

情绪、微妙情感、微妙关系，当观众看到了

它，才会真正反思自己的处境，并试图找

到解决的办法。

《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后文简称《特别行

动》）8 月 2 日在北美开画， 全球首周票房达到 1.8

亿美元。 作为曾在全球狂揽近 50 亿美元票房的“速

度与激情” 系列的外传电影，虽然集结了系列中最强

的硬汉组合道恩·强森和杰森·斯坦森，但其表现在北

美本土市场来说依然不算出色，仅在历史八月份暑期

档首映成绩中位列第 6 名。 有外媒评价称 《特别行

动》是“超过系列前作的颠覆与设想” ，但也有负面

评价称这是一部 “邦德电影和漫威科幻片的三流结

合” 。 影片将于 8月 23日全国上映。

电影讲述威胁世界的病毒出现，两个单枪匹马的

硬汉为了共同的目标联手打败反派， 拯救世界的故

事，与“速激” 系列前八部并没有剧情关联。 近日，

《特别行动》主创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其中主演道恩·

强森、杰森·斯坦森、导演大卫·雷奇、编剧克里斯·摩

根、 制片人海拉姆·加西亚等在对谈中分享了创作历

程和幕后趣事。

硬汉戏里戏外互怼

“用最好玩的方式将霍布斯与肖之间搞笑的化学

反应呈现出来” 是导演大卫·雷奇眼中《特别行动》

最独特之处。 编剧克里斯·摩根透露，从《速激 5》开

始就已经在筹备这个番外篇，受到《速激 8》中霍布

斯和肖的几场互动戏份启发，才有了更清晰的想法。

在片场， 强森与杰森常即兴创作幽默又犀利的台

词互怼，“四肢发达的光头浩克”“破坏大王” 等都出

自于此。即使在采访中，两人也要互相调侃。杰森爆料

强森常会偷吃自己的食物，强森则称自己拍摄时最有

快感的事情就是把一向严肃的杰森逗笑。 但同时，霍

布斯与肖的家庭观和正义感却高度一致，这也促成了

他们从充满矛盾到携手合作。

车也分“优雅” 与“狂野”

“车” 一直是《速度与激情》系列中最不可或缺

的元素之一，在本片中不仅有越野汽车、摩托车、军用

卡车、高性能跑车等车辆的大量飙车激战段落，还用

车辆展现了每个人不同的性格和喜好。 杰森·斯坦森

透露：“霍布斯与肖的鲜明对比， 无论是力量型与灵

巧型的打斗风格还是重型卡车与酷炫跑车，都显示了

两人‘狂野派’和‘优雅派’的不同作风，他们的不同

之处首先就体现在他们开的车上。 ” 片中霍布斯开着

粗犷的卡车， 与肖驾驶的优雅迈凯伦形成鲜明对比，

大反派“黑超人”则用高科技摩托车制造出最大的危

机。

“岩石”表弟首次银幕秀

《特别行动》 延续了系列中震撼精彩的动作场

面，强森称在设计动作场面的时候，就想要“为大家

创造一些真正炫酷和史诗般的内容” 。 在动作设计上

面，这部电影中的近身格斗戏份远多于系列之前的作

品，并且着力表现拳拳到肉的力量。 执导过《极寒之

城》《死侍 2》并做过多年动作替身的导演大卫·雷奇

常在片场忍不住亲身示范。

为了带给观众最真实刺激的体验，影片中经典的

场景包括几辆卡车拉着直升机的戏码有 80%都是实

拍。 而且片中还邀请了真正的摔角手罗曼·瑞恩斯出

演。 值得一提的是，现实中，他是强森的表弟。

没有相爱相杀

《小欢喜》里

这对母女更戳人

曾于里（剧评人）

《速度与激情 9》链接

故事： 范·迪塞尔带领前五部原班人马一边满世

界发泄精力，一边不忘展示“我们是一家人” 。

导演：林诣彬。 他曾执导过“速激”系列 3-5部。

上映日期：2020年 5月 22日

主演：文·迪塞尔、查理兹·塞隆、米歇尔·罗德里格

兹等。 据说强森和杰森·斯坦森不会再参与《速 9》的

拍摄，而强森的角色将由“赵喜娜”约翰·塞纳取代。

拍摄地：仍是世界各地四处跑，但主要拍摄地在英

国。

《新京报》 李妍

《速度与激情：

特别行动》

8月 23日中国上映

第四届意大利中国电影节近日在伊斯基

亚岛拉科阿梅诺市圆满落幕。电影《南哥》一

举拿下最佳故事片和最佳女演员两大奖项，

成为本届电影节的最大赢家。

此届电影节共有十余部优秀中国影片入

围此次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另有来自意大利

国家电影学院、威尼斯“伽 - 福斯科里” 大学

短片电影节和中国成龙影视传媒学院的近

10 部短片参加电影节“中国遇见世界” 单元

的展映。 由郑华执导的电影《南哥》、陈凯歌

执导的《边走边唱》等片在电影节期间展映，

并受到意大利观众认可和欢迎。

7 名中外影视界知名人士组成的评委团

在参展影片中评选出主竞赛单元的五大奖项

以及两部最佳短片。 最终由广东出品的电影

《南哥》拿下最佳故事片和最佳女演员（艾

丽娅）两大奖项，成为本届电影节的最大赢

家。此前《南哥》已被评选为广东省第十一届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

马泽望

意大利中国电影节

《南哥》成“大赢家”

日前， 省内旅游规划专家杨炯

蠡携新书《旅海履痕》举办了新书

发行仪式。

杨炯蠡是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展

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社科（北京）城

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贵州分院执行院

长，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贵

州专家委员会主任。 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出版《乡村旅游开发及规

划实践》《新月》《乌蒙雪》等著作，

为《贵州珍稀动物》、《六盘水野钟

黑叶猴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集》主

编。

《旅海履痕》由贵州科技出版社

出版，共收录 60 篇随笔，作者将自

然与人文、 科学与艺术等结合在一

起，描绘了贵州的山水人文、趣事景

点等， 以长期从事旅游开发的专家

视角点评旅游景区开发、 旅游资源

要素、开发创新中的创新创意等等。

文章短小精悍， 以传统诗词引人入

胜， 如引用清代贵州诗人张国华的

“众山环绕北名山, 第一灵山万树

环” ，又以科学家的专业语言如数家

珍地介绍天文地理、动植物学知识，

给人以保护生态、热爱家乡的激励。

杨炯蠡新书《旅海履痕》发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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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恩·强森和杰森·斯坦森

杨炯蠡在发布会上

《小欢喜》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