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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热播的《小欢喜》已成为
现象剧：豆瓣评分 8.0，收视和口
碑在同时段领先，其真实的剧情
和创新的细节戳中观众痛点，引
发社会热议与反思，“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妈妈”“抄袭了我的高中生
活”等好评涌现。更核心的是，该
剧从高考的小切口入手，尝试为
纾解中国家庭普遍焦虑提供思考
价值，为父母和孩子的代际沟通
和双向成长找到解决途径。

剧情够真：
人物原型是中大老师
教育题材自带话题，天生受

关注，但《小欢喜》能持续赢得观
众认可，是凭借足够写实的剧情，
源于总编剧黄磊的有感而发。剧
中，严母慈父、离异父母、空降父
母等三组家庭都在为即将到来的
高考费心劳力。他们认为，考上
好大学是人生的唯一出路，不管
子女成绩好坏，自身焦虑都在不
断膨胀。孩子在对父母期望和自
由选择的平衡中无所适从。比如
方一凡喜欢玩柯南游戏、收集漫
威手办，乔英子是重度的天文爱
好者，季扬扬梦想成为韩寒那样
的顶级赛车手，可家长觉得这些
嗜好会影响孩子学习。

课本卷子堆积如山的教室、
高三誓师大会、暑假补习班、学习
营养品等场景能让年轻人瞬间回
到自己紧张的高三生活。在“备
战”过程中，日常生活中的对话句
句带刺，就会给孩子带来无形的
压力，令观众有切身感受。

女儿乔英子是一个学霸，却
在单身母亲宋倩的高压之下喘不
过气，她对女儿说：“你要是连高
考都考不好，哪儿还有什么人
生？”“都考第二了，还有什么可高
兴的。”“你是我最重要的人，咱们
俩的人生理想应该是一样的呀。”
童文洁对儿子说：“我们做的这些
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
我们就是为了你。”“原指望你好
好学习能上去，结果呢，断崖式地
下滑，你对得起我吗？”季胜利对
儿子说：“考不上大学，你人生还
有什么希望。”

对于颇具现实意味的台词，
有网友表示“我妈也跟我说过同
样的话，我多听一句都会窒息”。
另有人表示理解：“这就是生活的
现状，过来人的经验不能不听，为
高考搏一把，不管结果如何，至少
不会留遗憾，如果你有自己的路，
就不顾一切地去闯吧”。

《小欢喜》剧本创作历时三
年，诸多人物都有现实原型，经得
起观众考验。乔英子执着于天文
爱好，原型就是中山大学物理与
天文学院副教授胡一鸣。2007
年，上海崇明中学毕业生胡一鸣
只在高考志愿表上填了一个志
愿：南京大学天文系，他最终得到
了自己想要的未来。2016年2月
11日，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
台宣布，发现了引力波，胡一鸣就
是科研团队中的一员。如今他做
着他年少时就喜爱的事情，如鱼
得水。

细节创新：
代际关系刻画跳脱刻板

印象

高考是中国普通家庭的关键
战役，但两辈人的沟通不能忽视，
只有互相尊重，代与代之间才能
求同存异，朝着同一个目标努
力。就此而言，《小欢喜》对三个
家庭有不同以往的细腻刻画，尤
其是对乔家这条线的创新描绘，
让整部戏跳出了观众的刻板印
象。

《都挺好》中，母亲因为重男
轻女而伤害了女儿；《少年派》中，
母亲管制、女儿叛逆，最后和解大
团圆。《小欢喜》中的母女关系更
加微妙。母亲宋倩控制欲超强，
女儿乔英子必然压力重重，看着
母亲为了自己的付出和牺牲，英
子不敢要求对方不要把意志强加
到自己头上；母亲也清楚一直在
压制女儿的航天梦，却因为高考
而无法满足对方的心愿。

尽管两人小冲突不断，但那
些在摩擦之后又彼此靠近的小细
节看得人潸然泪下。女儿一句

“您辛苦了”，让母亲内心暗生波
澜；相约一起看电影，母亲发现女
儿早已看过，明明是为对方着想，
却愤怒离席；深夜，母亲率先服

软，为女儿端来一碗汤；早晨，女
儿为母亲做好一顿早饭。她们其
实是在为彼此吃苦和心疼。“可怜
天下父母心”，正是因为独自一人
抚养孩子，她才特别希望女儿成
才，所有的离异妈妈都同宋倩一
样，已经给予了孩子最好的，我们
无法指责任何一个人。

不只是农村，大城市里也有
“留守儿童”。季胜利和刘静为了
工作到各个城市奔波，无暇照顾
儿子，到了高三才成为“空降父
母”，少年季扬扬因缺爱而叛逆，
并拒绝与父母沟通。他们想要解
决亲情不亲密的困境，但相处中
的闪光令人感动，赋予我们无尽
的希望。在母亲搬家时，儿子会
突然出现在身后搬箱子；在高考
誓师大会不欢而散后，一家三口
依然能围成一圈，站在出租房的
院子里，一起放飞气球，感受彼此
最贴近的距离；昨夜父子发生争
吵，儿子在清晨的上学途中故意
折返，以拿水杯的名义，接过父母
递过的爱心早餐，脸上浮现出腼
腆的笑。

在当下的市场中，保持克制、

不过度追求戏剧化的表达难能可
贵。我们真实的亲情关系往往如
此：常常相互取悦、希望保持疏
离、偶尔小心翼翼。由此，《小欢
喜》试图解答的问题是：父母和孩
子在碰撞之后怎样融合？如何实
现双向成长？大家在看戏之余得
以反观自己的生活，并找到解决
问题的办法。

表演生动：
中年演员没有困境
有真实接地气的剧本为基

础，现实主义题材想获得观众强
大共鸣，还要有流畅如水、生动自
然的表演作支撑。《小欢喜》是黄
磊与导演汪俊在创作理念上的又
一次完美诠释，两人在此前数部
作品中积累了深厚的经验和默
契，在《小欢喜》中得到爆发。汪
俊表示：“创作没有诀窍，最重要
的是一定要最大化地展现真实，
比如进屋换拖鞋这个细节。在拍
摄的过程中，我们忠实自己对现
实的感受，不要总是居高临下，总
想引领一些什么！”

黄磊对方圆这个人物的把握
有如他在综艺节目中的张弛有
度，鱼尾纹和小肚腩增添了亲切
感和真实感，与沙溢组成的“极
挑”兄弟，每次聚首都能承包网友
的“笑点”。在《小别离》之后，他
和海清的“师徒档”更臻化境，对
夫妻关系的处理让人十分舒服。
海清则演活了“我妈本妈”。

宋倩这个角色有争议：母爱
了不起，也令屏幕内外的下一代
感到恐怖。不过，角色在陶虹的
演绎下具有丰沛的生活质感，并
赢得了同情分。以《地久天长》拿
下柏林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的咏梅
在剧中扮演的母亲温润隐忍，让
人印象深刻。擅长冷血、悬疑角
色的王砚辉，扮演的父亲栩栩如
生。他们带着一帮元气满满的少
年演员，为大家带来笑点和泪点
并存的表演。

看到他们的表现，观众就能
明白，中年演员虽不是市场追捧
的宠儿，但他们的价值不可替代，
也不应该遭遇职业生涯的困境。

《小欢喜》真实剧情戳中观众痛点

《小欢喜》剧照。

8月 12日，刘雯通过微博
发出声明，宣布终止与蔻驰合
作。她称：“任何时候，中国主
权和领土的完整神圣不可侵
犯！由于我选择品牌的不严
谨，给大家带来了伤害，在这
里我向大家道歉！我热爱我
的祖国，坚决维护中国的主
权！”

早前，有网友发现继Ver⁃
sace范思哲之后，coach蔻驰在
T 恤设计上也犯了类似的错
误，将香港、台湾以与其他国

家并列的形式印制在T恤上。

关 晓 彤 方 宣 布 与
Coach已无合作

8月 12日，关晓彤方发声
明，称：“目前，我司艺人关晓
彤与 Coach 品牌已无合作。
关晓彤及团队始终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神圣不可侵犯！”

蔻驰发文道歉

8 月 12 日，Coach 蔻驰官
方发表声明向广大消费者道
歉并对辱华事件进行解释，
称：“COACH 一贯尊重并维
护 中 国 主 权 及 领 土 完 整 。
2018年 5月，我们当时发现几
款T恤设计存在重大失误，我
们深刻认识到这次问题的严
重性。”并表明会立刻采取紧
急措施，主动在全球范围的所
有渠道将所涉商品下架。今
后，也将加强内部流程管理，
以杜绝同类错误再次发生。

8月 12日，易烊千玺工作
室发出声明，称：“易烊千玺工
作室以及易烊千玺先生始终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维护
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同时
声明中也表示，“已第一时间
向纪梵希（美妆）品牌发出正
式解约通知，且已停止一切与
纪梵希有关的合作”。

据悉，继Versace范思哲、

Coach蔻驰后，另一个国际奢
侈品大牌 Givenchy 纪梵希也
犯了类似的错误，将香港、台
湾以与其他国家并列的形式
印制在T恤上。

纪梵希道歉
8月 12日，纪梵希就印花

T 恤错误发表声明道歉，称：

“关于今日引起部分网友讨论
的海外市场纪梵希印花T恤
中的错误而引发大家的关注，
对此我们深表歉意。对于任
何的人为疏忽与错误，我们一
定立即纠正并引以为戒。纪
梵希品牌一贯尊重中国主权，
坚决拥护一个中国原则，坚定
不移。”

8月 12日，林峯在微博宣布
剧版《使徒行者 3》正式开机，他
将在剧中继续出演爆 seed（薛家
强）一角。这是他与TVB约满离
开后，时隔五年的回归之作，引发
了粉丝的强烈期待。

《使徒行者》是 TVB 近年来
的招牌剧集，2014年播出后强势
夺得TVB年度收视冠军，随后被
改编成电影，大银幕小荧屏两开
花。剧版《使徒行者 2》尽管主演
阵容大换血，当年在TVB年度收
视榜上依然高居第二。《使徒行
者》同名电影于 2016年上映，票
房超过 6亿，目前正在热映的影
版《使徒行者 2》票房也已经超过
了4亿。

值得一提的是，剧集《使徒行
者》既是林峯在 TVB 的告别之
作，也是佘诗曼回归TVB之作。
爆 seed（林峯饰）与钉姐（佘诗曼
饰）成为整个剧集的灵魂人物。
如今《使徒行者 3》开机，很多观
众都期待“爆钉组合”能够重聚。
但据记者了解，《使徒行者 3》虽
然有很多经典人物回归，譬如苗
侨伟演的卓 sir、许绍雄的“欢喜
哥”等，但没有“钉姐”佘诗曼。

刘雯宣布终止与蔻驰合作

易烊千玺方宣布与纪梵希解约

《使徒行者3》开机
林峯苗侨伟“欢喜哥”回归
佘诗曼缺席

纳达尔五夺罗杰
斯杯网球赛冠军

新华社渥太华8月11日电 在
加拿大蒙特利尔进行的罗杰斯杯
网球赛决赛中，西班牙名将纳达尔
仅用了70分钟就以6:3和6:0战胜
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第五次夺
得此项赛事的冠军。

这也是33岁的纳达尔第三次
在蒙特利尔登顶。他第一次夺冠
是在2005年，当时19岁的他在决
赛中击败了阿加西，第二次夺冠是
在2013年。纳达尔还曾于2008年
和2018年两度夺冠，这两年的罗杰
斯杯赛是在多伦多举行的。

这是纳达尔在职业生涯中赢
得的第83个男单冠军头衔，也是他
本年度继罗马大师赛和法网之后
获得的个人第三冠。迄今为止，纳
达尔已经在大师1000系列赛中创
纪录地获得了35个头衔，而目前排
在第二位的是33次称雄的焦科维
奇。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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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首尔8月12日电 韩
国政府 12日发布战略性产品进
出口公告修订案，决定把日本移
出韩国的贸易“白色清单”。

根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当天发布的声明，韩国把享受战
略性产品进出口便利政策的“甲
类”贸易对象细分为“甲1”和“甲
2”两类，把先前“甲类”贸易对象
日本列入新增的“甲2”类别。

产业通商资源部对“甲2”类
别的定义是，此类国家加入了相

关国际协定但“设有违反国际规
范的出口管制体系”。

日本被列入“甲 2”类别后，
韩国企业如果计划向日本出口
战略产品，除个别例外情况，原
则上必须逐次申请，所需提供文
件由此前的 3种增加为 5种，审
批时间由此前的约5天延长为约
15天。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
成允模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对
于设置违背国际出口管控基本

原则的制度的国家，韩国难以与
其密切合作。

按照产业通商资源部声明，
新的分类规定将在随后 20天内
征询公众意见、接受审议，并于9
月中旬付诸实施。成允模表示，
日方如果在意见征询期内提出
请求，韩国政府愿意与日方在任
何时间和地点进行协商。

韩国目前新设的“甲2”类别
中只有日本一个国家。产业通
商资源部表示，这一新规并非仅

仅针对日本，韩国政府今后将视
情况把相关国家列入此类。

韩国媒体认为，韩方此举在
于反制日本政府此前对韩国实
施的出口管制措施。日本政府7
月1日宣布对出口韩国的三种半
导体原材料加强审查与管控，触
发韩日贸易摩擦。双方贸易摩
擦近来不断发酵，日本政府 8月
初宣布把韩国移出可享受贸易
便利的“白色清单”。

新华社多哈8月 12日电
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塔米
姆11日与伊朗总统鲁哈尼进行
电话沟通，双方就地区局势、安
全等问题进行了磋商。

据卡塔尔通讯社报道，塔
米姆在通话中表示，伊朗在本
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卡塔尔
希望与伊朗进行合作，以加强
双边关系，维护地区和平。

另据伊朗通讯社报道，鲁
哈尼在通话中强调，伊朗非常
重视维护海湾和霍尔木兹海峡
的安全，愿意与友好国家继续
进行协商，以缓和地区紧张局
势，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
展。

鲁哈尼表示，通过相关国
家的交往和加倍努力，在共同
安全措施框架内实现本地区安

全与稳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他同时警告说，一些域外国家
在本地区制造混乱，使得地区
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

卡塔尔外交部11日在官方
网站发布消息说，卡塔尔副首
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
来访的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举
行了会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
问题、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

新华社莫斯科 8月 12日
电 俄罗斯国防部12日发布公告
说，俄驻叙利亚赫迈米姆空军基
地防空部队日前击落了抵近该
基地进行侦察的6架无人机。

公告说，11日晚间，叙利亚
极端分子发出的 6架无人机从
西北方向接近基地，该基地防
空部队第一时间在安全距离内
将这些无人机摧毁。

公告指出，事件未造成人
员伤亡和物质损失，基地运转
正常。

今年7月，叙极端分子曾向
赫迈米姆空军基地方向发射火
箭弹，未命中目标，但造成叙利
亚平民两人死亡、4人受伤。

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战
总局局长鲁茨科伊指出，叙极
端分子一直试图对基地进行攻

击，俄驻该基地部队对此高度
戒备，以保护基地免遭极端分
子破坏。

2015年9月，俄罗斯应叙利
亚政府请求，对叙境内极端势
力进行军事打击。2017 年 12
月，俄总统普京宣布从叙利亚
撤军，但承诺继续保留在赫迈
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
基地驻军。

新华社阿布贾8月12日
电 尼日利亚军方消息人士 12
日说，尼军队日前与极端组织

“博科圣地”武装分子在尼东北
部博尔诺州发生交火，造成 12
人死亡。

尼军方消息人士告诉新华
社记者，“博科圣地”武装分子
10 日晚对尼军队位于博尔诺
州古比奥镇的一处基地发动袭
击，双方展开数小时枪战。8
名武装分子和两名士兵在交火
中死亡，另有两名平民被流弹
击中身亡。尼军队最终凭借火
力优势击退武装分子。

博尔诺州州长巴巴加纳·
祖卢姆向新华社记者证实了此
次交火事件，并表示州政府一
直在向军队提供必要后勤支
持，以确保赢得打击“博科圣
地”的全面胜利。

当地一民兵组织负责人
说，该组织在此次交火中与军
队配合，共同击败了武装分
子。

“博科圣地”成立于 2002
年，尼日利亚政府 2009 年开
始对其采取清剿行动。近些
年，“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
东北部频繁活动，并对周边的
乍得、尼日尔、喀麦隆等国构
成安全威胁。联合国常驻尼日
利亚官员本月 1 日发表声明
说，近 10年来，“博科圣地”
在尼东北部的暴力活动已导致
约 2.7万名平民死亡，造成当
今世界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之一。

新华社堪培拉8月12日
电 澳大利亚政府 12 日宣布，
将在 20年内投入 30亿澳元（1
澳元约合 0.68美元）用于装备
尖端设备，从而提升特种部队
战斗力。

澳政府官网当天发表声明
说，此次对特种部队的投入是
为了继续加强 2016 年澳国防
白皮书提到的特殊作战能力。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
里森在声明中表示，政府批准
投入资金，将确保特种部队拥有
尖端设备和能力，从而更好应对
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威胁。

声明介绍说，此次对特种部
队的投入第一阶段名为“格雷芬
项目”，预计投入5亿澳元。澳
国防部长琳达·雷诺兹表示，“格
雷芬项目”将向特种部队提供最
优良装备，同时帮助特种部队与
情报、科技等机构合作，以评估
未来威胁与机遇。

巴勒斯坦谴责以色列侵犯阿克萨清真寺

8月11日，在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阿克萨清真寺，以色列警察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巴勒斯坦11
日谴责以色列对位于耶路撒冷老城“尊贵禁地”（以方称圣殿山）的阿克萨清真寺的侵犯行为。11日是
今年宰牲节的第一天，10多万穆斯林前往阿克萨清真寺做礼拜。当天恰逢犹太人一年一度的“圣殿被
毁日”，以色列警方宣布允许犹太人前往圣殿山举行纪念活动，遭到穆斯林强烈反对和阻拦。为此，以色
列警察使用催泪弹、眩晕弹等试图驱散聚集的巴勒斯坦人，双方爆发冲突。

新华社华盛顿8月11日
电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
消防部门 11日说，当地一家托
儿所当天发生火灾，造成至少
5名儿童死亡，另有数人受伤。

伊利市消防局局长居伊·
桑顿对媒体说，托儿所设在一
个居民区内的一座独栋住宅
里，11 日凌晨突然起火，造成
至少5名儿童死亡。托儿所负
责人在火灾中被烧伤，已被送
到医院进行救治。

8月11日，警察在美国旧金
山金门公园举行的户外音乐节
现场外巡逻。11日，在美国旧金
山金门公园举行的户外音乐节
上，警方加强了安保措施，防范
可能发生的袭击事件。根据美
国控枪团体“枪支暴力档案”统
计，截至8月6日，今年以来，美
国境内已有8881人命丧枪下，
大约1.75万人中枪受伤。

新华社奥斯陆8月11日
电 挪威警方 11日表示，日前
在奥斯陆附近清真寺实施枪击
的挪威籍青年可能是极端排外
主义的支持者，警方已将这起
枪击事件作为恐怖袭击案展开
调查。

一名白人男子 10日闯入
奥斯陆附近一座清真寺开枪射
击，射伤寺内一人。袭击者被
捕后，警方在其住所发现一名
女性死者，后证实死者为袭击
者 17岁的妹妹。目前，警方指
控其杀害妹妹并在清真寺内企
图杀害他人。

据挪威广播公司报道，袭
击者行动前在互联网上某极端
主义论坛发布了极端言论，对
最近几起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恐
怖袭击表达支持。

韩国政府决定
把日本移出贸易“白色清单”

澳政府将投入30亿
澳元武装特种部队

美国一托儿所发
生火灾
5名儿童死亡

旧金山户外音乐
节加强安保

俄驻叙利亚空军基地
击落抵近侦察的6架无人机

卡塔尔与伊朗领导人通话磋商地区局势

尼日利亚军队与
武装分子交火
致12人死亡

挪威警方将枪击
案作为恐袭调查

新华社伊斯兰堡8月11
日电 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
局副局长萨基卜·蒙塔兹 11日
说，从今年 7月开始的暴雨在
巴全国范围内已造成 161人死
亡，另有137人受伤。

蒙塔兹在电话中告诉新华
社记者，截至目前，巴全国
34条道路、14座桥梁、53家
商店和 320处民房在暴雨中被
毁。他说，位于该国西北部的
开伯尔-普什图省有56人在暴
雨引发的各类灾害中死亡，巴
控克什米尔地区有 35 人死
亡，东部旁遮普省有 27人死
亡。

巴基斯坦暴雨致
161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