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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来不及好好告别。

喜剧演员贾玲考上中央戏剧学院那

一年，母亲意外去世。猝不及防的离别造

就了执念，时隔20年成就了她的电影《你

好，李焕英》。牛年春节档上映的第四天，

当日票房反超《唐探3》，?鼎单日票房榜。

电影催泪，共情的细节，每个观众各

有观感。有人被贾玲的真挚打动，为所爱

至亲做最后一件事的执意渗透在每一帧

画面里；有人感触在成为“晓玲妈”之前，

李焕英首先是独立的 “英子”， 有趣、可

爱、有光芒。有人思考，为人母者，在“幸

福”与“孩子”之间，又会作何选择？

电影造梦，但生活若隐若现。如果说

《你好，李焕英》的前半程，贾晓玲从2001

年穿越回1981年改变母亲命运的剧情略

显俗套，密集的笑点过于戏剧化，那么尾

声将近时的反转， 让这场梦找到了生活

的落点。

1981年， 贾晓玲准备回到自己的时

空，李焕英帮她补好了21世纪的非主流破

洞裤，用红线绣出一只小狗。贾晓玲盯着

小狗，突然想起李焕英是当妈以后才学会

的缝制小图案……女儿以为的弥补原来

是母亲的成全，是李焕英在弥留之际为自

责的女儿消解愧疚打造的一场梦。

告别转换了角色， 这是一场逝者对

生者的告别。

“我来你高兴吗？”

“我高兴啊！”

“我能让你更高兴。”

贾晓玲和李焕英的这一段对话或许

是很多人在梦境中出现过的情形。 梦有

多美好，现实就有多残酷。我们希望能够

有足够长的心理缓冲，慢慢接受别离，但

总是来不及； 希望能用精彩的人生告慰

逝者，可无有应答。于是太多的告别无处

安放，总是抱憾做得太少，总有幻想如果可以重来……

如果可以重来，这就是生活在电影中的投射。贾晓玲想

让李焕英高兴，她做到了。1981年的那一个星期，母亲一直

在笑，这样的告别会不会让女儿好受一些？

答案在贾玲心里，也在观众的眼泪里。

现实中的贾玲用一场电影成全了对母亲的告别， 恸哭

之后缝补起浑然的快乐。随着口碑与票房齐飞，电影也引发

讨论，母亲年轻时是什么样子？如果穿越回去，想对年轻的

母亲说什么？轻松的议题背后是对亲子关系的思考，亦是对

当下的珍惜。

人生本就是不断放下的过程， 既然没有一场告别是圆

满的，何不与这种遗憾和解，好好生活？

返程客流渐增，
春运专线守护“夜归人”

本报讯 （记者?晓鸣） 春节假期接近尾声， 返程客流逐

渐增多。 记者昨天从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获悉， 自大年初

五起， 27 条春运专线、 8 条临时专线启动， 覆盖铁路上海站、

上海西站、 虹桥枢纽等重要交通枢纽站。 鉴于今年春运叠加防

疫的任务， 上海公交行业做足准备， 确保乘客春节返程的畅通

和安全。

昨晚 11 点， 在春运 13 线始发站上海火车站北广场， 记者

见到了正在等候发车的驾驶员印蔚敏， 他是今年春运 13 线首

班车的驾驶员。 “碰到当班出车， 我都会提前一个小时以上到

停车场， 把准备工作做好。 现在春运线路开通， 防疫消毒工

作、 例行保养工作更要仔细更仔细。” 作为一名资深驾驶员，

印蔚敏对记者说， “春运期间夜间抵达的旅客能选择的交通方

式不多， 又碰到降温， 肯定要为他们做好服务工作。”

作为连通上海火车站的公交线路，117 路、837 路疫情防控

任务艰巨。车队相关负责人强虓敏表示，车队严格落实了各项防

疫措施，“包括车辆消毒， 在站点配备免洗洗手液和备用口罩

等”。 他介绍，今年情况特殊，客流量比往年降低很多，但疫情防

控任务依然艰巨，“涉及上海火车站、 虹桥枢纽等站点的线路车

辆一日三消毒、站点一日三消毒、驾驶员每日两次测温”。

此外， 记者采访获悉， 巴士三公司为保障春运组建了一支

志愿者服务队， 昨起至 3 月 8 日， 每夜将坚守在上海火车站、

虹桥枢纽等重要站点， 确保春运返程期间地面公交与机场、 火

车站、 轨道交通的有效衔接，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据介绍， 志愿者会引导乘客乘车， 提醒乘客规范佩戴口

罩， 给那些没有戴口罩的乘客提供口罩。 在车辆例行消毒的基

础上， 志愿者会对每一辆春运专线再进行两次消毒， 保障清洁

防疫无死角。

虹口足球场:“犇”起来真满足
建成以来首次在春节期间开放，球迷直言———

在画出 “犇” 字形的专业球场上挥汗如

雨， 和兄弟们来一场牛年首个足球赛， 而且

还是在自己最喜欢的球队主场草坪上。 农历

正月初五， 在虹口足球场踢了 2 小时足球的

“传奇奶爸队” 队长曹伟祥直言， 这个春节

过得 “非常满足”。

昨天， 是虹口足球场自 1999 年建成以

来， 首次在春节长假期间开放， 也是场内四

片七人制足球场首次同时向公众开放。 上海

虹口足球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伟民介

绍， 虹口足球场是中国第一座专业足球场，

也是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

的主场。 自去年向公众开放后， 得到了足球

爱好者的盛赞。 本月初， 虹口足球场通过官

方网站、 公众号等渠道发布了春节期间可预

订场地的通知。 上线仅两天， 正月初五的场

地就被预订一空； 仅五天， 2 月所有周末的

场地也被预订一空。

“这是我们踢球感觉最好的一块草坪，

而且在喜欢的球队主场踢球更有意义。” 曹

伟祥告诉记者， 这支由申花球迷组成的业余

足球队自 2016 年组建以来， 已经有近 40 名

队员， 能到虹口足球场踢一场球， 对大家来

说更像 “圆梦之旅”。 去年夏天， 虹口足球

场向公众开放， 一名来这里踢了一场球的队

友赞不绝口。 今年这名队员一看到球场春节

开放的消息， 立即通知曹伟祥申请。 目前，

虹口足球场七人制场地每场次租金为 8000

元。 曹伟祥表示， 这个价格比人工草皮场地

高出不少， 但对于 A 级场地来说 ， 价格并

不贵。 未来球场如果再向公众开放的话， 他

们球队还会申请。

宋伟民介绍，今年，虹口足球场原定对公

众开放的时间是在 3 月后， 但考虑到人们响

应倡议就地过年， 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健

身选择，虹口足球场提前至春节期间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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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玲处女作《你好，李焕英》凭什么在春节档突围
逆袭为单日票房榜首，五天总票房已过 20亿元

春节档神仙打架，不少影片的评价呈现

两极 ，唯独贾玲 、张小斐 、沈腾等人主演的

《你好， 李焕英》 几乎得到了所有观众的偏

爱，票房和口碑持续走高。

截至2月16日15时许， 影片五天总票房

已过20亿元，豆瓣网上超过32万用户打出8.3

的高分。目前，这部贾玲导演的处女作凭好

口碑逆袭为春节档单日票房榜首，业界普遍

看好，认为它将在春节档后继续收获长尾效

应。没有强IP，没有强特效 ，在一众大片里 ，

《你好，李焕英》凭什么突围？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

星说：“无论技术上的穿越还是故事上的表

现，影片最根本的成功还在于人性、情感的

支撑。说到底，春节档期乃至中国电影已到

了一个新的时期。若没有真情实感，没有对

人生刻骨的体味，没有对于电影是为了表达

自己内心割舍不去的情感需要，那么那些创

作都必然只是喧嚣一时，仅仅满足肤浅的感

官刺激。”

从丰沛的个人情感出
发，质朴且纯粹

2019年9月25日， 贾玲发了条微博：“筹

备三年，电影《你好，李焕英》今日开机……”

李焕英是贾玲的母亲，在她刚考上中央戏剧

学院那年不幸因车祸离世。 此后无数个日

夜，贾玲的遗憾都与妈妈有关：妈妈一直想

要台冰箱，但舍不得买；自己小时候不争气，

似乎就没做过一件让妈妈自豪的事儿；妈妈

性格里的积极乐观是给女儿最大的财富，但

她从没见过孩子在舞台上表演的样子……

于是，电影就成了贾玲弥补遗憾的情感

载体。其实早在2016年，贾玲就在喜剧综艺

的舞台上演绎过她与母亲的故事。 小品过

后，她又筹备了三年多，填补进许多细节，以

更适合电影的方式重新打出这张“亲情牌”。

对于自编、自导、自演的《你好，李焕英》，她

说：“这是我掏出真心来拍的电影。”

在周星看来，好的作品，尤其是处女作，

往往都是创作者个人情感的深度凝入。对于

贾玲，因为刻骨铭心，所以情感细腻。

影片讲述了贾晓玲在母亲遭遇车祸弥

留之际穿越回1981年，陪?年轻时代母亲的

故事。 因为自责没有真正让妈妈高兴一回，

穿越后的贾晓玲来到母亲李焕英年轻时工

作的化工厂，她所做的每桩事情，都带着“我

就想让她高兴”的初衷。希望妈妈能遇上“大

好事儿”， 贾晓玲帮着年轻的李焕英组织队

员参加女排赛；希望妈妈的未来命运可以改

变，她又为李焕英牵线搭桥，撮合她与厂长

的儿子沈光林。 她还借着贾晓玲在台上演

出，圆一回让妈妈看见舞台上女儿的心愿。

影片里的许多情节都在真实的世界有

迹可循，只是剖开了某些细节，也偷偷藏着

贾玲的爱的心思。这是她以年代穿越设定加

温情喜剧的形式，为自己离开的母亲打造一

场缅爱的仪式。笑梗和包袱，不仅是裹住内

在情感的调和剂，也是一种回望心中伤口时

的疗愈方式。

自始至终以情感与真心
为驱动，抵达了共情

在影视作品里 ， 穿越的手法并不新

鲜 ，《你好 ，李焕英 》里穿越的情节设计 ，却

触发了观众最大的共情 。秘诀无他 ，唯情

感与真心 。

现实中， 贾玲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

电影里，妈妈弥留之际，贾晓玲就守在病床

前。她把自己最痛的一点化为故事的关键时

刻———她“穿越”的起点 。贾玲生于1982年 ，

片中的贾晓玲穿越到了1981年，这是第一层

情感驱动。

穿越过程的画面色调如时代胶卷，从当

下艳丽的彩色变成1980年代电视机里的黑

白色， 再缓缓调至属于40年前的怀旧色调。

那是母亲李焕英身处的世界， 青春夺目、阳

光灿烂、激情燃烧。在贾玲的印象中，母亲积

极乐观，笑起来神采飞扬。张小斐饰演的李

焕英诠释出了这般独特魅力，复刻出属于上

世纪80年代年轻女性的活力与朝气。回到妈

妈最美的青春年华， 这样的第二层情感驱

动，同时打动了许多与儿女一同走进影院的

50后、60后。 就像片尾字幕里打出的话，“打

我有记忆起， 妈妈就是个中年妇女的样子。

所以我总忘记，妈妈曾经也是个花季少女”。

落入俗套的穿越戏码常常会让穿越者

带着全知全会的视角，但贾玲没有把剧本写

成让贾晓玲帮助李焕英一路“闯关”无所不

能。她不改变女排比赛的既定结果，更没重

塑妈妈的人生命运，仅仅用质朴的情感与观

众共鸣。“穿越回来只为了让你开心” 的心

思，美好又纯粹，在电影里闪闪发光。这是又

一层情感与真心驱动的穿越。

而当影片最大的谜底揭晓，原来母亲一

直能体察到女儿的全知视角，影片里许多本

只靠情感来支撑的细节被赋予了更牢靠的

逻辑。穿越的情感巧思 ，让观众恍然———孩

子只是一味觉得自己是父母的麻烦， 殊不

知， 爱的伟大正是因为明知你可能不够好，

但我依然选择爱你。

知乎上有关《你好，李焕英》的相关问题

下，有条高赞的评论，用一首诗形容了观看

影片后的感触：“瀑布的水逆流而上，蒲公英

的种子从远处飘回，聚成伞的模样，太阳从

西边升起，落向东方；子弹退回枪膛，运动员

回到起跑线上，我交回录取通知书，忘了十

年寒窗；厨房里飘来饭菜的香，你把我的卷

子签好名字，关掉电视，帮我把书包背上；你

还在我身旁。”

贾玲曾说：“我不是想当导演才拍了这

部电影，是想拍这部电影才当了导演。”由始

至终， 她纯粹为了李焕英， 做了这一切。所

以，哪怕有些视听技巧上的稚嫩，观众们都

只会更珍惜她的一片真心与纯粹。

任何高级的技法其实都比不过一个导

演面对自我、面对生活、面对生命时流露出

的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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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间赛跑的“原年人”医生，收获最好生日礼物
“如果一切顺利， 现在在院的患者可

以在元宵节前出院， 与家人团圆。” 昨天是

大年初五， 依旧忙碌的上海中医药大学附

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心内科冯灿医生对

记者说。 谁都不想在春节里住院， 但总有

些病突如其来。

2 月 11 日，除夕这一天，忙碌了一年的

冯灿正与妻子、孩子欢聚迎新。 晚上 8 点 50

分，手机突然响起。 “冯医生，有一个心梗患

者！ ”“马上来！ ”冯灿是当天的备班医生，住

在医院附近的他，套上外套就往外冲。

除夕这天，恰是冯灿的生日。健康所系，

性命相托，深夜走出手术室，农历牛年即将

到来。 34 岁的冯灿说，作为医生，救人是天

职，定当拼尽全力救治每一条生命。 当日手

术成功、患者获救，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生

日礼物和新年礼物。

“谢谢你们，新年给了我
新生！”

时间回拨到除夕： 岳阳医院胸痛中心

收治了一名胸痛患者 ，66岁的王女士胸

闷 、胸痛?冷汗 ，结合体格检查 、心电图 、

POCT检查等结果 ，医生诊断为 “急性下壁

心肌梗死 ”。医生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后决定

立即进行急诊介入手术。岳阳医院胸痛中心

一键式激活介入中心导管室。患者被送至导

管室进行急诊冠脉造影。造影显示，右冠状

动脉中段狭窄90%?大块血栓，如不及时救

治，将面临大面积心肌坏死，后果不堪设想。

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 心内科

樊民主任和冯灿医生立即对患者进行冠脉

支架植入术，迅速打开闭塞血管，恢复右冠

状动脉血液供应， 挽救了濒临坏死的心肌，

保住了性命！ 术后，患者转入心脏监护室病

房继续治疗。

“谢谢你们，新年给了我新生！ ”2 月 12

日是大年初一，一大早，刚经历除夕夜生死

时刻的王阿姨激动地拉住查房医生的手。

“心梗的救治必须争分夺秒，从王阿姨

入院救治、明确诊断到决定手术仅 15 分钟，

从入院到开通血管仅约 60 分钟， 这些都为

成功抢救及后续治疗赢得了宝贵时间。 ”冯

灿很自豪。

在沪在岗随叫随到，白
衣天使屡屡与时间赛跑

这其实不是除夕这天冯灿赶回医院救

治的唯一患者。 这天备班的他，上午就被医

院紧急呼回一次，也是救治一名急性心梗患

者，也是一番与时间赛跑、化险为夷的抢救。

“春节假期，当大部分人进入休假模式，

我们更需打起精神，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人

的心脏。 ”冯灿说。

大年初四是冯灿值班，他又收治了多名

急诊心衰患者，他们当下正在病房住院。“近

期天气还是比较冷，又遇上春节里人们会喝

点酒，心情容易激动，有点基础疾病的人尤

其是老人容易出现心衰、冠心病发作等。”冯

灿说，心内科一大特点就是“速度”，因此医

生大都住在医院附近，不论风雨，随叫随到。

今年更特别的是，外地医生没一个回老家过

年的，所有人都在沪、在岗，原地过年。

冯灿也是就地过年的“原年人”，他老家

在河南 ，父母 、姥爷姥姥 、爷爷奶奶都在老

家，去年春节因疫情暴发，他早早退了车票，

留沪战 “疫”， 今年则响应倡议继续选择守

“沪”。“我看新闻报道说，我们国家有 1 亿人

左右响应倡议就地过年，这是大家一起在为

国家控制疫情作贡献，我是医生、是党员，不

论何种身份，都为自己能通过这种方式贡献

一分战‘疫’的力量而感到荣幸。 ”冯灿说。

■本报记者 唐闻佳

大年初五， 不少足球爱好者来到虹口足球场踢球健身， 对他们来说能在专业级球场

踢球， 这个春节过得很有意义。 本报记者 陈龙摄

《你好，李焕

英》 讲述了贾晓

玲在母亲遭遇车

祸弥留之际穿越

回1981年， 陪伴

年轻时代母亲的

故事。“穿越回来

只 为 了 让 你 开

心”的心思，美好

又纯粹， 在电影

里闪闪发光 。图

为电影海报。

盯牢“菜篮子”，
为春节市场保供稳价“护航”
（上接第一版） 从这批猪肉的进货日期、 进货数量， 以及门店

每天的销量， 能大致推测猪肉应该 “上新” 过。 他说， 春节假

期， 每批猪肉的进价都不同， 必须要特别关注， “我们在春节

检查的时候， 不仅要关心售价， 也会跟踪进货价， 一旦物价发

生变动， 能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变量， 才能更有针对性地

解决问题”。

杜君毅介绍说， 今年， 市市场监管局提前做好春节期间执

法检查的布局， 检查工作有条不紊， “我们所有执法人员都原

地留守， 保障春节市场价格平稳有序”。

正当杜君毅等执法人员准备去翻查后台数据时， 迎面碰

到徐汇区市场监管局基层执法人员， 后者准备进行特种设备

安全 、 食品安全等巡查。 春节无休， 这些默默奉献的市场监

管人， 全力守护着上海这座超大城市的 “菜篮子” 价格稳定、

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