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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山下的故事》：温情之笔描绘浮生众态
荧屏亮亮点点

新书架架

《北京自然观察手册》

漫时光光

《女人的碎片》：发芽的苹果籽长成了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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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实、淡雅的《狮子山下的故事》，小到
家长里短的琐事呈现，大到时代变革下香
港命运的波澜起伏，都演绎得异常动人，或
许，那就是情感的真实、人性的美好所带来
的现实温度。

有笑亦有泪，绽放人性的真、善、美，以
温情之笔描绘浮生众态的《狮子山下的故
事》，就这样，让情入了心，也让情入了骨。

近日，被称为“军垦文化
圣地”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 七 师 胡 杨 河 市 126 团

“2022年戈壁母亲文化艺术
旅游节”开幕。此次活动融
入“戈壁母亲”红色文化内
涵，旨在借“戈壁母亲”品牌
影响力叫响126团全域旅游
品牌。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在当日看到，具有“红色”主
题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场
下欢呼声不绝于耳。

“今天是到这里来办事，
这个主题非常好，以戈壁母
亲为主题，歌颂兵团女性，纪
念母亲，赞美母亲，能让人想
起很多往事。”新疆兵团第九
师游客李明说。

据介绍，本次文化艺术
旅游节推出十大文化节庆活
动，融入情景剧、节目表演、
烟花秀、特色美食、特色农副
产品展销、旅游参观等于一
体。游客可在节日期间赏烟
花，观演出，享美食，购特产，
游景点，看展览。

“此次活动将进一步提
升第七师文化旅游品牌，成
为师市旅游文化的精品，以
此全力助推文旅产业新业态
高质量发展。”新疆兵团第七
师胡杨河市文化体育广电和
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志
强表示。

126团党委常委、副团
长刘立军说：“本届‘戈壁母
亲’文化艺术旅游节可以集
中展示师市及126团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丰富的旅游资源，进一步提升师市文旅
产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并扩大‘戈壁母
亲’文化的影响力。”

126团始建于1957年，当初的干部
职工群众垦荒造田、挖渠治碱、筑路通
水、植树造林、战天斗地，使渺无人烟的
戈壁荒原变成了锦绣绿洲。2007年央视
播出的电视剧《戈壁母亲》的原型就是
126团老军垦张桂英等军垦女性的群像。

近年来，当地深挖“戈壁母亲”文
化。经过多年精心打造，相继建立戈壁
母亲广场石碑、戈壁母亲雕像、戈壁母亲
展览馆、戈壁母亲旧居、戈壁母亲文化创
意园等。也因此，126团成为国家AAA
级旅游景区、新疆兵团特色景观旅游名
团(镇)、兵团“全域旅游示范区”、兵团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正在打造兵地融合游
研学基地、国防教育基地。 （王江平）

王辰 张瑜 曹醒春 王燕平 等著
北京出版社2022年4月版

万物有灵，无论是尽显生命绚丽的
动物植物，还是坐看沧海桑田的岩石矿
物、转瞬风起云涌的云天现象，完整而真
实的大自然在身边向我们诉说着一个个
美丽动人的故事，也向我们展示着一个
个难以想象的智慧。乱花渐欲迷人眼，
桃花、杏花、梨花、樱花……这些花你能
分清楚吗？二乔玉兰和三国时期的大
乔、小乔有什么关系呢？

……
“北京自然观察手册”丛书是一套致

力于向读者多方面展现北京大自然奥秘
的科普丛书，涵盖花鸟鱼虫、动物植物、
矿物和岩石以及云和天气等方方面面，
可以说是北京大自然的“小百科”。 丛
书共10册，分别是《鸟类》《昆虫》《海鲜
和河鲜》《野花》《树木》《园林花卉》《蔬
菜》《水果和干果》《云和天气》《矿物和岩
石》。每一分册介绍了该主题相关领域
或类群的观察、探究方法，以及北京地区
常见实例和种类，对北京大自然进行梳
理和总结，图文并茂，既是自然观察指导
佳作，也是精美的视觉盛宴。（端木紫）

■ 吴玫

9月17日，玛莎临产。玛莎选择在家分娩，
但从怀孕起就一直陪伴她的助产士芭芭拉恰在
此时正给另一位产妇接生，抽不出身来马上赶
到玛莎家。玛莎决定等。但是，产程不听玛莎
的安排，她的羊水破了。无奈之下，玛莎接纳了
替代者伊娃。经历过疼痛难忍的一次次宫缩
后，西恩和玛莎的女儿终于降生。意外的是，玛
莎还没能看熟怀里的女儿，小生命就因为呼吸
窘迫而生命垂危。慌了神的西恩虽在伊娃高声
招呼中冲出屋子引导来了救护车，也已回天无
术，玛莎与西恩的女儿来到这个世界才数分钟，
便匆匆告别了期待她许久的爸爸妈妈。

来年的3月22日，伊娃失职导致玛莎和西
恩的女儿夭折的民事诉讼庭审。伊娃会不会因
此坐牢，就看证人玛莎怎么作证了。玛莎并没
有如母亲所希望的那样，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
高昂起自己的头颅。她告诉法庭，在帮助自己
分娩的过程中，伊娃的态度和表现都非常积极，
她一直在想方设法帮助自己诞下一个健康的婴
儿，所以，小宝宝猝死绝不是伊娃想要的结果。
当然，自己可以诉求经济赔偿，可是玛莎认为，
即便拿到那笔钱也不能消减自己失去女儿的痛

苦，那又何必将自己失去女儿的悲伤添加给他
人？

电影《女人的碎片》如果就此跟观众说再
见，片名为何不叫“玛莎的宽容”？可见，影片创
作者想要通过影片表达的，远比“玛莎的宽容”
丰富，所以，影片没有结束在听罢玛莎的证词后
伊娃泪流满面时，而是添加了发生在4月3日的
一场戏。

在那场戏里，一向与喜欢支配他人的母亲
针锋相对的玛莎放下芥蒂，和母亲、姐姐坐在一
家咖啡馆里共同享受起咖啡和甜点。经由这场
小小的聚会，散落在整部电影7个段落里的碎片
玛莎，被拼合成了一个完整的女人。

是的，除了4月3日这场戏，《女人的碎片》

总共选用了玛莎的7个生活片段来解构整部影
片，而始于9月17日的这7个片段，均匀地分布
在嗣后的7个月份里，直到3月22日玛莎在法庭
上宣布不追究伊娃的过失。 这样的叙事方式
非常巧妙，除了呼应了片名“女人的碎片”外，更
易于突显玛莎每个侧面的棱角，从而使得拼合
完整后的玛莎，个性鲜明。

那么，玛莎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这要
从玛莎的母亲说起。

到了影片的后半段我们知道，玛莎的母亲
之所以那么颐指气使，有其原因。这个已到暮
年的老夫人，只要出现在银幕上，总是衣冠楚
楚，脸上的妆容也总是一丝不苟，让银幕外的我
们一眼之后就能认定，这是一个支配欲极强的
女人。那么，老夫人这么好的自我感觉来自何
处？来自她拥有的美好生活。那么，是上天的
眷顾让老夫人拥有了给女婿买辆车连眼都不眨
的优渥日子？并不。二战期间，她的父亲被送
去集中营后是妈妈亲手将她带到了人世，并含
辛茹苦地冒着生命危险抚养着她。等到能重见
天日时，妈妈抱着她去见医生，医生的判断却是
这个瘦弱的女孩将不久于人世，“他抓住我的一
只脚倒提着，说我要是能昂起脑袋，也许还能活
下来”，以玛莎母亲亲口说的这句话推测，为拥
有今天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玛莎的母亲曾经历
过什么。

这样的母亲，怎么能允许女儿嫁给一个蓝
领工人？“为什么总是要我传达你们的消息？”玛
莎姐姐嗔怪玛莎的这句话，似乎在传递着这样
一个信息：玛莎执意嫁给建筑工西恩这件事，始
终是横亘在玛莎母亲心头的块垒。

如若不是刚出世的女儿惨遭不幸，玛莎与
母亲大概会是行驶在两条轨道上的地铁，虽在
一座城市，偶尔也会交汇，但不会有太多的交
集。是女儿的过世，增加了玛莎与母亲的沟通
机会，与此同时，与丈夫西恩的感情危机却日益
严重起来，显而易见的冲突就是，西恩希望女儿
能在家族墓地里有一席之地，更想通过民事诉

讼获得一笔赔偿，而玛莎呢？她更愿意用内容
大于形式的方式纪念女儿，比如，将女儿的遗体
捐献给医疗机构以让这个小生命发挥出最大价
值；又比如，她不想就此事起诉伊娃从而让一个
尽心尽职的助产士从此的人生变得晦暗无比，
等等。10月7日、11月7日、12月21日、1月13
日、2月5日等几场戏的主要场景虽然分布在玛
莎的工作单位、超市、殡仪馆、接受遗体捐赠的
医疗机构、母亲的家、律师事务所等场所，但独
自为一方的玛莎与丈夫西恩、母亲等人联合成
的一方始终在争论的话题是，如何面对女儿死
亡这一悲剧。影片让玛莎坚持将女儿的遗体捐
赠出去、坚决不顾母亲感受放弃诉讼伊娃，看似
在表现玛莎想按照自己的意愿纪念女儿，但我
看到的是一个当代女性所具备的独立思考能
力、敢于为自己行为负责的独立人格，以及用宽
容和包容的善意与周遭相处的处世态度。

三刷《女人的碎片》后，尤其令我难忘的片
段是：当西恩抱着关于女儿意外死亡的文件去
律师事务所寻求帮助的时候，玛莎正坐在穿越
城市的轨道交通车厢里。吃着苹果的玛莎被硬
物咯了一下，她从嘴里取出硬物一看，原来是一
粒苹果籽。若有所思的玛莎事后特意去书店寻
找关于如何让种子发芽的书，认真阅读过那本
书后玛莎再去买来一堆苹果，小心翼翼切出一
粒粒苹果籽后按照书里的提示认真培育起来。
由于玛莎的精心照顾，这些苹果籽在西恩离开
玛莎前往西雅图后，一一发芽了。

在发了芽的苹果籽的提示下，4月3日，与
母亲握手言欢以后，玛莎抱着女儿的骨灰坛来
到海边，依依不舍地将女儿撒进了大海。死去
的女儿迎风飞舞着，一个蒙太奇后我们看到银
幕上一个小女孩正攀爬在苹果树上摘苹果，不
远处传来玛莎的一声声呼唤，不用说，小女孩象
征的是玛莎的新生活。至于满园的苹果树是不
是玛莎当年精心培育的发了芽的苹果籽长成
的，影片没有交代，但玛莎的生活换了新颜，是
真的。

影片让人们看到的是

一个当代女性所具备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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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用宽容和包容的善意与

周遭相处的处世态度。

■ 钟玲

拼搏、人生、时代，狮子山下的故事，是
“小人物”的命运起伏，是香港的往昔今朝，是
岁月流传和时代变迁下不曾改变的香港精
神。

……
由吴锦源担任总导演，陈宝华担任总编

剧，黄觉、胡杏儿等主演的《狮子山下的故
事》，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来临之际于央视
一套和腾讯视频开播，故事以香港一家茶餐
厅为载体，展现香港同胞和祖国同呼吸、共命
运，在逆境中团结奋斗、努力耕耘所历经的风
风雨雨。

一家小小的“喜欢你”茶餐厅，一众守望
相助的“小人物”，以个体命运折射大时代变
迁的《狮子山下的故事》，用温暖的滤镜、明亮
的底色讲述了一段普通人的奋斗史。对于这
幅狮子山下的风情画，我等观者原本只是局
外人，未料竟也沉浸于剧中的世事浮沉，与剧
中人一起感受悲欢离合、经历顺境逆境，情之
所至还会一起欢笑一起流泪，思来想去，这一
切都归功于以“情”入人心——

故事开篇于20世纪80年代。
1984 年，广东佛山的梁欢带着女儿到香

港与丈夫李高山团聚，可是短暂的团圆后即
是丈夫意外离世带来的永别。

1996年，带着一双儿女打拼的梁欢，与丈
夫好友罗一同、劳金一起经营的“喜欢你”茶
餐厅，几经波折依然“屹立”在西营盘。

2003年，经历了香港回归祖国、亚洲金融
危机，在非典疫情中的“喜欢你”茶餐厅与众人
又迎来新的挑战。此时，三个家庭的后代也已
长大。

……
“小人物”与大时代从来都密不可分，在

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剧中主人公们人生的
丰盈，都在跌宕起伏的命运中。围绕梁欢、罗
一同、劳金三个家庭的喜怒哀乐而展开的故
事里，是浓浓的“人情味”不断续写着传奇，不
断地让人“破防”。

一条街，一家店，不同姓氏的众生却像是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劳金欠债，李高山宁愿
卖掉自己的保险也要救他于危难；梁欢被罗
一同岳父甄建华为难，罗一同的妻子甄茜美
便每日买数十碗梁欢做的馄饨与自己的父亲
作对；梁欢无法回家乡拿结婚证办理保险理

赔时，劳金就不辞辛苦顶着众人的非议为她
拿回证件；当梁欢拿到保险金，首先想到的却
是替劳金还债；就连“毒舌老头”甄建华，暗地
里也肯牺牲自己的利益，让大富贵只收回劳
金所欠债务的本金……

人们常说世态炎凉、人情似纸，可在这个
故事里，人们看到的却是——兄弟情深，朋友
情真。他们能为人锦上添花，也能为人雪中
送炭。在帮助别人时，他们可以倾尽所有，不
计得失、不求回报。这份纯洁、质朴的“邻里”
情、朋友情，让他们互相扶持、相互关爱，共同
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而那温暖的善意，照
亮了他们彼此的人生，也照亮了彼此的心灵。

上一代的深情厚谊，也传承到了他们的
下一代。梁欢的女儿李友好，罗一同的儿子

罗梓良、罗梓康，劳金的儿子劳永逸和女儿劳
安安，梁欢朋友夏蕾的儿子谢朗峰，6 个孩童
建立起新的关系网，他们青梅竹马的友情，何
其坚固！即便是成长路途，有段时间他们天
各一方，也从未改少年相识的那份真挚。

在这两代人的奋斗史与生活史中，除了
情感的真实、动人，《狮子山下的故事》还勾勒
了一众具有人性弧光的群像。

绝对的女主角梁欢，她不只是“喜欢你”
茶餐厅的灵魂人物，也是全剧的灵魂人物。
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香港，失去丈夫后自强
自立，不气馁、不放弃、不妥协，将“喜欢你”茶
餐厅打理得井井有条。她用自己的勤奋、坚
韧，换来起初对她有所鄙夷的“潮州佬”甄建
华，对她的理解、尊重、欣赏、敬佩。以至于甄

建华在去世前立下遗嘱，将大部分资产成立
基金交由梁欢打理。没有百分百的信任，不
可能有此之举，这恰恰是对梁欢品行最好的
佐证。而“潮州饶平甄建华”与“广东佛山梁
欢”，这对忘年交，从“势同水火”到“临终请
托”，微妙的情感，生动呈现了两代从内地赴
港谋生的内地人奋斗精神的传承。

正是基于此，剧中非典疫情时，嘴硬心软
的老人甄建华离世的那一幕，才那样虐心、那
样催泪。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小小的茶餐厅，
映照出不同时代香港人的生活百态，也映照
每个人不同的选择所带来的不同的命运。可
是，无论境遇有多少差异，那些个性鲜明的不
同面孔之下，与“喜欢你”茶餐厅有交集的形
形色色的人们，虽不完美却拥有一个共同之
处，那就是心底的善良。

李高山被一陌生孩童用刀扎伤生命危在
旦夕，他却安抚对方不要害怕以后要走正
路；甄茜美与罗一同，刚刚结婚就收养了一
名弃婴，且始终待其如亲生；从不在意名利的
罗一同，在“喜欢你”茶餐厅每一次遭遇困难
时都坚定地站在梁欢身边，支持她、鼓励她，
从不曾生过二心；大富贵面恶心善，因宽容劳
金一事名声扫地转做正行，虽然自己的生活
日趋艰难，他却说看到浪子回头的劳金如今
一家生活幸福，帮人很快乐也很值得……

能够拥有这样广阔的胸襟，怎能不让人
心生敬仰？

与上一代相比，年轻这一代的生活，始终
被友情、爱情、事业、婚姻这四条线所围绕。
他们的职业涉及广泛，护士、教师、警察、记
者、建筑师、金融界人士，在他们的成长历程
中，除了情感线的不断变化，剧中展现更多的
是事业与未来的不确定性为他们自身带来的
迷茫、彷徨。而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他们每
个人都要面对抉择。

市井万象，聚散离合。可以看到，不同年
龄、不同背景的每个角色，都有其精彩的一面，
他们共同诠释的，是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狮
子山精神”——

以梁欢为首的那一代人告诉人们，什么是
脚踏实地、吃苦耐劳，什么是与人为善、重情重
义？

而以李友好、劳永逸、罗梓康等为代表的
这一代人，触及的是与当代年轻人息息相关的
现实话题，包括梦想与现实的对抗，事业与生
活的抉择，以及友情、爱情、亲情、婚姻不同关
系的经营等层面。不同的人，对理想、生活、人
生的定义都不一样，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
面对困境时，他们都能乐观地积极面对。

并不复杂的故事结构，没有太多升腾跌宕
的剧情，但平实、淡雅的《狮子山下的故事》，小
到家长里短的琐事呈现，大到时代变革下香港
命运的波澜起伏，都被演绎得异常动人，或许，
那就是情感的真实、人性的美好，所带来的现
实温度。

有笑亦有泪，绽放人性的真、善、美，以温
情之笔描绘浮生众态的《狮子山下的故事》，
就这样，让情入了心，也让情入了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