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舍得》深挖教育与亲子关系

“小系列”有焦虑，更有温暖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宋说

教育之外的“焦虑”

在《小舍得》目前几集的剧情
中，除了对教育方面的家长焦虑
的描写，还展现了大量对家庭关
系焦虑的戏份。

开场的家宴中出现的“塑料
姐妹互怼”，是围绕孩子和家庭地
位的社交焦虑。田雨岚(蒋欣饰)
在饭桌上炫耀自己儿子会背两千
位圆周率，还特意问一句南俪(宋
佳饰)女儿会不会背，得到否定答
案后，就开始阴阳怪气地嘲讽。两
人你来我往，嘴炮打得不亦乐乎，
一个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
人”，另一个就回：“人上人算什么
人？”

双女主南俪和田雨岚的人设
立体，角色情绪转变也丰富。不仅
饭桌上唇枪舌剑，田雨岚还浓妆艳
抹，进门前整理丈夫和孩子的衣
着，做足准备上战场。南俪也不简
单，临出发又折返回家，专门拿了
奖杯和外公送的金手环。

《小舍得》中表现的还有中老
年人的幸福焦虑。比如外公南建
龙，想要家庭和睦，弥补离婚对南

俪的伤害，但他却成了家庭纷争
的源头。他送给田雨岚的孩子重
复的礼物，导致田雨岚在饭桌上
故意找架吵。

家庭教育题材不断被影视市
场深挖，《小舍得》开播即火的原
因不仅是对教育“内卷”、家长攀
比现象的写实描写，对家庭关系、
女性职场等诸多现象的探讨，也
让该剧更立体深刻。剧中的女主
南俪是职场女强人，是“别人家的
妈妈”，却也因为自己身处精英领
域，无法面对孩子不理想的成绩。
这些对家庭中女性角色的描写，
引起了不少观众的情感共鸣。

温情的现实并未缺席

“小系列”并不总是充满撕心
裂肺的矛盾与焦虑，温情的现实
并未缺席。《小欢喜》中的三个家
庭，有宋倩这种因为升学崩溃焦
虑的家庭，但温情不“鸡娃”的治
愈也在剧中方一凡的家庭中有所
展现，父亲方圆负责调节家庭气
氛，在妻子工作出现问题时积极
鼓励安慰，在孩子渴望休息的时
候，又会和他站在一边。《小别离》
聚焦的是初升高的压力，引导父
母认识到对孩子最好的守护是放
手别离。虽然几个家庭的父母都

是为了成绩焦虑得如坐针毡，但
剧集治愈焦虑的点却放在了孩子
们纯真的友情中。

此次的《小舍得》，开头就放
入了一个与主角线完全相反的家
庭：同时在两家担任钟点工的米
桃妈妈一家。米桃妈妈跟丈夫带
着女儿从农村来到城市务工，被
动地裹挟进了大城市的“小升初”
战场，但米桃一家并未因此陷入
焦虑，与南俪、田雨岚两个家庭形
成了鲜明对比。

《小舍得》真实展现了当代
家庭的现实教育焦虑，也对焦虑
的原因和过程做了不少展现。南
俪从参与到补习班大军中，逐步
发展到连自己都不认识的极致
反面，但这个人物形象出走再回
来的过程，还是能够治愈观众的
焦虑的，也让该剧的戏剧张力更
足。

《小舍得》里当然也有未出现
焦虑的人群，比如两位女主的老
公。夹在妻子和外人中间，丈夫用
几句话就能四两拨千斤地轻松化
解，又或者装出读不懂的样子和
稀泥。这种群像戏堪称经典，当矛
盾发生，大家或推波助澜，或装聋
作哑，展现出真实的社交场面，局
中每人都有自己琢磨的小心思，
戏点十足。

《1921》首曝预告

稀缺视角描摹先辈“青年时”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师文静

将于 7月 1日上映的电影
《1921》，由黄建新监制兼导演，
郑大圣联合导演，影片4月13日
首曝“新生”版预告和“奔赴”版
海报。预告以陈独秀、李大钊的
对话切入，展现了在彼时黑暗时
局下，人民生活水深火热，救亡
图存迫在眉睫的历史情形。黄
轩、袁文康、祖峰、窦骁、王仁君、
张颂文、刘家祎、王俊凯、韩东
君、刘昊然、张超、张云龙、胡先

煦饰演的一大代表在海报中首
度集结。

影片的“新生”版预告中，随
着铿锵有力的一句“军阀要我
死，我要中国生”，陈独秀(陈坤
饰)和李大钊(李晨饰)这两位中
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明确了
彼时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最迫
切的需要——— 建立一个全国性
的共产主义组织，彻底改变旧中
国。

一并发布的“奔赴”版海报
中，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十三位
一大代表集体亮相。在上海街头

的电车轨道上，意气风发的青年
面向着东方冉冉升起的旭日展
望、奔跑。虽然姿态不一，但脸上
同样写满了自信和热血，他们心
怀改变中国的鸿鹄之志，眼中充
满着希望和少年斗志。除了此前
已曝光过的演员陈坤、李晨和倪
妮，王源、欧豪、俞灏明、王森、谷
嘉诚、张若昀等新面孔亦首次在
预告中亮相。

青年毛泽东受到马克思主
义思想启蒙，创办的《湘江评论》
被公认为“五四”时期最出色的
革命刊物之一；董必武通过接触

十月革命相关书籍，开始思考俄
国与中国的问题，开始谈马克思
主义；1921年9月，李达在上海创
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
构——— 人民出版社；1925年2月，
邓恩铭发动青岛胶济铁路工人
大罢工，此后一直奋战在工人运
动 一 线 ，直 到 3 0 岁时英 勇 就
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
日月换新天”，心怀救国理想的
青年们，为创造一个“新生”的中
国而付出全部。

“这也是在大银幕上，第一次
可以让观众真正走进当时这些建

党的年轻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
界。之前《建党伟业》等片关于中
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和这些代
表们的描摹，都因篇幅有限，还从
未充分展现过细节。”曾成功打造

“大业三部曲”的黄建新导演如是
说，“他们的名字在今天璀璨夺
目，但当时的状态其实和现在的
年轻人一样，比如毛泽东二十七
岁满怀抱负从长沙来到上海，在
洗衣房打工存钱准备出国留学；
李达和王会悟新婚不久蜗居在十
平方米不到的小屋里，志同道合，
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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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秦聪聪

2021年4月15日-21日为第27
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今年的主
题是“健康中国健康家--关爱生命
科学防癌”。旨在广泛倡导发挥家
庭在防癌抗癌中的重要作用，宣传
家庭关爱的理念，推动以家庭为单
位，成员间相互支持，共同践行健
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定期防癌体
检，关爱陪伴患癌家人，促进家庭
健康和谐，切实降低癌症带来的家
庭负担和社会危害。

据中国抗癌协会网显示，世界
卫生组织提出：三分之一的癌症完
全可以预防；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
通过早期发现得到根治；三分之一
的癌症可以运用现有的医疗措施
延长生命、减轻痛苦、改善生活质
量。目前普遍认为，癌症的发生是一
个长期、慢性、多阶段的过程。从正
常细胞演变为癌细胞，再形成危及

人体健康的肿瘤，通常需要10至2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实现总
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供15%的战略
目标，这吹响了我国癌症防控战役
的总号角。

而国际先进经验表明，采取积
极预防(如健康教育、控烟限酒、早
期筛查等)、规范治疗等措施，对于
降低癌症的发病和死亡具有显著
效果。我国实施癌症综合防治策略
较早的一些地区，癌症发病率和死
亡率已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治疗
癌症的方法除了手术、放疗、化疗
等外，还有了靶向药物治疗、免疫
疗法等。多种癌症治疗方法的组合
拳，让不少中晚期癌症可以像慢性
病一样得到长期控制，使得癌症病
人的生存时间大大延长，生活质量
大大提高。

对于患者来说，既要维持生命
的长度，又要保证生命的厚度，既
要达到控制肿瘤的目标，又不得不
和它长期和平共处。

值此第27届全国肿瘤防治宣
传周之际，4月19日-20日，山东省卫
生保健协会肿瘤康复宣教中心特
邀请到山东省立医院博士生导师
周存昇教授、著名肿瘤专家任健华
主任、天津医大第三医院王淑芳主
任，为广大肿瘤患者带来精彩的抗
癌知识科普课，旨在提高全民防癌
抗癌知识，让百姓能够用知识武装
自己，做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周存昇：山东省立医院医学影
像学主任医师，山东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立医
院杰出的学科带头人，省立医院保
健特许会诊专家。山东省卫生保健
协会肿瘤康复宣教中心首席客座
教授。周存昇教授将于4月20日上午

带来抗癌科普课《相关部位结节的
解读及防治方法》，精彩不容错过！

任建华：空军专业技术大校，
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三十余
年，长期从事肿瘤防治研究，医
学基础理论扎实，专业知识全
面，临床工作经验丰富，曾立三
等功两次，获全军科技进步三等
奖两项及湖北省科技进步三等
奖一项，在国家级医学刊物上发
表论文20余篇。擅长肺癌、胃肠
癌、乳腺癌、肝癌、膀胱癌、肾癌、
淋巴瘤等各种恶性肿瘤的诊治。
任主任将于4月19日带来科普课

《如何做到与肿瘤和平共处》，让
我们客观认识癌症的科学防治。

王淑芳：天津医大第三医院副
主任医师(内科)，全国著名肿瘤专
家，从事肿瘤医学临床工作40余
年，在肿瘤的治疗、预防上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在全国知名医学刊物
上发表过论文数篇，尤其擅长呼吸

系统、消化系统肿瘤及疑难杂症的
治疗与康复。

为解答患者的个性问题，本
次专家提供一对一公益免费咨
询，患者或家属可携带病历资料
咨询专家，每位患者咨询时间30
分钟，请务必提前报名预约！

友情提示：为帮助更多的肿
瘤患者，19日参加公益课可免费
领取公益科普书籍一本，数量有
限，先到先得。

咨询时间：4月19-20日(8：00-
17：00)

预约热线：0531-86116698

如何做到与肿瘤和平共处？
专家携手，助力第27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时间 专家 讲课(咨询)

4月19日
上午9：00

任建华
《如何做到与肿

瘤和平共处》

4月20日
上午9：00

周存昇
《相关部位结节的
解读及防治方法》

4月19-20日 王淑芳 咨询

肿瘤科普

近日开播的电视剧
《小舍得》是继《小别离》
《小欢喜》后，又一部描
写现实生活的家庭剧。

“小系列”三部曲都以教
育话题为主，前两部《小
别离》《小欢喜》中，宋倩
的窒息式母爱以高话题
度出圈，此次《小舍得》
里蒋欣与宋佳的“塑料
姐妹互怼”，也在一开播
就冲上了热搜话题。这
三部以教育为主题的电
视剧，热度和话题度都
与“焦虑”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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