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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什么？每个人心
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经历了不平凡的 2020，
我们比以往更明白这两个字
的珍贵，也深深懂得了：没有
人是一座孤岛，我们每个人的
幸福都与彼此休戚相关，我们
都在某一刻，需要他人的成
全。

有时候，这份成全是锦上
添花的祝福；更多时候，这份
成全是雪中送炭的温暖。

新的一年，新的征程。在
收获自己的幸福前，你是否愿
意，成为别人的幸福“敲门
人”？

一份关爱，一件礼物，有
时候足以让人铭记一生；一句
问候，一次陪伴，也可以温暖
心田。

2021 会好吗？也许依然
有风有雨、挑战满满，但当我
们带着爱与祝福出现在彼此
面前，当我们以爱之名，叩响
陌生人的家门与心门，这趟追
寻幸福的旅程，已有了最好的
开端。

你有心愿吗？你想成为
别人的心愿圆梦人吗？

2021，让幸福来敲门。请
和我们一起，打开自己的家
门，敲响陌生人的心门。

>>>倡议书
2021，让幸福来敲门

生活报讯（实习生朱恩慧 记者李
丹）6日起，生活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发起“2020，我想说声谢谢你”活
动，邀请你分享自己的感动故事，向过去
一年曾经温暖过你的平凡好人表达感恩
之情。连日来，本报收到许多读者讲述
的温暖故事，12日，记者走近64岁志愿
者赵忠良夫妇，听他们讲述了携手参加
志愿活动六余载的感悟。12日起，本报
联合阿里天天正能量发起微博话题#
2020，我想说声谢谢你#欢迎你留言生
活报官方微博，说一说2020年让你值得
说声感谢的人以及难忘瞬间。

赵忠良、许卫华夫妇，不但有着相同
的年龄，更有着相同的志愿初心。身为生
活报志愿者团队中的成员，两人六年多来
参加了几十次志愿活动，倡导保护冰城水
资源，传承经典诗歌精神，“我们还参加了
助老活动，帮助老年人包饺子；参加了助
学活动，为贫困孩子提供助学金；还参加
了帮助残疾人的活动，帮失明求助者打扫

卫生。”赵忠良说，这些活动中，让他印象
最深的是去年夏天参加的一次志愿活动，

“一家养老院需要志愿者帮助老年人理
发，我要帮助的老人80多岁，行动不便，
淌口水，头也抬不起来。我就用双手托捧
着老人的头部，让另一位志愿者帮老人理
发，大约半个小时后，理发结束，我的双手
很酸，手上还有老人的口水，但我特别开
心，因为老人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赵忠良夫妇的生活条件并不十分富
裕，却能积极参与活动，甚至对困难群体
倾囊相助，他们的志愿精神影响了许多青
年志愿者。“参与活动路途较远时，为了赶
上集合地点的班车，我们就租个小旅馆临
时住一晚；知道贫困孩子条件有限，我们
拿出一份助学金，让孩子踏实上学……
希望我们的举动能够为需要帮助的人尽
微薄之力，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

本次活动还特别准备了精美温暖大
礼包，慰问2020我们最应该感谢的团队
群体，征集感恩故事时间截止到 15 日，

我们将于 1 月末和正能量人物、正能量
合伙人等一起将礼包送达。

1，讲述感动故事，表达心中感恩；
2，加入我们，成为活动志愿者和我

们一起将祝福送达；
3，通过自己的方式为这些被感恩对

象做更多事情。
参与活动可短信联系，活动热线

18704656128。如果你想感谢的人不在
本地，也可搜索关注“天天正能量”公众
号，发送消息讲述感恩故事，入选活动后
主办方将代为转达。

64岁赵忠良夫妇携手志愿六余载

帮行动不便老人理发 拿助学金让孩子上学

本报推荐的刘浩男

获评2020年度
2021，我们携手阿里巴巴邀您一起“让幸福来敲门”

生活报讯（实习生朱恩慧 记者李丹）新年的第一份掌声和敬意，献给2020温暖了我们一整年的
平凡人。2021年1月11日24时，由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全国近百家媒体发起的2020年度正能
量人物评选落下帷幕，经过为期一周的评委投票和数十万网友点赞，2020“年度十大正能量瞬间”及

“年度十大正能量故事”评选结果出炉。本报推荐的执勤7小时冻掉鞋底高速公路交管局民警的故事
获得2020年度十大正能量故事，新闻当事人刘浩男当选2020年度正能量人物，报道记者何兴丽、李
丹获得“2020年度正能量传播奖”。根据活动规则，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为本次评选设置的百万元后
续公益金计划，也将有咱黑龙江一份。即日起，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及刚刚当选的2020年
度正能量人物刘浩男，共同倡议发起“2021，让幸福来敲门”新春公益行动。

本届年度正能量人物评选，全国共有82个正
能量新闻案例入围。新闻当事人都是我们身边
最平凡的普通人，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都曾因
为一个动人的瞬间或温暖的善举，赢得了万千网
友的关注和点赞。去年12月底，他们经全国网友
和家乡媒体推荐，从2020年天天正能量奖励过
的1000多组凡人善举中脱颖而出，成为2020年
度正能量人物候选人。

2021年1月5日零点，评选点赞环节正式启
动，十几万网友涌入活动页面参与活动，为心中
最情深意长的故事助力加油。最终，经过媒体评
委及全国网友按8:2的比例进行投票点赞，本报
推荐的刘浩男的故事当选2020年度十大正能量
故事。2020年11月23日凌晨，雪后降温、道路
结冰，受大雪和低温影响，京哈高速上多台大货
车因长时间熄火出现故障。而且京哈高速1141
公里附近因拓宽修路施工，进出省仅剩一条车道
通行，封路加上故障车堵道造成拥堵。很多司机
索性睡在车里等待。从2时至9时，黑龙江省公
安厅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局哈双大队勤务二中队
值班民警刘浩男，连续7小时往返7公里，沿途叫
醒千名司机。虽然鞋底冻掉，手套弄丢，但是经
过刘浩男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京哈高速终于在
23日9时30分恢复畅通。经过本报报道，刘浩男
的故事被广大读者及网友点赞。得知当选年度
正能量人物后，刘浩男表示，自己只是几百名高
速公路交警的缩影，他所做的事，是同事们经常
做的，“非常感谢生活报、阿里天天正能量能关注
到我们的工作和故事，对于获奖荣誉是奖励我们
所有人。”

医护、警察、司机、学生、志愿者……20组年
度正能量人物身份各异，年龄横跨老中青少各个
年龄层，最年长者为84岁跳河救人老太陈杏妹，
最年轻者为00后高中生石梦林。他们的故事，从
2020暖到2021；他们的群像，为过去300多天留
下最有温度的剪影。“榜单是荣誉，更是一扇窗
户，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深情，也看见人心所
向。每年一届的年度人物评选，年年有所不同，
今年的榜单比以往更为厚重。它记录了我们过
去一年面临的挑战，也展现了平凡中国人守望相
助的动人景象。”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负责人说。

两份沉甸甸的榜单
铭记平凡人的情深意长

本次评选结束，温暖继
续。随着年度正能量人物榜
单的发布，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投入百万公益金发起的
后续公益项目“2021，让幸福
来敲门”活动也将拉开帷
幕。20组年度正能量人物及
其推荐媒体，将作为该活动
的联合倡议发起方。本报作
为年度正能量人物刘浩男的
推荐媒体，即日起正式携手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刘浩
男一起面向全社会发出倡
议：2021，让我们一起用行动
敲开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的
幸福之门。

即日起至春节前，本报将
发动全社会广大志愿者、爱心

人士、普通市民及网友，在春
节前后走近身边的防疫医护
和志愿者、困难家庭、孤寡老
人、流浪者、春节值班无法回
家的基层工作者等，为他们圆
一个心愿，送一份温暖。这期
间，本报还将组织爱心人士和
志愿者团队，针对其中一些故
事性强的个案，进行上门探访
送“幸福”。

“希望这一形式不仅能够
敲开这些特殊人群的家门，更
能够敲开社会上更多普通人
的心门，在新的一年里，给予
身边的人更多温暖，让人与人
之间守望相助、情深意长成为
一种社会新风尚。”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工作人员说。

“让幸福来敲门”同步启动
大爱涌动20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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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河2》大结局

““宋运辉宋运辉””““杨巡杨巡””““雷东雷东宝宝””............

主演依依说惜别主演依依说惜别

与与““宋运辉宋运辉””同入行同入行1515年年
王凯：一步一个脚印踏浪前行

谈谈““雷东宝雷东宝””永不言败永不言败
杨烁：他靠的是一股
野蛮生长的劲儿

大结局中，杨烁饰演
的“雷东宝”因为在狱中表
现出色，不到两年就放出
来了。出来后，他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大刀阔斧的推
动小雷家村的改革。

说起角色，杨烁感慨
道：“雷东宝人生的最低
谷，是服刑改造的过程，但
同时也给了他一个‘活明
白’的机会。摔跟头，爬起
来跑，遇到死胡同，再摸索
一条路跑，雷东宝就是靠
着一股野蛮生长的劲头
儿，带着小雷家走到了今
天。回小雷家了，今后他
还将以严谨、踏实的态度
领着大家伙儿继续向前
跑。”

生 活 报 讯
（记 者 王雪莹）
好莱坞电影《蜂
鸟计划》定档 1
月 29 日，由“卷
西”杰西·艾森伯
格和“E 大”亚历
山大·斯卡斯加
德 两 位 大 牌 主
演。记者从金安

国际影城获悉，影片中，两人饰演的“反差
萌兄弟”介绍了一种叫高频交易的发财途
径,兄弟俩能力互补、珠联璧合，但层出不
穷的障碍令他们的追梦之旅困难重重。

此次，“卷西”饰演巧舌如簧的创业
CEO 文森特，在“蜂鸟计划”中承担领导
者角色；“E 大”则自毁形象，挑战“地中
海”发型，既有社交障碍又闷骚呆萌。据
悉，《蜂鸟计划》此前已先后亮相多伦多
国际电影节、釜山国际电影节，获得观众
充分好评。

《《蜂鸟计划蜂鸟计划》》定档定档11月月2929日日

““卷西卷西”“”“EE大大””出演出演
反差萌兄弟反差萌兄弟

《大江大河 2》中，王
凯的演技得到了一致肯
定。大结局中，他饰演的

“宋运辉”因东海厂合资影
响，被下放到一个农药厂
担任厂长，同时也和程开
颜离了婚。对于角色，王
凯表示很多人说“宋运辉”
是打不倒的，也见证了他

一次次从迷茫、惆怅和痛
苦的时刻里突出重围。而
他之所以不会被轻易打
倒，是因为他拥有作为时
代先行者非常珍贵的品质
——坚韧笃实、永不言弃
的精神。

暂别“宋运辉 ”，王凯
感慨万千：“一步一个脚
印，回首已15个春秋。宋
运辉从小山村走到东海现
代工厂，用了 15年时间。
我从入行到现在，也是15
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
吾往矣。感谢宋运辉踏浪
前行，也感谢陪伴在我身
边的你们。告别不是终
点，分别仍会重逢，下次
见。”此番“预告”，惹得观
众们直接催更《大江大河
3》。

生活报记者 王雪莹
11日晚，高口碑剧《大江大河2》迎来大结局，许多观众都表达了自己的不舍：“这么好的剧，还能再追

50集！”收官之际，王凯、杨烁、董子健、杨采钰、练练几位主演也纷纷发文告别角色。

从从““杨小馒头杨小馒头””到到““杨老板杨老板””
董子健：一路都在追赶着
发家致富的机遇

《大江大河2》结尾，“杨巡”在
东海市场一期经营的不错，二期、
三期已经开工建设，市中心的超级
市场也提上了日程。对此，其饰演
者董子健表示，从翻山越岭卖馒头
的杨小馒头，到白手起家、风风火
火干市场的杨老板，杨巡一路都在
追赶着发家致富的机遇。“挂靠风
波让他苦心经营的市场无以为继，
新构想的事业版图也因资金短缺
化为泡影……大家既明白他的辛
酸，也知道有些事情正在悄然发生
着变化。老杨，再会。”

新晋新晋““女一号女一号””受热议受热议
杨采钰：演“梁思申”蛮有压力的

作为第二部中的新角色，
杨采钰饰演的女主角“梁思
申”自开播起就受到热议。对
此，杨采钰在采访中多次表示

“蛮有压力的”，不过能在剧中
尝试了一回商务女性的角色，
也是蛮过瘾的。

收官之际，“梁思申”与
“宋运辉”的感情线引发了观
众们遐想。杨采钰虽未做过
多剧透，却对角色表示出了不
舍，直言：“很难忘，谢谢小梁
同学来过。”

感慨感慨““韦春红韦春红””是时代底色是时代底色
练练：她爱得彻底、活得通透

第二季中，最重要的配角之一就
是“雷东宝”的再婚妻子“韦春红”，被
观众们夸赞担得起“中国好媳妇”这个
称号。收官之际，其饰演者练练发长
文感慨，直言“韦春红”不好演。因为
有“白月光”宋运萍在前，她这个后来
者对雷东宝穷追不舍，让很多观众在
第一部的时候并不接受她。但萍萍的
意外去世，雷东宝陷于情感的困境，

“韦春红”像是一个救赎者出现在他的
世界里。

“为了雷东宝的贷款她愿意假结
婚，雷东宝入狱，她卖了县城的饭店把
雷母接回家，四处奔波找关系，甚至在
宋运辉面前下跪求他救人。更难得的
是，她尊重宋运萍，甘愿雷东宝永远记
着宋运萍。于她而言，爱人有磨难，刀
山火海都要闯。爱让她和雷东宝变成
了荣辱与共的‘我们’。”练练表示，作
为演员能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很幸运，

“她是那个时代的底色，爱得彻底、活
得通透。我们《大江大河3》见！”

A B

C D

E

生 活 报 讯
（记者 薛宏莉）
改编自游戏《阴
阳师》，由陈国
富、张家鲁监制，
李蔚然执导，陈
坤、周迅、陈伟霆
等主演的东方新
奇幻巨制《侍神
令》，将于 2021
年大年初一上
映。日前该片发

布群星特辑，揭秘演员拍摄幕后趣事。
该片讲述了穿行于人妖两界的阴阳师

晴明，与一众侍神缔结契约，共同守护平京
城的故事。群星特辑中，陈坤爆料喜欢“飞
起来的感觉”，挑战高空吊威亚一天近50次，
各类凌空翻越、花式转圈动作令人心惊肉
跳，他却说“只要拍出来是漂亮的，其他苦也
就苦了”。

拍拍《《侍神令侍神令》》
一天吊一天吊5050次威亚次威亚

陈坤陈坤：：喜欢飞的感觉喜欢飞的感觉

生活报讯（记者 王雪莹）近日，第一届
“黑龙江省文学艺术英华奖”（萧红青年文学
奖）揭晓了评选结果，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杨
知寒、鱼人二代、曹立光、闫语五位青年作家
获奖。

记者获悉，第一届“黑龙江省文学艺术英
华奖”由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和黑龙江省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该奖项中的萧红青
年文学奖由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组织评选，共
有来自全省29位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参加
了激烈角逐。经过公开、公平、公正，科学、规
范、严谨的评选，在初评、终评两轮评选的基
础上，最终有五位作家脱颖而出，获此殊荣。

据介绍，第一届“黑龙江省文学艺术英华
奖”（萧红青年文学奖）设立的目的是表彰、奖
励在文学创作上有突出成就的青年作家，此
后也将更好地发挥文学艺术启迪思想、温润
心灵、陶冶情操的作用，为推动黑龙江文学繁
荣发展贡献力量。

第一届第一届““黑龙江省文学艺术英华奖黑龙江省文学艺术英华奖””

（（萧红青年文学奖萧红青年文学奖））评选揭晓评选揭晓

五位青年作家五位青年作家获奖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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