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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 薛宏莉）由郑晓
龙、刘雪松、姚远联合执导，赵冬苓编
剧，赵丽颖、刘威、唐曾领衔主演的现
实题材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将于6
月29日在东方卫视首播。记者了解
到，这是赵丽颖与郑晓龙时隔15年后
的二度合作，当年《金婚》中青涩的

“佟多多”，如今在《幸福到万家》中摇
身一变成长为有脾气的媳妇“何幸
福”。

《幸福到万家》讲述了农村姑娘
“何幸福”历经事业与婚姻、爱情与亲
情的多重考验后不断成长，从农村走
进城市，再从城市回归农村，最终带
领万家庄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法治文明、生态文明的故事。

剧 中 ，
赵丽颖饰演
的“何幸福”
刚 直 有 脾
气，面对村里的陋习和不公正面反
抗：初嫁万家庄，她勇敢打破“闹婚”
陋俗，坚持“要个说法”；进城打工后，
她肯吃苦、爱学习，不断地融入城市
生活；回到农村，她积极投身家乡建
设，为乡村经济振兴和乡风文明建设
等贡献力量。在郑晓龙的执导与赵
丽颖的演绎之下，新女性成长与新农
村蓬勃振兴相呼应铺陈开来，带给观
众思考和触动。有业内人士表示，这
也是《幸福到万家》备受关注和期待
的主要原因。

与郑晓龙时隔15年再合作

赵丽颖《幸福到万家》里
演绎“有脾气的媳妇”

大型原创龙江剧《萧红》在哈隆重首演

观众点赞观众点赞：：家乡戏演家乡人家乡戏演家乡人
亲切中品味亲切中品味《《呼兰河传呼兰河传》》百转人生百转人生
23日、24日还将连演两场

一家三口入场观看龙江剧一家三口入场观看龙江剧

22日晚，30位生活报幸运读者现
场观看演出，演出结束后，也对龙江剧
《萧红》给出了高度评价。

82岁的钟士茂和81岁的老伴张玉
凤是龙江剧的戏迷，说起《萧红》，两位
老人都赞不绝口，并直言：“用我们的家
乡戏来演家乡人，有种说不出的亲切
感。”

杨嘉惠和老伴丹硕是第一次看龙
江剧，“龙江剧的演员能歌善舞，表演得
太精彩了，而且舞台布景也讲究，我们
看一次，就喜欢上龙江剧了。”

于越和爱人曾虹艳带6岁儿子于
济瑞看戏，于越告诉生活报记者，孩子
5岁学表演，2个小时的演出，孩子被剧
情深深吸引，全程聚精会神观看，演出
结束后孩子就吵着想看萧红的著作，

“我觉得这部大剧让观众从心底里拉近
了与萧红及萧红文学作品的距离，增加
了我们以龙江走出的文坛杰出人才为

傲的自豪感。”
据介绍，此次演出中，80%的演员

为30岁以下的年轻演员。54岁的殷立
秋获悉自己成为幸运读者特别高兴，是
因为儿子赵亮参加了这次演出，“这也
是他的首次演出，为他骄傲，龙江剧真
的很好看。”

23日、24日晚，这部精彩的龙江剧
还将在环球剧场精彩上演。

“这是我第一次看龙江剧，太棒了，太好看了。”“演出太精彩了，感谢《生活报》
为我们读者创造观看这样高质量演出的机会，能看到这样一台龙江好戏。”22日
晚，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龙江剧艺术中心演出的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大
型原创龙江剧《萧红》在哈首演，部分省、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在哈高校师生，萧红纪
念馆、萧红研究会有关专家、萧红亲属及热爱萧红文学的广大群众观看首演。

《萧红》以出生在呼兰河畔的萧红的人生经历及其文学作品为刻画主线，突出
反映了萧红用文学力量呐喊，唤起民族觉醒的爱国主义精神，再现了一个地域、一
个时代，极富文化特质和人文精神的情景故事，当天的首演赢得满堂彩。

生活报记者 吴海鸥王晓晨

“艺术来不得半点虚假，没有用
汗水和泪水浇灌的艺术花朵，是不会
这么美丽绽放的。”之前在观看大型
龙江剧《木兰马旭》后，就有观众在朋
友圈这样感慨，《萧红》也是一样。

据黑龙江省龙江剧艺术中心主
任、《萧红》出品人杨晓全介绍，早在
2017年初，院里就有了创排龙江剧
《萧红》的想法，“从哈尔滨走上文坛
的作家萧红，是黑龙江最靓丽的一张
文化名片。龙江剧是家乡戏，萧红就
是咱们家乡人，我们不以她为题材创
作一部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
所以说我们下定决心创作一部龙江
剧的《萧红》。龙江剧与其他艺术门
类不同的地方，是它最能反映我们龙
江人的生活状态、生活精神、生活方

式，朴实、粗犷、俏美的龙江
剧艺术风格能让龙江人倍
感亲切。”据杨晓全透露，院
里购买了市面上能买到的
所有有关萧红的书籍，发给
主创和演职人员去看、去研
究，要求所有人对萧红的生
平、作品，都要有全面的了
解。同时，《萧红》创作人员
六次深入哈尔滨市呼兰区

萧红故居纪念馆调研、体验生活。大
年三十，主创就开始投入到创作中，
导演、作曲、舞美设计等主创把全部
的精力都投入到《萧红》的创作构思
当中。

3月23日，黑龙江省龙江剧艺术
中心《萧红》剧组成立。因疫情原因，
演员采取分批排练。包括主创人员
在内，近60位演员只有短短的20多
天集中排练时间。“这20多天演职人
员非常辛苦，可以说夜以继日，起早
贪黑，早上九点就开始排练，然后一
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才结束，排练时长
12个小时以上。很多时候是歇场不
歇人，像萧红的扮演者李雪飞，从始
至终都跟着排练非常辛苦。”杨晓全
表示。

演出前，哈尔滨环球剧场的大屏
幕上，一直播放着萧红的文学作品，
传播着萧红文字的魅力。22 日 19
时，伴随着介绍萧红生平的小调，拉
开了演出的序幕。

整场演出，处处能感受到主创人
员的独具匠心：剧中巧妙通过伴唱和
舞蹈演员的旁白，展示萧红的内心矛
盾与现实纠葛、诉说她的遭遇与不
幸。值得一提的是，《萧红》在形式
上打破了传统舞台剧的模式，用20
多个环节贯穿整个剧情。萧红与笔
下人物的“对话”，也让舞台游走在
虚拟与现实中。在萧红最迷茫时，她

笔下的人物帮她指明文学创作之路、
带她走出内心的迷茫和困顿。

作为我省唯一地方戏曲剧种的
龙江剧，凭借大气粗犷的音乐唱腔、
幽默诙谐的语言道白、载歌载舞火
爆泼辣的表演、极富龙江黑土地域
人文特征和艺术风格特色，不时引
来观众阵阵掌声。比如，再平常不
过的手绢，随着剧情却有不同的“主
题”：在大雪纷飞的时候，演员们手
中纷飞的手绢，成了大片飞舞的雪
花。在坐在轿子上的老鸨出场时，
翻飞的手绢儿，又变成滚滚向前的
车轮。

主创大年三十构思剧本主创大年三十构思剧本
到后期，演员每天排练12个小时以上

观众反响:家乡戏演家乡人
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打破传统舞台剧形式打破传统舞台剧形式
看萧红与笔下人物“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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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香坊松海路 88号置信澜悦
东方洋房。使用面积：一层 120平方
米，负一层150平方米，带超大南北两
个阳光井 ，一层南北两个户外花园面
积116平方米，另有20平米储物间。

户型合理，利用率高，储物空间特
别多。整房全进口材料家具，豪华装
修，品质生活，因去外地发展，希望将
此屋转让给真正喜欢的主人！
配套：地铁3号线；香坊重点松乐学校

九年一贯制学校在建；德强小学一批次
报名，校车小区门口一站直达。万科物
业，管家服务，小区环境设施极佳。

13664646555

急 售 洋 房

大方里小区现有
车库一处，使用面积 40
平米，有取暖，有照明电，
可存车或做库房。

车库 出 租

出租出售写字间/办公室两套
哈尔滨道里区上海街 7号

海上银座写字楼，因房主迁移外
省着急售卖，价格可面谈。房屋
建筑面积一套130平米；另一套
170平米，精装修，两套房在一个
楼层，可一并购买也可单独出
售。房屋地点好，位置佳，属观江
房可俯瞰松花江，房主去年重新
装修完毕，新换中央空调系统、供
暖系统，且走廊正对电梯门处有
约5平方位置可放置牌匾。

19845256893

黄河路宣庆小区，6楼私产
（层高7层），建筑105平米，使用
70平米，两室一厅一卫，中档装
修送家具，24小时包烧供热，拎
包即住。小区生活便利，院里有
启明星幼儿园、宣庆小学和中
学。临近公交站台、工大二校
区、龙塔、湘江公园，生活方便，
院内可停车，院内有中心公园，
配套设施齐全！低价出售，可贷
款，随时看房！

抵账房低价出售

13694515777

1313669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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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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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松北花园洋房
哈尔滨松北区天鹅湖花园小区

31号楼洋房一套，因房主迁移外省
着急售卖，价格可面谈。房屋建筑
面积 180平米，四楼（顶层），毛坯
房，三室二厅二卫带阳台，地热房，
私产房屋。房屋紧邻松北虎园、哈
尔滨大剧院，小区园林面积占比
30%以上，环境好，位置佳。

19845256893
低价急售别墅

哈尔滨私产别墅，因房主
出国着急售卖，6000元/平米。
房屋建筑面积约400平米，车库
2个，毛坯房，别墅内自带庭院
面积 1000 平米，院内山林约
2000平米。小区还配套高尔夫
球练习场、钓鱼池、滑雪练习场、
温泉等设施，免费对业主开放。

19845256893

出售观江房
出售道里区友谊路 385号

观江国际住宅，建筑面积 243
米，中间楼层，四室两厅两卫，南
北通透，豪华装修，全景看江，物
业管家服务，2.3万每平米（可
谈）。随时看房。

19845256893

急售住房
出售松北地恒托斯卡纳小

区复式住宅，2014年建成，使用
70平米，精装修。无税，无冷山、
无挡光、采光视野好，黄金楼层9
楼（11楼顶层），品牌电梯，优质
物业，成熟社区。楼下就是公交
车站农贸市场，出行购物方便，
步行5分钟杉杉奥特莱斯。售价
56.8万可谈，随时看房。

18745055527

冰城59路公交车司机李延忠

黄金 分钟急救抽搐倒地男乘客
本报联合阿里天天正能量奖励5000元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刘维娜 记者李丹）21日，一则“乘

客抽搐倒地司机施救”的短视频在网络上热传。记者从视
频中看到，6月20日，哈尔滨市59路公交车上，一名乘客突
然抽搐，从座位上跌倒在地，司机李延忠见状立即把车停到
了路边，抓住了黄金3分钟，对乘客进行了急救，事后还蹲地
用抹布将乘客弄脏的车厢擦拭干净。22日一早，记者来到
59路公交车车队，针对李延忠师傅的正能量故事进行了采
访。为了表彰李延忠的善举，本报联合阿里天天正能量为
其颁发天天正能量特别奖——五千元正能量奖金。

6月20日16时39分，李
延忠师傅驾驶的59路公交
车即将到达中山路站，就在
这时，他听到了“咚”一声，

“我当时以为是谁的饮料瓶
掉了。”可是随后就听到有
乘客说，有人正在抽搐，

“当时我回头看了一眼，正
看见那小伙子从座位上倒
下去了。我当时第一反应
就是赶紧靠边停车，查看
情况。”

从乘客手机落地到李
延忠冲出驾驶室查看 情

况，仅 20 秒时间。“我当时
看见他趴在地上抽搐，旁
边的乘客都吓坏了，我马上
过去把他翻过来，当时他嘴
里流出一些粘痰，我赶紧掐
他人中，散开人群通风，慢慢
他脸色就缓过来了，也不抽
了。”李延忠告诉记者，车队
经常会做急救培训，他根据
培训课学到的内容准确判
断，抓住了抢救的黄金时
间。3分钟后，该名乘客在
李延忠的搀扶下缓缓站了
起来，重新坐在了座位上。

乘客突发抽搐 他第一时间冲了上去

把乘客扶到座位上后，李延忠又找来抹布蹲在地
上擦拭弄脏的车厢。“我怕乘客滑倒，加上现在天热，味
道大，我必须为其他乘客负责。”李延忠告诉记者，这是
他的本职工作，他这样做是应该的。“我觉得最好的嘉
奖就是旁边乘客夸我，说这司机可真好，必须点赞！我
当时心里就觉得很高兴很满足。”

随后，120赶到，但是乘客拒绝和120去医院，而
是选择继续乘车回家。“我看他脸色虽然不好，但是人
还算有精神，而且也有乘客帮他联系了家里人。”询问
过该名乘客的意见后，李延忠再次发车，“这一路上在
保证安全驾驶的前提下，我一直在观察他，直至看见他
安全下车，我才放心。”

收拾卫生 他细心处理

颁奖词中这样写到，车上乘客抽搐，车长用一场车
内急救，留住了一条生命，随后将污垢亲手擦去。救人
从急，他的责任和善良，造就了黄金3分钟里最本能的
反应。身怀经验，出手镇静，他还用一块小小的抹布，
拭去了车厢里的污垢，也拭去了乘客们的不适和焦
虑。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决定联合生活报，为李延忠
颁发正能量特别奖及奖金5000元，他是这条线路最可
靠的名片，展示着城市的交通风貌，也展示了一车之长
的服务与担当。 图片由本人提供

点赞正能量 他获得特别奖

成家务小能手 下面条包饺子全会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刘维娜 记者李丹）近日，由生活报青年志愿者

团队组织发起的“生活报2022年助学活动”正式启动。生活报记者来
到了双城公正满族乡中心小学，走近了9岁小博文（化名）的生活。小
博文的父亲去世后，年幼的他跟随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他想成为爷
爷奶奶的希望，支撑起这个家，下面条、包饺子，其他家务也是手到擒
来。

在双城公正满族乡中心小
学就读3年级的博文，在老师
眼里是一个独立自主、懂事好
学的孩子，“博文家虽然条件艰
苦，但是孩子特别懂事，不但能
帮助爷爷奶奶干活，还坚持刻
苦学习，作为老师我很心疼。”
博文的班主任刘亚洲介绍了博
文家的情况。

原来，在博文21个月时，
父母就离异了。从那以后他的
母亲就断了联系，年幼的他只
能和父亲还有爷爷奶奶一起生
活。然而，在博文一年级时，一
场车祸又带走了他的父亲。也
是从那时起，博文一夜之间长
大了，平时在家他都抢着帮奶
奶做家务，还会照顾身体不好
的爷爷，在学校也认真学习。

父母离异
父亲去世

高高的灶台边，小小的博文正踩
着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塑料板凳，忙
活着煮面条。博文告诉记者，他一
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着做饭了，下
面条、包饺子他都会。“他爷爷身体
不好总住院，我就要去照顾。他只
能自己在家，学着做饭。”博文的奶
奶和记者聊起来，她第一次把博文
自己留在家里的情形，“那天我们从
医院回来后，孩子大老远跑过来，张
嘴第一句话是问爷爷病好了吗？还
疼吗？我可勇敢了，一点儿都没害
怕。”博文奶奶说，“但是我从他的眼

神里看出了害怕，他在逞强。”说起
往事，博文奶奶忍不住红了眼眶。

“他妈走的那天，孩子还不到两岁，
但他就懂事地自己睡，不用我们陪。再
大点会洗衣服了，我就没给他洗过内
衣。后来上学，他就开始帮我扫地擦
地，然后学做饭。现在我家包饺子，就
能看见他两只小手熟练地擀皮，一手拿
着擀面杖，一手飞快转动。别看他年纪
小，擀皮擀得又圆又快，可能干了！”说
起博文的懂事能干，博文奶奶一下子打
开了话匣子，“我种地他就拔杂草，我做
饭他就打下手。”

小男子汉也是家务小能手

了解到博文的情况后，生活报青年
志愿者们对其进行了帮助，为博文捐助
了助学款。“博文家的情况在我们学校
来说都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也会对
他进行一些帮助，比如餐费减半，课后
辅导免费等等，而且有了志愿者们的帮
助，博文能更好更专心地学习了。”刘亚
洲老师说。

课堂上，博文正全神贯注地看着课
本，面对老师的提问也大胆举手回答。

“我一直记得帮助过我的叔叔阿姨们，
我很感谢他们。”下课后，面对记者的提
问，博文稍显拘谨地说，“我以后一定会
好好学习，报答社会。我要用知识改变
命运，让家里人生活好起来。”说完这句
后，博文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想好好
学习孝敬爷爷奶奶，让他们过得更好，

“我现在只能帮他们做一点儿活，但我
以后长大了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们！”

图片由本人提供

想靠知识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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