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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我们也是
“李焕英”
春节期间，电影《你好， 的浓浓的亲情。湖南湘潭 55
李焕英》刷爆朋友圈，
“前半场 岁的徐英，被“李焕英”一句
笑得前仰后合，
后半场哭得稀 “我未来的女儿，我就让她健
里哗啦”
。引发全民共情的李 康快乐就行”戳中泪点。徐
焕英是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英说，父亲有重男轻女的思
而过来人在李焕英的身上处 想，自己出生时曾差点被送
处可找到自己的影子。
给 他 人 ，多 亏 母 亲 坚 持 留
下。此后，无论是自己读书、
电影戳中老年人泪点
工作、成家，母亲都在无私付
“父亲有一段时间不顾
《你好，李焕英》改编自 出 ，
演员贾玲同名小品作品，
讲述 家，母亲省下鸡蛋给我做菜，
“贾晓玲”
在经历
“子欲养而亲 她自己吃剩饭填肚子”。令
不待”的悲痛之后，穿越时空 人扼腕的是，母亲后来病逝，
回到 1981 年，与年轻时的母 也给徐英留下了“子欲养而
亲不待”
的遗憾。
亲
“李焕英”
相遇的故事。
电影中，
“ 李焕英”是一
跟子女讲好自己青春故事
个工人，湖北襄阳卫东机械
厂是电影取景地之一。河北
电影台词“打我有记忆
石家庄 60 岁的杨芳曾是保 起，妈妈就是中年妇女的样
定粮食厂的职工，看过电影 子，所以我总忘记，妈妈曾经
后，她的老厂情怀涌上心头， 也是个花季少女”，也打动了
“我对儿子说想老厂了，儿子 无数观众。看过影片，网友
们纷纷翻出自己母亲年轻时
说第二天就带我去看看”
。
涌上杨芳心头的，不只 的照片，
一边回忆一边感叹。
无疑，每个人都曾经年
是老厂，更有自己给予孩子
的 无 私 的 爱 和 奉 献 。 实 际 轻过、美过。但不可否认的
上，
《你好，李焕英》
“看哭了 是，很多人并没好好地向子
一片人”，正是因为它所展现 女讲过自己的青春故事，而

是留存在日记或照片里。实
际上，给子女讲一讲自己的
青春，让子女对自己多一些
了解，也能增进亲情。四川
成都 60 岁的陈萍在春节期
间，带着儿子重游自己曾工
作的地方讲述往事，儿子听
得津津有味，
“听到我当年参
加单位舞蹈比赛的故事，儿
子很惊讶，他没想到我还曾
是一名文艺青年”。回家后，
连续好几天，儿子的话题都
围绕着陈萍的青春往事。
福建漳州 65 岁的李红
想和女儿分享自己的青春故
事，起初，对方并不感兴趣。
一次在整理旧物时，李红有
意让女儿帮自己清点。当一
张张老照片被翻出后，
“长
发、红唇、黑纱裙，女儿被我
的时尚造型所震撼，抱着老
照片看了一下午，不时问我
照片背后的故事”。重庆 70
岁的王静和老同事聚会，往
往会带上女儿，
“我当年在单
位是文艺积极分子，老同事
常聊起我年轻时的表现，女
儿听了很是佩服”
。

精彩的青春要让子女知
道，老年人在享受退休生活
的同时，也可以掌握新技能，
让年轻时的光彩不消减。
广东佛山 58 岁的戴琴，
年轻时在单位也有过高光时
刻——参加歌手大赛一举夺
魁。退休后，戴琴重拾爱好，
加入老年大学合唱队，作为
领唱参加了不少比赛，女儿
成为了她的忠实粉丝。去
年，戴琴玩起网络直播，吸粉
不少，成为家人的骄傲。天
津 75 岁的岳宏禄曾是排水
工人，退休之初被女儿取笑
缺乏爱好，生活太老土。他
决心改变自己，开始自学架
子鼓。他将捡到的一些废旧
塑料桶和塑料盆改造一番，
打造成自己专属的架子鼓。
岳宏禄将外孙女喜欢的儿歌
改成架子鼓曲到户外演奏，
引得不少人点赞。因此，他
受邀到电视台演出，
“ 女儿、
外孙女看到我的演出，都夸
我帅”
。
（本报记者鲍杰）

16·秘闻

中央军委表彰卫国戍边英雄官兵
端，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
控现状，导致边境局势陡然
升温。6 月，
外军公然违背与
我方达成的共识，悍然越线
挑衅。按照处理边境事件的
惯例和双方之前达成的约
定，团长祁发宝本着谈判解
决问题的诚意，仅带几名官
兵前出交涉，却遭对方蓄谋
暴力攻击。祁发宝组织官兵
一边喊话交涉，一边占据有
利地形，与数倍于己的外军
展开殊死搏斗。增援队伍及

19 日，国防部新闻发言
人任国强就报道边防斗争一
线官兵先进事迹时指出，去
年 6 月印军非法越线、
率先挑
衅、暴力攻击中方前出交涉
人员，
蓄意制造了加勒万河谷
冲突，造成双方人员伤亡，责
任完全在印方。但印方多次
渲染炒作有关伤亡事件，
歪曲
事实真相，
误导国际舆论。中
国媒体客观报道有利于澄清
真相。
（摘编自《羊城晚报》、
国
防部新闻局官方微博）

妙手生
“牛”

牛年到来，贵州省余庆县民间泥
塑艺人黄泽富和孙子一起制作泥牛，
迎接新春。72 岁的黄泽富从事泥塑工
艺 50 余年，最擅长捏牛，大到数米的
“大牛”和小到能放在手心的“小牛”都
能信手捏来。他能用泥巴捏出 100 余
种神态各异的水牛，
被称为
“泥牛黄”
。
“家里以前专门烧制瓦房顶上的
各种配件，父亲挖来陶泥后，牵着牛在

陶泥上面来回踩，让陶泥更细腻。”年
少时，黄泽富总喜欢趴在牛背上跟着
牛一圈一圈地转。慢慢地，水牛的各
种形态刻入他的脑海。没事时，黄泽
富用陶泥捏水牛。这一弄就是几十
年。如今，
“泥牛黄”泥塑远销国内外，
成为了黔北的一张文化名片，被列入
贵州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文/刘斌 图/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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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糖
可以
“不走寻常路”
13·老年大学

春节
“头号”
美食
到底是啥
15·当年

巴金率团春节慰问
部队伤病员
“中国志愿者协会”
是非法组织
18 日 ，民 政 部 公 布 2021
年第一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
单，共 10 家，包括“中国志愿者
协会”
“中国美学研究会”
“中国
党史研究会”等。
“ 中国志愿者
协会”
与正规社会组织
“中华志
愿者协会”
只有一字之差，
极具
迷惑性。
（摘编自《北京晚报》
）

“百家姓”
最新排行出炉
从古至今各民族用汉字记
录的姓氏多达 2.4 万个，
目前在
用的有 6000 多姓氏。近日，公
安部发布 2020 年全国姓名报
告，按户籍人口数量排名，前十
名分别为：
“ 王”
“ 李”
“ 张”
“ 刘”
“陈”
“杨”
“黄”
“赵”
“吴”
“周”。
（摘编自《华商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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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嚓一下

时赶到，一举将来犯者击溃
驱离。外军抱头逃窜，丢下
大量越线和伤亡人员。在前
出交涉和激烈斗争中，团长
祁发宝身先士卒，身负重伤；
营长陈红军、战士陈祥榕突
入重围营救，奋力反击，英勇
牺牲；战士肖思远，突围后义
无反顾返回营救战友，战斗
至生命最后一刻；战士王焯
冉，在渡河前出支援途中，拼
力救助被冲散的战友脱险，
自己却淹没在冰河之中。

22

老年
“李焕英”
也可以很精彩

俄共（布）派党员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
《解放军报》19 日消息：因在
边境冲突中誓死捍卫国土，
中
央军委授予祁发宝
“卫国戍边
英雄团长”荣誉称号，追授陈
红军“卫国戍边英雄”荣誉称
号，
给陈祥榕、
肖思远、
王焯冉
追记一等功。
2020 年 4 月以来，有关
外军严重违反两国协定协
议，在我国西部边陲加勒万
河谷地区抵边越线修建道
路、桥梁等设施，蓄意挑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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