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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时至疫情第三年，与受到翻涌莫

测疫情冲击的大众生活相比，电影行

业或许是饱受震荡的突出领域之一

了。恰是在这种背景下，《瞬息全宇

宙》（以下简称《瞬》）的出现犹如激发

波澜的灵石，带动起国内国外、普通观

众及业内人士乃至二次元圈层、多样

化社会群体等的参与热议，跻身现象

级作品行列。这部汇集科幻、喜剧、功

夫、家庭、戏仿等类型元素于一炉的作

品，在炫目表壳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其

从演职主创班底到戏情展呈中所聚焦

凸显的东方要素及主题。然而，有趣

之处在于，与国外影市及舆论中普遍

的好评不同，《瞬》在国内的口碑则颇

多争议，仅从豆瓣评分从最初8.7分一

路下跌至7.7分，便不难看出影片在国

内舆论场中的差别际遇。

对国内围绕本片的评议稍加考

察，一类贬抑观点的主因恰是源自于

全片令人目眩、穿梭无忌的视听形态，

它犹如高速网络时代下各式媒介表征

拼贴而成的大杂烩、一种后现代式的

影像狂欢；而在主题范畴，它似乎也杂

糅了太多轻重不一的要素：代际关系、

移民生态、夫妻矛盾、传统华人文化与

个性的冲突、梦想与现实的对立、中年

危机与青春叛逆的遭遇……而这些裹

挟着严肃沉重甚或互斥的主题都被收

纳进一副嬉闹狂狷的躯壳之中，才不

免令部分观众将之视为娱乐化的杂拌

拼盘、一部近140分钟的“段子汇编”。

而另一类对影片的微词则是源于

最终母女相拥、夫妻谅解的大团圆结

局，认为在看似离经叛道的喧闹过后、

强行复归“爱能疗愈一切”的陈俗旧

观，恰是对于前段反叛姿态的悖逆、难

以前后通达自洽。

耐人寻味之处在于，这一系列观

点正与影片中令母亲伊芙琳头疼不已

的女儿乔伊所笃信的“贝果信条”不谋

而合，即“一切纷繁皆是虚无”、除喧哗

与骚动之外再无其他。然而这却是影

片被遮蔽与误解的关键所在，看似章

法全无的皮相内里，其实并非空洞无

物，而是伏脉聚焦于共同的母题：女性

的生存境况与成长。

由杨紫琼饰演的伊芙琳是一个典

型东方式的家庭女性。影片开场近10

分钟的、展示她被困于琐碎俗务中的

段落，看似冗长赘繁，但却是理解整部

影片的关键：伊芙琳自出场开始，便一

直处于画面中心的位置——亦如她维

系着其摇摇欲坠家庭的核心地位，而

诸如筹备新年派对、为全家作早餐、阻

止女儿向公公出柜、应付洗衣店的难

缠客人、填写堆积如山的税单等等避

无可避的恼人琐事不断将其从中心位

置拉离，以纯视觉的形式让观众感知

到伊芙琳的烦躁、被动以及逐渐失控

的生活。这种被乱麻一般的生活围堵

窒息的状态，也是众多亚洲家庭女性

的境况缩影。

多重宇宙的设定，正是作为打破

这种状态的情节转折而出现。然而与

近年来大众经由漫威系列电影等作品

所接纳的多重宇宙概念相迥异的是，

《瞬》中的多重宇宙并非是独立于角色

意志之外的产物或叙事背景设定，而

是根源于伊芙琳的潜意识诉求。而影

片更反常规的构建在于，恰是伊芙琳

暗抑内心的颓败与不甘造就了一个个

多重宇宙，换言之，多重宇宙在本片中

突破了既往时髦灵动的符号光彩，反

而成为了 Loser（失败者）而非英雄的

表征。

伊芙琳之所以被命运选中成为拯

救全宇宙的救世主，并非因为主角光

环，恰是因为她是所有宇宙中最失败

落魄的那一位。此种设定是对于常规

英雄叙事的变奏反拨。在多重宇宙被

激发前，伊芙琳在琐碎生活中所耳闻

目睹的种种如顾客耳朵上造型夸张的

蓝牙耳机、路边转动广告招牌的店员、

女报税员案头的奇怪奖杯等等现实细

节，无一不成为了其后多重宇宙中的

构建基材，而伊芙琳在多重宇宙中与

女报税员、公公、女儿的数场战斗，也

都与其现实中的困局逐一对应。

伊芙琳掌握穿越技巧后在多重宇

宙中穿梭领略不同的人生可能，从戏

曲名伶、功夫女星到美食厨师、爽文女

主等等，而此种种光鲜曼妙的人生模

版不单是伊芙琳在晦暗人生中无数次

幻想憧憬的不可及彼岸，也正是世俗

文化对于女性以及华裔群体长久以来

所投射及框定的刻板印象。

可以说，伊芙琳既是“完美女性”

多重宇宙的缔造者，也是对世俗刻板

偏见的无意识摹仿者。多重宇宙之于

伊芙琳，实则是对现实失望的产物，她

所希冀的完美人生都如一部部家喻户

晓的电影桥段。影片恰是以嵌套式的

戏仿手段，精准呈现出伊芙琳的心灵

世界是如何被一种世俗化的“完美”定

义所浸染支配的。而这种对“完美”的

虚妄寻求，不仅令她自己陷入偏执，也

被强加于丈夫及女儿，导致了家庭关

系濒临崩解。多重宇宙的出现，何尝

不是她的内心在“完美”重压下企图遁

逃进恣意幻想中获得喘息的自救机

制。那些看似荒腔走板的多重人生旅

程其实正是疗愈伊芙琳偏执的良药

——在千帆阅尽、看破宇宙的实相不

过是混乱与荒诞的交织后，执着于某

种单一刻板的完美或正确才显得毫无

意义。

故而第一部分的结尾，是以一部

虚 构 影 院 中 放 映 结 束 的 方 式 呈 现

——多重的宇宙及人生，不过都是

“别人的电影”。对于多重可能的过

度沉迷，是对真实自我的迟滞与撕

裂。当伊芙琳放下对于不同人生可

能的希冀与执迷，属于自己的当下及

人生才能开启。

影片第二部分的主角女儿乔伊，

则可以被视作与伊芙琳截然相对的

“异端”。如果说母亲伊芙琳所代表

的是终生受世俗及传统的“完美”期

许所压抑、只能在多重宇宙臆想中释

放自我的传统一代，乔伊所代表的就

是年岁尚浅却已在互联网技术加持

下遍览世间繁华的年轻世代。这从

全片中伊芙琳正统规制的衣着与乔

伊多变前卫的造型对比便有显著呈

现，与伊芙琳的幻想自我都被形塑为

带有刻板印记的东方形象不同，在不

同宇宙间穿梭无忌的乔伊在形象上

多元纷繁：猫王戏装、弗拉明戈舞裙、

狂欢节礼服、再到后段夸张怪异的各

色行头，其所指涉的正是年轻世代、

同时作为“移民二代”在文化认同及

归属上的百无禁忌。

这种与父母一辈迥然不同的心

理认知所掩藏的，则是年轻世代在信

息爆炸喷涌的互联网时代，借助各类

APP及社交工具便能够在瞬息之间浏

览多重世界及人生图景，所需的仅仅

只是在方寸屏幕间滑动拖拽，多重宇

宙之于年轻世代，不过是他们的现实

和日常——那些不同APP中所呈现的

增殖自我以及热帖和状态更新中所呈

现出的生活景观与幻境。

相对于伊芙琳一代，乔伊们已在

极短的人生时间之内参阅过无数种的

人生景致，也正是这种“一眼万年”导

致了乔伊们过早地陷入了“未老先

衰”，堕入到看空一切的虚无主义境

地。正是这种截然不同的生命观导致

了伊芙琳与乔伊之间的对立，困于单

维人生中的伊芙琳期望女儿过上一种

正确而规制的生活，而阅尽多重宇宙

的乔伊则不断告诉母亲外面的天地远

超其理解能力——像极了任何家庭关

系中两代人的观念冲突。

乔伊所创立的贝果神教即是对年

轻世代心灵境况的绝妙喻体，一个饱

满却中空的面包圈，似乎能够吸收承

载一切，却唯独缺乏锚定自我的核心

——在一个充斥着信息盛景与幻象的

互联网时代，真实的自我及其意义不

仅匮乏，甚而成为引发内在精神危机

的肇源。

正因如此，影片中段母女二人伴

随着穿梭与纠缠，突降至一个满目疮

痍、荒芜凋敝的“石头宇宙”的段落，有

着异乎寻常的动人力量：在一个荒凉

空乏的世界，不再需要去求取任何意

义、不再有互害的亲密关系、不再有达

成任何人生形态的压力，仅存的唯有

纯粹的当下、静默而永恒的存在。此

刻，失去了话语能力的母女二人，却相

互洞悉了内心困境，达成了谅解与宽

容。伊芙琳终于明白，乔伊的所有叛

逆与愤懑，在于即便在浩瀚无际的多

重宇宙里游历却仍难觅自我定位的悲

伤与绝望。

伊芙琳的丈夫威蒙，既作为一个

不断试图缝弥家庭裂痕而不得的弱势

形象，也暗涵了对于伊芙琳及乔伊各

自所代表的自我厌弃及空洞虚无的生

命观的一种回应及启示。一个颇有意

味的细节是，威蒙名字的英文发音与

Woman（女人）极为相似，而其在港版

公映中的名字被译作“威猛”，这种性

别气质上的对立恰是对其角色内涵上

的隐喻呼应。相对于影片前半段来自

阿尔法宇宙、“成龙上身”版的威蒙，在

伊芙琳陷入幻灭崩溃之际，始终不离

不弃、甚至放下尊严与税务官斡旋的

却是一直被她鄙薄的这个软弱丈夫。

在漫长而琐碎的日常和家庭关系

中，威蒙的达观与善良相较于“成龙

版”的刚毅凌厉，实则具有一种更加绵

长深邃的力量。他的形象塑造不仅解

构了刻板印象中对于男性的世俗期

许，更借助他的处世哲学阐发出一种

应对伊芙琳与乔伊各自精神危机的可

能路径：面对琐碎、庸常甚至让人无望

的世间生活，威蒙的应对方式是努力

洞察及挖掘日常中被遮蔽的美好，即

便这种努力渺小如为日常物件贴上一

个个Googly之眼，但这之于威蒙都是

消解及对抗被生命中的虚无与无常吞

噬的顽强努力。

正如片中他自己所言，这些被伊

芙琳所贬斥为幼稚的行为以及毫无来

由的乐观豁达，并非出于天真，而是必

要和必须，他以卑微的努力试图将混

乱与无序，化作一种让自己短暂释然、

锚定于当下的乐趣。Googly眼睛所代

表的正是与贝果相悖的隐喻意涵：中

空的贝果吞噬着一切却也让一切遁入

虚无的中心，而Googly眼睛则具有着

明确而凸显的中心，它既代表着“发

现”——发现庸常生活中的动人之处，

也寓意着“直面”——接受生命中的缺

憾与晦暗，而在影片高潮段落，Googly

眼睛成为了伊芙琳击败对手们的武

器。随着她为自己及每个对手的额头

都贴上Googly眼睛，所有人都重新发

现了被自己所忽视和遗忘的美好。

伊芙琳终于接受了丈夫柔软而强

大的生活信念：生活本身如果无甚意

义，何不主动赋予以及创造意义。这

也正是认为影片落入“爱能疗愈一切”

俗套境地的观点所存在的偏误之处，

影片所力求呈现的并非以爱的力量施

行拯救的常俗叙事，而是以爱之名探

讨存在与虚无，以及在动荡无序的生

命历程中如何锚定自身。

真正让伊芙琳与乔伊最终冰释前

嫌、与威蒙达成理解的并非是突兀的

“爱疗愈一切”的大团圆设定，而是爱

标定并明确了人在宇宙及万物中存在

的位置，爱并非空洞虚空的符号，而是

一种如Googly眼睛一般、应当主动赋

予及寻求的所在，它定义了一段关系

的独特性、也确证了一个人在自己以

及彼此生命中的不可替代。

影片相较于国内舆论、在国外所

获得的广泛好评，所透显的正是对于

“后疫情时代”复归当下、相知谅解的

渴求，它意不在探讨东方家庭关系的

复杂症结，也志不在给出一个解决情

感困局的虚妄答案，而是以一个问题

家庭的切面作为索引，由母女及夫妻

关系的情感探讨作为脉络，将意义核

心指向一种看待世情的全新角度与方

法：当我们认为前路茫茫、一切皆无意

义时，其实正是此种执念将我们囚禁

在心念所搭建的四面高墙之内。

时至疫情第三年，浓厚的颓败及

无力感弥漫世间，而破除这种心境的

不是祈望时光重回或臆想多重可能，

而是重新聚焦并尊重当下，具体而沉

潜地应对目下的生活。正如佛理中所

开示的：我能深入未来，尽一切劫为一

念；三世所有一切劫，为一念际我皆

入，我于一念见三世——洞悉当下的

意义，才是能够贯通纷杂、超越庸常的

力量之所在。

（作者单位：北京电视台影视剧频道）

原本计划清明节档上映的《人

生大事》因疫情推迟至今，却恰逢其

时地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出口，

大家在影院可以好好哭，让这股压

抑许久的郁闷之气通通释放出来。

片名《人生大事》，正解为“人生，除

死，无大事”。影片导演刘江江也是

这部影片的原创作者，2019 年春天

他创作了剧本《上天堂》，触及边缘

冷僻的殡葬题材，并入围 2019 年平

遥国际电影节创投项目。监制韩延

是《滚蛋吧！肿瘤君》、《动物世界》、

《送你一朵小红花》等影片的导演，

而《滚蛋吧！肿瘤君》和《送你一朵

小红花》都有一个共同效果就是“好

哭”，这两部影片都触及了癌症病人

和生死话题。从气质上讲，《人生大

事》更接近以喜写悲的《滚蛋吧！肿

瘤君》（影片结尾就是女主熊顿的一

场葬礼），并采取了类型化的手法和

明星策略，使这部原本小众的文艺

片转化为大众乐于接受的通俗剧情

片，一波三折，节奏紧凑，喜乐参半，

有笑有泪。这个操作处理类似于商

业包装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诸如

文牧野导演的悲喜剧《我不是药神》

以及励志苦情戏《奇迹·笨小孩》都

有这样的魔力。

治愈：烟火气里的圣人心

殡葬题材在国内电影中很少

见，属于冷门。而“死亡”、“告别”

却是每个人都无法绕开的人生课

题，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它天然

具有大众性。虽然它不属于社会

议题，平日里我们也比较忌讳谈

论，但这将是人人都要面对的人生

大事，不管你有没有做好准备。“葬

礼”则属于人类最后一场告别仪

式，大家聚在一起缅怀逝者，沉重

又悲伤、浪漫又深情，拿编导刘江

江的话说：葬礼上做的一切，其实

都是在治愈活着的人。

《人生大事》很容易让人对标

去年在国内重映的日本影片《入殓

师》，但显然，二者风格完全不同。

相对于高冷范儿的《入殓师》，《人

生大事》中的人间烟火味浓烈、热

闹，更接近中国本土的丧葬文化。

里弄深处，家传个体户的殡葬老店

“上天堂”坐落一角，左邻右舍有婚

庆店、理发店、便利店，各色人物说

着方言登台上场，呈现了一幅生动

的市井风情画卷，接地气的生活气

息扑面而来。

影片设置了五个死亡情节，展

现了五场丧事，相当于采集了五个

典型样本。和殡葬师莫三妹有密

切关联的有三场：小文外婆、前任

女友丈夫、父亲老莫。另外两场分

别是医院里病逝的小女孩和孤独

的刘大爷。第一场是小文外婆去

世，小文缠着莫三妹不放，开启了

冤家路窄模式；之后莫三妹拿小文

做同情挡箭牌，假扮父女，签下病

逝小女孩的殡葬合同；机灵的小文

又为莫三妹牵线奶奶生前的舞伴

刘大爷，拿下一个 30 万的葬礼合

同；第四场是莫三妹在父亲的指点

下为遭遇车祸的前女友丈夫修容，

观众也见证了残酷的一刻和家传

手艺的专业；最后老莫的离世，给

莫三妹留下一个考验。

亡者中有寿终正寝的老者，也

有意外身亡的青年，还有不幸夭折

的孩子。就像老莫所言：“人生啊，

就像一本书，哪一个都要翻到最后

一页，有的呀，画上的是句号；有的

画的是惊叹号，还有的画的是省略

号……”只有刘大爷是个特例，他

要在有生之年办一场自己的葬礼，

隆重的宫廷风豪华葬礼背后是子

女对拆迁费的争夺，看似荒诞的闹

剧，实则却是对人性弱点的反讽，

人生底色满是无奈和悲哀。

影片通过殡葬折射了人间百

态，而莫三妹见证了亡者归途，也

完成了自身的成长。亡者中有他

的至亲，也有情敌，复杂交织的情

感一言难尽。其中隐藏的一个死

亡情节是老莫生病时说出的二哥

的死亡原因，为了打捞尸体，二哥

溺水而亡，这笔虚写的秘密成为化

解父子矛盾的关键点。“干我们这

行的，就是要有一颗圣人心。”电影

借老莫这句点题的台词完成了一

场生死教育，对生命的敬畏，对死

者的尊重，父兄都是殡葬师家族的

榜样，莫三妹解开心结，对这个职

业从开始的反感、漠然到最后的认

同、尊敬，随着这几场殡葬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

老莫其实是这部影片的灵魂

人物，所有关于人生的感悟金句都

是由老莫说出。“人呐总归要有一

死 ，什 么 名 呀 利 呀 ，都 是 过 眼 烟

云……”当了一辈子的殡葬师，他

见证了太多的生死，其超脱豁达的

生死观自然影响了子承父业的莫

三妹。老莫和莫三妹是典型的中

国式父子关系，执拗的老莫头表面

上对莫三妹苛责不满，实则是爱之

深责之切，恨铁不成钢，“莫三妹”

这个女孩名本身就体现了父亲对

他的珍爱。当三妹把父亲的骨灰

点燃，升入夜空化为灿烂的烟花，

这场葬礼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

句号。三妹的心灵也得以释然、净

化、升华。

影片以直面死亡的殡葬情节

串联故事，却是为了告诉活着的人

“如何好好活”。看完电影，观众跟

三妹一样得到了治愈和成长。

救赎：孙悟空和哪吒的今世结

影片以情动人，不仅贯穿了有

血缘关系的父子情，还着力搭建了

莫三妹和小文之间非血缘关系的

“父女情”。在成长的路上，除了父

亲这位言传身教的领路人，莫三妹

还遭遇了小文这个半路杀出的小

冤家。

主人公“莫三妹”坐过牢，职业

不受待见，情场失意，刚出场似乎

是一个吊儿郎当的小混混人设，被

父亲嫌弃，被女友抛弃，浑身一股

丧气，外加一点痞气，整个一个江

湖气。偶像质感的朱一龙戏路多

变，剃了小平头，穿上花衬衫，戴着

大金链，叼着小烟卷，走路松松垮

垮，眼神飘忽不定，把街流子莫三

妹演绎得精准传神，接足地气。之

前他在大电影《峰爆》、《穿过寒冬

拥抱你》中的表演都有所突破，而

这 一 次 的 全 新 亮 相 更 是 脱 胎 换

骨。“小文”则是一个淘气调皮的留

守儿童，无父“无母”，外婆去世后，

虽然有个舅舅，却被强势的舅妈拒

之门外，俨然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

孤儿。饰演“小文”的小演员杨恩

又浸入角色，灵气十足，初上大银

幕就一鸣惊人，和朱一龙珠联璧

合，碰撞出一场场对手好戏。

这两个人就是典型的落魄大

叔和“鬼马小萝莉”的反差配置，是

常见的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组

合。编导刘江江称二人为“弃婴”，

并用中国神话故事中最具叛逆精

神的孙悟空和哪吒来比附二人，人

格色彩鲜明。视听表现上，年画中

的哪吒对应着扎着丸子头、拿着红

缨枪的小文，一开场就展示了她怼

天怼地火一样的性格；莫三妹被五

指山形状的沙发压倒，隐喻他的人

生正在负重前行，处于逆境之中，

而这一幕恰巧被小文拍到。本质

上，两个人都是孤独的可怜人，小

文失去了唯一疼爱她的外婆，而莫

三妹失去了爱人，又不被父亲认

可，是众人眼中的 Loser。他们彼此

为镜，照见了自己。

影片巧妙地围绕一场接一场

的殡葬事件展开二人的关系演进，

从开始的互相敌视、对抗到接纳、

善待，发展到合作互助，一直到彼

此 依 靠 、彼 此 爱 护 ，谁 也 离 不 开

谁。小文表面是个浑不吝的野孩

子，刚烈莽撞，处处惹祸，实则聪明

早熟，懂得人情世故，几乎在每场

丧葬中都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在莫父和三妹之间又充当了柔化

剂的作用。而莫三妹表面暴躁冲

动，不善表达，却是个有血性的性

情中人，外糙里暖，外冷内热，善

良、侠义、有爱心。在与小文的朝

夕相处之中，莫三妹也逐渐蜕变为

有责任感的成熟男人，生活态度由

丧转正，内里满是细腻的柔情。他

安慰小文说：“外婆飘到天上，变成

星星了。”还费尽心思把外婆的声

音缝制在老虎“豆角”玩具中，让小

文的思念之情有了寄托。而莫三

妹也被小文称为“种星星的人”，叫

做“爸爸”，这种被需要被正面肯定

对常受打击的莫三妹来说无疑是

个莫大的安慰和鼓励，这是爱的馈

赠与反馈。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的职业和人生，最终找到了自我的

价值感，二人情感也由此升华，彼

此照耀出人性的光芒。也正因为

这些情深义重的爱的表达，我们才

会在莫三妹和小文分离时止不住

地泪奔。

流行“组合拳”：

剧集叙事与组团叙事

在没有去影院之前，大家对殡葬

题材电影的既定印象更多是严肃、沉

重、冷峻的，甚至带点灰色的恐惧

感。没想到这部影片举重若轻，反其

道而行之，将殡葬日常化、市井化，还

带点童话色彩的浪漫化，给予观众意

想不到的欢乐和感动，大大超出

预期。

《人生大事》就像浓缩版的人生，

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展现生死，题

材独特，主题普世，人物出彩，个性鲜

活，不仅有中青年，还有老人、孩子，

呈现不同代际的亲子关系，将全年龄

段观众一网打尽。在叙事技巧上纯

熟老道，父子情、半路父女情与五场

丧事紧紧缠绕、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大情节主线里又夹杂着不断反转的

小情节，以戏剧化的冲突、丰富的细

节，快节奏推动情节发展，并擅长用

巧合和误会制造喜剧桥段，用不断升

温的亲情制造重磅催泪弹，残酷的、

温情的、荒诞的，爽感和痛感混杂在

一起，让人百感交集，一股脑儿地牢

牢抓住了观众的情绪。可见，剧情上

商业化的操作非常奏效。主创深谙

观众心理，对人物关系进行精心设

计，采取密集的情感轰炸模式让观众

沉浸其中。比如莫三妹刚送走小文

就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把父亲的骨

灰化为烟花的瞬间，又接到小文走丢

的电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种

剧集式的滚动叙事最大程度唤起观

众的共情，带来了叠加投放的满足

效果。

影片以葬礼开始，最后以建仁和

白雪的婚礼结束，从丧事变成喜事，

意喻着新的希望。叙事结构工整圆

满。小文意外加入“上天堂”丧葬团，

成为这个大家庭成员之一，建仁和白

雪这对夫妇也成了名义上小文的领

养父母，这个非血缘关系组建的殡葬

团队给予了观众许多温暖和笑料。

“组团”是当下小人物叙事中常见的

一种模式，动作线是主角和配角一起

完成某种使命，莫三妹、小文、建仁和

白雪组成的殡葬团队，类似于《我不

是药神》、《奇迹·笨小孩》中的病友团

队、工友团队，面对困难窘境，大家抱

团取暖，流动着平凡底层的温情，这

也是温暖现实主义的一种体现。影

片唯一的缺憾就是小文妈妈的意外

出现。为了在小文和莫三妹之间设

置障碍，推动之后的情感高潮戏，亲

妈突然从天而降，死而复生。虽然能

理解编导的良苦用心，但是失踪多年

的妈妈三言两语就能横刀夺爱，莫三

妹就这么轻易将小文还给“陌生人”，

这未免太简单了，明显不符合正常的

心理逻辑，实属情节设计上的硬伤。

结尾处，小文与莫三妹团圆，妈妈也

加入了“上天堂”团队，这个善意的安

排暗示着未来可能组成的三口之家，

但强行幸福的画面看起来还是人为

痕迹太重。但瑕不掩瑜，《人生大事》

的市场成功又一次证明了一个颠簸

不灭的真理：好创意、好故事、好剧本

永远是一部电影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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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事》：

久违的感动终于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