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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亲爱的她们》却并不是
倾诉中老年人群体无奈的故事，而是
用现代、时尚、明快的表达方式，传
递出一种沟通和生活的新理念，让中
老年人喜欢看，年轻人更爱看，从而
呈现一部久违的“合家欢”式暖心电
视剧。

在剧中，马卫华母女肆意“怼
虐”，其实透露的是两人间深深的关
爱；石慧贞与丈夫的声声怨怼，蕴含
的是彼此不离不弃的牵挂；颜舜华与

“小凤梨”（秦汉饰）之间略带羞涩的
情感，则闪耀着温暖而可爱的少女
心；老姐妹们相互间的多管闲事，更
是人世间珍贵的财富。《亲爱的她
们》由一个接一个的矛盾冲突串成，
掰开来细看，满溢着人情温暖。在这
样的描述中，年轻人同样可以找到共
鸣，从而让人蓦然发现，真实美好的
情感不会因为年龄的衰老而改变，也
不会因为岁月的更迭而消逝。美好的
感情是共通的，更是会传承的。

生命就是一个过程，老年是这个
过程的一段。只要不忘初心、心怀美
好地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阳光就会
照进每一个心灵。就如同宋丹丹在该
剧开播发布会上所说的：“别怕自己
老了，拍出照片不好看，我们昨天当
然比今天好看，明天一定比后天好
看。所以我们今天最好看！谁也阻挡
不了岁月，我们会有尊严地幸福地走
下去。”

明言

《亲爱的她们》热播 直面老龄问题和代际沟通

“合家欢”暖心大戏受追捧

老龄化已成当下中
国日渐凸显的社会问
题。在时代发展的大环
境下，老年人活在年轻
人多姿多彩的生活边
缘，从“家有一老，如有
一宝”的珍爱，到“不是
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
变老了”的嫌弃，老年群
体似乎成为了社会的麻
烦，而不再是经验与智
慧的象征。

体现在影视上，演
技不丰但颜值超高的
“鲜肉”“小花”占据着主
导权，老戏骨们只能靠
边站。人们迫切呼唤“合
家欢”式的作品重回银
幕和荧屏，更希望打破
代际隔阂，让影视剧重
新变成消弭矛盾、促进
和谐的媒介。正在湖南
卫视热播的代际对话暖
心大剧《亲爱的她们》，
将年轻人和父母辈的感
情真实展现在观众面
前，既直面复杂的社会
问题，又提供了年轻人
和父母辈理解沟通的话
题。

在这部由宋丹丹、张若
昀、姜妍、刘莉莉、邬君
梅、朱茵、杜源、翁虹、秦
汉等领衔主演的电视剧中，
观众看到了马卫华、颜舜
华、石慧贞等一批都市中老
年人，她们面临着所有步入
老龄的人们都不可避免的问
题：身体机能逐渐老化，体
力不济了，反应迟钝了，临
机处理问题的能力大不如
前。剧中有这样一个桥段：
石慧贞、颜舜华两位老闺
蜜，半夜开车出行，又说又
笑，光顾着高兴了，直至汽
车发出“砰”的一声响，才
意识到可能出了交通事故。

两人顿时傻眼了，不知道该
如何处理，唯一能想到的就
是四处打电话找人帮忙，还
不敢跟别人讲真话。她们不
是故意要肇事逃逸，而是反
应不过来了。这是老年人通
常都会遇到的问题。

而对中老年人来说，生
理问题还在其次，心理问题
才更重要。人老了，在社会
生活中难免会被边缘化。出
门办事，动作慢，反应慢，
难免遭受白眼；层出不穷的
新事物，诸如手机支付、共
享单车、各种游戏APP，看
着年轻人玩得热火朝天，自
己就是弄不懂。这种心理落

差无法言表。年轻人有年轻
人的生活，老年人要去管
束，那冲突就难以避免。在
剧中，马卫华 （宋丹丹饰）
对自己的女儿顾嘉一（姜妍
饰）几乎是事事干预，总觉
得女儿这儿做得不好，那儿
不合自己心意，以致女儿愤
怒地反抗“你这不是爱，是
自私，是绑架”，甚至撂出

“你逼得我都无法呼吸了”这
样的狠话。马卫华下意识甩
出的一巴掌，也直接打出了
两代人的距离。在《亲爱的
她们》中，观众真切地感受
到中老年人那种身体上的乏
力和心灵上的无奈。

阳光生活的温暖重现

老年生活的真实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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