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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母亲问我，《你好，李焕英》还在
演没有？她好久也去看看。

您？母亲的话令我很惊讶。
春节期间，各大影院都在热播电影《你

好，李焕英》。朋友圈、微信群、形形色色的
公众号集中刷屏，让我也忍不住蠢蠢欲动。

我邀请母亲一起去，可母亲说一张电影
票好几十块钱，太不划算，斩钉截铁地回了
句不看，说完继续坐在椅子上理那些永远也
理不完的菜。

“你上次说过不看的嘛？”见母亲突然提
出看电影，我忍不住好奇地问她。说完觉得
不妥，赶紧补充一句：“好，那今天下午我陪
您去看。”

母亲爽快地答应了，随后她有些不好意
思地说了一句，听她们都在说这部电影好看。

考虑到母亲腿脚不太方便，我们去了离
家最近的影院。

电影正式开始，母亲全神贯注地盯着大
屏幕。重温这部影片，坐在母亲身边观看的
时候，我感觉跟上次完全不同。

影片一开始，就被一句旁白打动了：
“ 打 我 记 事 起 ，母 亲 就 是 中 年 妇 女 的 样
子。”我看了看身旁的母亲，她脸上的皱纹
太多，头发已有些花白，背也越发弯曲。
可我印象中她也从来没年轻过啊！

小时候，见母亲一直剪着齐耳短发，每天
不是在家里洗洗涮涮，就是在外面奔波，整天
像铁娘子一样风风火火，衣服长年黑白灰。是
的，那就是中年妇女的样子。

“所以我总忘记，妈妈曾经也是个花季
少女”，紧接着的这句台词又让我心里一
怔。我忍不住又转头盯着母亲看了一眼，好
奇地想象着她的少女时代会是啥样呢？记
得老家相框里有一张黑白照片，系母亲和两

位闺蜜的合影。母亲梳着长长的辫子，脸上
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时候的她是多大年
纪呢？18岁？20出头？

“哈哈哈！”影厅里突然传来一阵笑声。
片中厂长的儿子为讨李焕英的欢喜，和贾晓
玲在台上卖力地跳二人转。贾晓玲看到台
下的李焕英正笑得合不拢嘴，心里长长地舒
了一口气。

我又看了一眼身旁的母亲，她的脸上也
露出了笑容。当年母亲的爱情会是什么样
子呢？在遇到父亲之前，会有心仪她的男人
向她示好吗？她也会享受爱情的甜蜜吗？

“她不仅仅是我的妈妈,她还是她自己。”
片中，贾晓玲对朋友说。我身边的母亲什么
时候做过她自己呢？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像
陀螺一样忙个不停，哪怕到了古稀之年，仍然
为咱兄妹仨忙活。

电影结束，母亲隔了很久才说：“多可惜
呀，她妈妈才48岁就离开了，不过也还好，女
儿已经长大成人。”

“可她并没享到女儿的福啊！”我不无遗
憾地说道。

“当妈的，有几个是为了享福？只要儿
女们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就满足了。”母亲幽
幽地说。

母亲的话让我想起片中李焕英说的那
句：“我的女儿，我只要她健康快乐。”

返家途中，母亲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
她开心地说，我刚在看电影，女儿陪我看
的。那声音听起来格外自豪。

影片里，贾晓玲和母亲有一段对白：
“我来您高兴吗？”“我高兴啊。”“我能让您
更高兴。”

我也很想问问母亲，今天看电影您高兴
吗？以后，我想让您更高兴。

陪母亲看电影《你好，李焕英》
□周成芳

爱情是需要经营的，再优秀的男人，也需要
身边的女人不停地给予鼓励与赞美；再娴淑的女
性也需要男人的关爱，爱是一种需要不断被人证
明的虚妄。朝爱的方向努力，善于发现对方的闪
光点，希望和信任像蜥蜴的尾巴，断了还会长出
来。爱，是一种力量，往往瞬间可以抵达白发苍
苍的彼岸。

他经历过三次婚姻。
我见到他时，他笑容温暖敦厚，整个人看上

去很朴实，并非一个花心男人。第一次婚姻，他
忙于自己的事业，为使小家生活得更好，经常早
出晚归，家成了旅馆。三年后的一天，他去另一
个城市进货，偶然瞥见一个高大的男人，牵着一
个女人的手，那女人像极了他的妻子。他定了定
神，果然是，他如五雷轰顶，心一下掉进了冰川，
一心一意疲于为家奔波，却迎来如此背叛，哀伤
如影相随。在拿到离婚证书的那一天，他茫然望
着远方的天空，满心绝望。

后来他一直单身，慢慢梳理过往，直至遇到
第二个妻子。她精干、独立，一门心思扑在工作
上，有昔日他的影子。领导很信任她，把分公司
托付给了她，她心中除了工作，似乎装不下任何
东西。他们虽然生活在婚姻中，但如两条平行
线，永不相交，婚姻给他的是惆怅的落寞，和与日
俱增的孤独。他想婚姻应是风雨共撑一把伞，寒
冷时的温暖相拥，而他只有婚姻的名，后来他有
了外遇，他忽然恍悟第一个妻子为何背叛他。

遇到第三个妻子时，他已变得对婚姻不自信
了，婚前他们探讨婚姻所面临的问题，她说：“我
不能承诺一辈子和你相守，那未免幼稚，我只能
朝好的方向努力，婚姻如齿轮，就看我们能否积
极配合。”她的话让他决定再尝试。他们一直幸
福地过到十几年后的今天。他说他们一直朝“执
子之手，与之携老”的方向努力，他觉得她是世上
最懂他的人，她的安静温婉，是他毕生眷恋的港
湾，此时的婚姻如一杯喝不尽的红酒，慢慢让他
陶醉。

是啊，世上许多事情都是不定式，何况爱情。
爱你时含在嘴里怕化了，海誓山盟回旋在耳际，时
光流转，所有的恩爱、浓情，如同冬日渐渐短促的
天光，越走越快，直至消散……你是否回顾过情爱
路上的点点滴滴，你有没有扪心问过自己，你一直
朝爱的方向努力了吗？你是否像经营事业一样，
向着天长地久的方向经营自己的爱情？

爱情的方向
□孙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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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客户
提供相关资料，办理简便快捷。
@致读者
使用本栏信息，请依法签合同。
@关于收费
小格600元/3周 1000元/6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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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咨询电话：0818—2377273
15182829150（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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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益肝，精装包邮60元一盒
热线:17738390350

万源纯天然
富硒树花菜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壮大乡村产业壮大乡村产业

免费刊登，掌上达州、云达州同步推送

喝土家烈酒、品土家风味、看土家歌舞

巴山大峡谷水井坡民宿
联系电话：15196868067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生态种植，营养丰富。

联系电话:
18780852111

开江贡米

转让租售
招生招聘

把需要给我
把满意给你

达州市报业旅行社
伴您同行

咨询热线：15892987755

本旅行社承接各
类旅游、自驾游策划、
团建等。

市级一事业单位招聘财
务人员，不超过 35 周岁，
财会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具有 5 年以上会计工
作经验，有会计中级资格
证书及在一般纳税人企业
工作经验者优先。能熟练
应用财务及 office 办公软
件，对用友、金蝶等财务系
统有实际才做经验者优
先。电话：13778328000

招 聘南 外 西 环 路 699 号
（八字口）黄金地段门市
（二楼）面积 323 平方米，
营业中，整体优价出售。

电话：18080151937

门市出售

南外荣瑞南滨住房
5800 元/m2 电梯，西外金
山小区清水房2套，门市4
个，5550元/m2起。
电话：15182899777

住房出售

好消息

西外一汤锅门市，首
层 400 平方米，二楼 200
平方米，新装，营业中，价
格 面 议 。 19338842575
13982856256

转让或出租

现有优质开发用地转
让，容积率 3.0，建筑高度
90米，该地块位于南城稀
缺地段，周边配套成熟，交
通便利，升值空间巨大，有
意者可来电详谈。
姚女士：15680163698
张先生：15155672508

土地转让 本公司对外招聘文
员，主要负责门店销售、
进出库管理等工作，工资
待遇面议。

电话：16527293777

招 聘

市政中心内招聘男保安
数名，年龄 35 岁以下，身
高 173cm 以上，退伍军人
优先，待遇从优。李女士
18281806093 2527123

招聘保安

四川鹏远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西外紫荆花路万锦城
D 栋 1、2 层门市整体出
售。电话：18982863331

（张先生）

房屋出售

荷叶街 177—4 号黄
金地段茶楼（二楼）面积
334m2，营 业 中 ，低 价 出
售，价格面议。
电话：18081530298

门市出售

现有优质工业用地转
让，地块位于经开区交通
枢纽，交通线路便利，周边
配套设施供应链齐全，整
体地块约80亩，有意者可
来电详谈。
姚女士：15680163698
张先生：15155672508

土地转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