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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行月球》太阳不落，白昼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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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长的沉寂后，这两个月，国产电影终于重新焕发生机——《人生大事》
《神探大战》
《隐入尘烟》三部口碑佳作
陆续亮相银屏；7 月 29 日，
《独行月球》的上映，更是引爆了今年暑期档票房。

刚刚过去的七夕佳节，俨然成了年轻情侣
秀恩爱的浪漫节日。在这个爱意绵绵的日
子里，单身老年群体仿佛成了被遗忘的角
落。根据相关数据，苏州单身的老年人数
量超过 60 万。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一项调查，80% 的丧偶老人都有再婚愿
望。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在现
实生活中，单身老年人要谈一场成功的黄
昏恋并不容易，其中最大的“拦路虎”来自
于儿女的反对。
而如今，这一现象正在慢慢转变中，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对此持开明态度，有人主动帮
单身老爸老妈张罗找老伴儿，也有人传授
老爸老妈新的交友方式……

《独行月球》是国内首部科幻喜剧电影，由开心麻花出品，张吃鱼执导，沈腾、马丽主演，一经上映，就获得了无
数影迷的热烈追捧和喜爱。上映首日票房破 3 亿、上映两日票房破 7 亿、上映三日票房破 10 亿、中国影史国产
电影单日场次冠军、豆瓣开分 7.3 分……《独行月球》似乎收获了一个不错的开场，它能否成为又一个票房神
话，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周昱汐

“沈马组合”，重出江湖
说 起 银 幕 喜 剧 CP，就 不 得 不 提 到“ 沈 马 组 合 ”
——沈腾和马丽。
2015 年，一部《夏洛特烦恼》让“沈马组合”横空
出世，凭借片中“夏洛和马冬梅”两个角色，沈腾和马

随着情节的发展，一热一冷的两人就这样渐渐
擦出了火花。电影最后，独孤月和马蓝星虽然相爱
了，但有情人并没有终成眷属，为了保护地球，独孤
月选择了牺牲自己……

用科幻的碗，盛喜剧的饭

文图无关

丽一炮而红，一跃成为喜剧电影界顶流。然而自同年
底上映的《一念天堂》后，
“ 沈马组合”却开始有意识地
解绑，
“怕观众看腻，所以暂时分开充充电”。

《独行月球》走的是喜剧+科幻路线，这是国内喜
剧电影的一次开拓，也是开心麻花的一次转型尝试。

了这种风格，所以制作团队借用了原著的故事框架和
部分设定，进行了二次加工，又创作出了一个故事。

这一充电就充到了 2020 年，两人终于在《我和我

作为一部科幻喜剧电影，
《独行月球》确实笑点满

有了好底本，再加上精心改编，故事设定更吸引

的家乡》其中一个单元剧《神笔马亮》中再演 CP。而

满，有观众评价，
“ 有开心麻花那味儿了”。但喜剧并

人，情节也更具一波三折的起伏跌宕。从故事情节

今年暑假，
“ 沈马组合”再度重出江湖，在《独行月球》

没有隐去科幻的光彩，电影中的科幻元素也令人目不

上，影片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独孤月意外被遗留在

中分别饰演男主角独孤月和女主角马蓝星。可以说，

暇接，呈现出许多震撼人心的场面。导演张吃鱼在一

月球上，又认为地球已经毁灭，开始变得绝望，过起了

《独行月球》是“沈马组合”时隔七年再次合体主演的

次采访中透露：
“《独行月球》大部分的剧情发生在月

破罐子破摔的生活；第二段，独孤月在绝境中遇到了

一部喜剧长片，这无疑也成为该片的一大卖点。有观

球和太空，因此采用了大量的绿幕拍摄、特效制作和

金刚鼠，
“ 沈鼠鼠”组合在月球上过起了相爱相杀的生

众直言，自己就是冲着“沈马组合”去看的电影，毕竟，
“沈马是快乐星球”。

动补技术，其中 95% 以上的镜头涉及特效制作，并由

活；第三段则是独孤月带着金刚鼠尝试返回地球家

国内顶级特效团队完成。”

园，最终凭借一己之力拯救地球成为大英雄的经历。

为了模拟真实的月球表面，剧组可谓煞费苦心，

除了“沈马组合”，片中还有常远、黄才伦、辣目洋
子、李诚儒、黄子韬等一众为人熟知的新老戏骨惊喜
加盟，阵容可谓十分强大。

看完整部影片，就能发现影片中一些片段致敬了

硬是将 200 吨的石头磨成了沙子。沈腾待得最多的

多部经典电影，比如独孤月的月球生活在他不知情的

“月球基地”，则是在 6000 平方米的影棚里实景搭建

情况下转播到了地球，让人联想到《楚门的世界》；黄

《独行月球》的故事梗概就像它的片名般一目了

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份认真，影片上映后，特效制作

才伦一句“不要下落，因为下落特烦恼”，带人秒回到

然：人类为抵御小行星撞击，拯救地球，在月球部署了

成了该片的另一大亮点，不少观众惊叹于这部电影的

《夏洛特烦恼》；独孤月在黑色石碑上写上“宇宙最后

“月盾计划”。然而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月球

“ 沈腾这次炸的是国产科
精良特效，更有影迷评论道：

时，沈腾饰演的独孤月意外错过撤离时间，被落在了

幻封了 3 年的大门。”

的人类”，则是致敬了科幻电影鼻祖《2001 太空漫游》
……这些暗含在电影中的彩蛋，为整部影片增色不

月球上。不料“月盾计划”失败，独孤月以为自己成了

这是张吃鱼第二次执导电影，他的上一部作品是

宇宙中最后的人类，他开始颓废生活，甚至想到了自

和宋阳共同执导的《羞羞的铁拳》。拍科幻片，他是第

杀。在绝望之际，独孤月偶然发现同样被遗留在基地

一次，但对于怎样拍，他有着自己的见解：
“ 科幻是壳，

的金刚鼠，同时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在月球的一举一

里面装什么，其实是由我们决定的。就像我们有一个

星带领地球幸存者用点亮手电筒的方式，告诉他地球

动都被地球 24 小时不停歇地直播。与地球重新取得

碗，这个碗可能看着非常有未来感，但它装的米饭是

还没有被毁灭；独孤月冒着生命危险，开着太阳能车

联系后，独孤月返回地球的希望重燃，和金刚鼠开启

你日常都能吃到的。电影里很多桥段都是按照这种

返回救金刚鼠，一人一鼠追着仅剩的一缕阳光奋力奔

了坎坷的“返地之旅”……

思路设计的。”

驰；电影最后，独孤月带着“宇宙之锤”冲向陨石，选择

影片中沈腾饰演的独孤月是基地中的一位不起

“以前是在地球上演喜剧，只不过这次是把喜剧

眼的维修工，而他一直暗恋着马丽饰演的指挥官——

搬到了月球上。科幻其实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在这个

马蓝星。其实，从两人的名字就能瞧出一些端倪：独

碗上需要完成的是太空基地，以及月面、空间站这样

孤月，孤独地留在月球上，暗自交代了男主的故事线；

的科幻素材。”他说，
“ 但必须把这些做得非常真实，整

众所周知，地球是一颗蓝色星球，马蓝星的名字，也为

个喜剧情境才能成立。就像那只金刚鼠，耗费了我们

接下来地球与月球间的羁绊做好了铺垫。

大量的心血。其实也可以把金刚鼠做得简单些，这样

少。
《独行月球》不仅有众多笑点聚集，也有不少令人
动容的泪点：当独孤月坚持不下去想要自杀时，马蓝

牺牲自己保护地球，这是整部电影的升华，骗走了观
众不少眼泪。
此外，该片的情感内核也十分适合如今这个疫情
时代。陨石击中地球，地球陷入末世，幸存的人们只
能躲在地下生活，就算是出门也要戴着厚重的呼吸器
面罩。对比这几年的现实生活，疫情中的闭门不出，

沈腾、马丽这对 CP 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如何在回

省时省力又能省钱，但我们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因

忆杀中制造出新鲜感，着实是个难题。不同于两人合

为如果真的去偷工减料，月面做粗糙一点，月球基地

戚 。 但 影 片 最 后 的 彩 蛋 中 ，地 球 恢 复 了 从 前 的“ 美

作的其他电影，
《独行月球》对人物性格做了一定改

不那么细致，仅仅按照一个荒诞喜剧去做的话，电影

貌”，人们的生活如常，金刚鼠也“成家立业”了，这无

变，沈腾似乎还是那个沈腾，幽默风趣、热情似火、自

一定不会达到今天所放映的成片效果。”

疑给还在经历疫情的我们一份对未来的期许。

带乐观属性；而马丽却从以往情绪丰富的“搞笑女”变
身为冷酷理性、不苟言笑、面无表情的冰块指挥官。
爱情线是该片中所有情节的驱动力之一。一切

“疫情带来的冲击，谁都没有想到会一直持续到

好故事才是成功的关键

风“隔空对话”。人物的性格始终贯穿其中，比如恢复
联系后，独孤月问马蓝星，
“ 如果再来一次，在撤离时
会带上我吗？”马蓝星干脆地表示不会。独孤月晕了
一下说，
“你是真冷血，我是真喜欢。”

现在。”但张吃鱼表示，就像《独行月球》里发生的故事
一样，灾难终究是一时的，大家一定还会再次看到阳

都是从独孤月的单恋而起，之后，一个在月球，一个在
地球，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两人都是通过屏幕和麦克

出门要时刻佩戴口罩，不禁令观众产生共鸣，心有戚

电影总是从一个故事开始的，
《独行月球》也不例
外。
《独行月球》改编自韩国同名漫画，原作者赵石是

光。
也许，这部科幻喜剧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让我们
能够开怀大笑，宣泄郁积的情绪，更在于，给予疫情中

韩漫领军人物之一。原著漫画是个带有黑色幽默、有

的人们一种希望，一种慰藉：撑过去就是柳暗花明。

点丧的作品，但对于部分中国影迷来说，未必适应得

正如影片中那句，
“太阳不落，白昼永存”。

单身爸妈找对象
儿女来帮忙
中老师的梁红玉（化名）虽然最近正在放暑假，但她一

七夕并非年轻人的专利
儿女更开明 父母更幸福

点也没有闲下来——忙着给母亲找另一半。

文/本报记者夏天 摄影/周海峰

“我特别想给单身多年的母亲找个老伴！”身为初

梁红玉是一名“新苏州人”，大学毕业后在苏州当
教师，安家落户后，第一时间就把独自在安徽生活多
年的母亲从老家接了过来。一开始，母亲一直帮忙看
孩子，生活还算充实。后来，外孙上了幼儿园，母亲没
事儿做了，就成天在家发呆。
“ 我母亲四十多岁开始守
寡，现在也才 61 岁，一个人把我养大，应该有个幸福
的晚年。”与母亲和丈夫商量后，去年年底，她开始努
力给母亲找个老伴。
“我发动身边的亲戚朋友多留意有没有合适的，
有空就带着母亲多参加社区里组织的活动。”半年过
去，母亲虽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但是认识了很多
朋友，人也明显开朗了不少。就在上个月，同事给梁
红玉的母亲介绍了一个苏州本地丧偶的老先生，两个
人见面以后，感觉都不错，确定了关系开始正式谈起

实有些无聊，正在读高中的孙子就教李阿姨用起了抖

说。
苏州金阊街道彩虹社区曾举办中老年专场相亲
会，社区工作人员介绍，社区所辖小区老年人口占比

音。
“我在抖音上刷到一些老年人的交友信息，开始有
些‘心活念念’。”她把自己的想法与儿子儿媳一沟通，

较大，多年来，一直持续关注老年人的婚姻问题。起

没想到得到了夫妻俩的大力支持，
“ 儿媳还帮我注册

初，因顾虑较多，很多老年人找老伴都是瞒着儿女悄

了几个交友网站的会员，教我怎么上传信息、认证身

悄进行的，成功率较低，有些即便成功了，后期也容易

份、怎么聊天。但是为了防止我被骗，他们让我每次

被儿女劝退。这几年，特别是疫情之后，这种情况正

碰到合适的，第一时间先让他们看一下。”

在改变，很多儿女不但支持父母“黄昏恋”，甚至会给
父母的“黄昏恋”提供“技术支持”。

在儿媳担任“技术支持”和“情感顾问”的一年多
里，李阿姨可谓“阅人”无数，也跟几个大叔见过几面，
可惜都没有继续下去。
“ 有些是看不对眼，有些是条件

短视频相亲热度高
谨防上当最重要

了恋爱。
“这次七夕节，他们还相约一起出去玩，老先生还

“62 岁，丧偶，家住苏州吴中区，这个资料对吗？”8

送了一朵玫瑰花给我母亲，一辈子都没收到过花的我

月 1 日，抖音一婚介账号发布了一条来自苏州的相亲

不合适，也有些就是想找保姆的。”面对形形色色的相
亲对象，李阿姨感叹年纪大了找对象比年轻人还难。
不过身后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她并不想放弃：
“ 反正
也不是硬性任务，随缘吧！”
某相亲网站苏州线下直营店的负责人王元红告
诉记者，以前老年人相亲更信任线下的婚介所、相亲

母亲，开心得一塌糊涂。”看到母亲快乐的模样，梁红

信息。在这个视频里，主播通过线上与这位 62 岁的

玉自己也觉得很欣慰。下一步，她准备跟对方儿子见

苏州爷爷进行了三分多钟的交谈，了解了大爷大部分

一次面，谈谈接下来的打算。
“ 他们确定关系之前，我

择在网上交友，特别是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遍布

个人情况和对择偶的要求，甚至包括大爷子女的相关

就跟我母亲说明了，我们完全尊重老人的想法，他们

情况。这条视频吸引了近 1000 个点赞和超过 100 条

着一大批像网络红娘一样的主播。
“ 我们网站也会利

后续想结婚想同居都可以，我也不会对老先生的财产

评论回复，其中不少评论表示感兴趣，想要和大爷私

有任何想法，他们两个人过得开心最重要。”

下联系。

大会、熟人介绍等途径，这两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

用这些平台发布交友信息，还会通过这些平台建立老
年人的社群。”
不过，她也提醒老年人，线上相亲存在风险。大

“黄昏恋是两个家庭的重组，面对婚恋大事，老年

记者搜索发现，这个账号不在苏州本地，却已发

人比年轻人更‘伤不起’”，与梁红玉一样，得知单身多

多数红娘直播间缺乏审核机制，人群混杂，充斥着“婚

布了不少苏州老年人的求偶视频，大部分视频只有主

年的父亲有了心仪的对象，小张特地提前“摸底”，并

播一人出镜，求偶人则只出现声音。
“ 苏州虎丘女 53

托儿”
“ 刷礼物”的喧嚣氛围。比如，有的红娘主播会

主动约对方及其子女见面沟通交流，为两位老人未来

岁，有外债 12 万，退休”、
“ 苏州相城 66 岁女，丧偶，退

的幸福生活提前谋划。

休”
、
“苏州昆山女，60 岁，离婚，开火车”……类似这样

找形象好的女性充当婚托在直播间上麦，鼓动观看直
播的中老年男粉丝刷礼物即可连麦，礼物的现金提
成，红娘会与婚托按比例分成。今年五月常熟就发生

“父亲把我们兄妹两个拉扯大不容易，不希望他

的信息都会被醒目地打在每个视频的中间，几分钟就

老了还受委屈”，围着饭桌，小张与对方阿姨详细沟通

过老年人线上恋爱，警察和子女多次阻止未果，最后

能了解一个老人，这种交友账号对老年人颇有吸引

了一下，还与其子女聊了聊，互相交流对老人再婚的

被“杀猪盘”骗了 32 万的事件。
“ 年轻人要多与父母沟

力。

通，科普反诈知识，了解老年人的真实感受，不要让好

看法。双方坦诚相待，谈及赡养义务、财产归属等“敏

家住相城区的李秀梅就是这个账号的忠实粉丝。

感”话题也不避讳。
“ 我们做儿女的来解决后顾之忧，

今年 60 多岁的李阿姨五年前送走了相濡以沫近四十

看到两位老人有说有笑，真是打心底里高兴！”小张

年的丈夫，这几年一直跟儿子住在一起。退休生活属

事变坏事。”
（下转 A0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