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题　　目              放开那手机                           

                                           

姓　　名     孟祥丽      学号    2011410308                       

院　　系                文学院                                

专　　业             戏剧影视文学                                    

指导教师       周维山         职称   副教授                      

2015 年  4 月  21 日

曲阜师范大学教务处制



目  录

摘要……………………………………………………………………………………1
Abstract………………………………………………………………………………1
剧本创意…………………………………………………………………………1
人物介绍………………………………………………………………………………2
剧本正文………………………………………………………………………………2
致谢…………………………………………………………………………………11
参考文献……………………………………………………………………………12



放开那手机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     孟祥丽

指导老师     周维山

摘要：

黄明每天早上被手机叫着起床，去到公司差点迟到，发现老板已经在办公

室里等着他，黄明交的策划案不合格，老板限他明天开会前做一份新的给她，

结果黄明被朋友叫去生日派对，原本想把资料拷到手机里回家整理完，没想到

派对喝多丢了手机，第二天老板问他要方案交不出，被老板炒了鱿鱼。

黄皓清晨起床洗脸时发现手特别疼，去医院看病，诊断是手指腱鞘炎，医

生说是由于玩手机时间过长引起的，回家后黄妈禁止黄皓玩手机，但是黄皓忍

不住，几次三番黄妈忍无可忍，把黄皓赶出了家门。黄皓在接女儿的路上，边

开车边打电话，突遇红灯，由于手指不便利导致刹车不稳发生车祸，黄皓看着

病床上的女儿心痛不已，决定戒掉手机。

黄明因为丢了手机既失去了工作又受到了女友的误会，素素赌气和他分手

，几经周转，终于和表哥黄皓找回了手机，并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为素素追

回被小偷抢走的手机，两人重归于好，认清对方的心意，最终走向婚姻的殿堂

。

Let go of the mobile phone
Student majoring in play film and television literature     Meng Xiangli

Tutor     Zhou Weishan
Abstract:

Huang Ming get up every morning by mobile phone,when he went to the 
company the boss has to wait for him at the office.Huang Ming’s plot is 
unqualified,the boss made him before the meeting tomorrow to do a new one.He 
wanted to copy the data to phone home to finnish sorting,but he came to his friend’s 
birthday party,and drink too much so that lost his mobile phone.The boss asked him to 
plan but he couldn’t hand in,so he fired by the boss.



When Huang Hao found hand particularly painful.He went to the hospital and the 
doctor says is caused by playing mobile phone time is too long called Finger 
tenosynovitis.His wife barred him from playing mobile phone but he couldn’t help 
it,she get him out of the house.Huang Hao is on the daughter’s call while driving on 
the road meet the red light suddenly.Brake instability in a car accident due to finger is 
not convenient.He looked at bed daughter very heartache,and decided to quit the 
phone.

Because he lost his cell phone was out of work and the girlfriend’s 
misunderstanding,she anger and break up with him.In the case of an accidental,his 
back was the thief snatched her cell phone and they being together again.Huang Ming 
and Susu understand each other’s heart and finally the path of marriage.

剧本创意：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手机成了人与人之间沟

通必不可少的工具，手机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不局限于通信，以至于许多人越来越

依赖于手机，成为低头族的一员。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诫大家，放下手机，融入

家人，走出室外，抬头做人，远离冰冷的机器，去投入周围人温暖的怀抱。

主要人物：

黄明：男24岁，广告公司的一名小职员，对手机依赖感颇强，几乎是机不离身

，每天早上由手机叫着起床，没有手机正常的生活都会变的一团混乱。因为不慎

弄丢存在手机里的公司资料，而被主任开除，也因手机丢失和女友素素的感情出

现矛盾，但他十分珍惜与素素的这段感情，想要极力挽回，最后两人终成正果。

黄皓：男28岁，与黄明是表兄弟，是黄明的表哥，开了一家自己的甜品店。对

手机也有依赖感，经常弃老婆孩子于不顾，媳妇为此非常生气，直到自己因为贪

恋手机而伤害到女儿时，才意识到自己所犯的过错是多么的大，终于认清自己，

为老婆为女儿营造一个完整和睦的家。

素素：女23岁，黄明的女友，与黄明是大学情侣，一路走来感情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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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妈：女27岁，黄皓的老婆，结婚多年，育有一女，对黄皓依赖手机特别厌恶

，觉得他这样根本不关心自己和女儿，心里根本没有这个家，看到黄皓最终悔悟

，还是决定原谅他。

1、黄明家中 日 内景

黄明趴在被窝里，蒙着头。

（特写）手机屏幕亮，传出了《小鸡哔哔》的起床闹铃声。

黄明继续趴在被窝里，没有动，手机闹铃响了三遍后停了下来。

黄明猛地坐起床来。

（特写）黄明：（大喊）迟到啦！

由两只小黄鸡拖着电影片名《放开那手机》出场。

2、大街上 日 外景

（快闪）路上行人有边走边玩手机的，有塞着耳机听歌跑步的，地铁上有不停

打电话的，最后镜头停在一幢写字楼下面。（仰拍）

3、办公室内 日 内景

黄明偷偷的从门缝里探出头来，蹑手蹑脚的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一叠资料“啪”摔在桌子上。

黄明猛地一惊，瞪大双眼，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周主任：这就是你交给我的策划案？你是没睡醒还是脑子里掺浆糊了？我再

给你一天的时间重写一份给我，要是再写不好，你明天也不用上班迟到偷溜进来

了！

黄明右手抬起，做了一个敬礼的动作。

一只手掰下黄明的胳膊。

于小莉：放下吧，人都走了，做给谁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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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呆呆的脸庞。

黄明：我的内心正在做深刻的检讨。

于小莉把她的手机放在黄明桌上，手机显示的淘宝页面，上面是一件很有型

的风衣。

于小莉：怎么样？这件衣服好看吗？我穿上是不是会显得特别有范儿啊！

于小莉昂首掐腰做模特状。

黄明拿起手机往下翻着。

黄明：你确定你这身材能穿的上？

于小莉一把抢过手机，指着屏幕。

于小莉：瞪大眼睛看清楚！175！A！我怎么就穿不上了！

黄明低头整理刚才被主任扔在桌面的资料。

黄明：哎，衣服还是要穿着合身的，光看数字有什么用。

于小莉嘟嘴划着手机。

于小莉：反正不合适就给他退回去啊，我再换个合身的。

黄明：有那时间，你还不如自己出去逛街买件呢。

于小莉：有时间？我的空余时间都贡献给老巫婆加班了好不好，逛街对我来

说太奢侈了，只能趁着老巫婆不在逛逛淘宝了。

黄明点点头，露出坏笑。

黄明：嗯……有道理，我也去给她淘个巫婆斗篷去。

“叮咚”手机屏幕亮，一条信息跳了出来，显示：明哥，今晚我生日Party，8点

天尊皇朝，带上你女朋友！

右手拿着手机，左手托着腮，小声念叨着。

黄明：8点……生趴……哎呦，这孙子怎么这时候过生日啊，我策划案岂不是

又写不完了。算了，回去再写吧。

黄明拿出手机数据线，插到电脑USB接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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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屏幕上显示策划案的资料已经100%传到手机上。

4、KTV 夜 内景

KTV包厢内，桌子上摆满了酒瓶，满的空的，有的在唱歌有的在聊天。

黄明手拉着一位年轻靓丽的美女推门进来。

大宝放下了话筒，朝他俩走去。

大宝：明哥！说好的八点，怎么来晚了！罚，必须罚！拿酒！

座位上两个美女互相讨论着手机上的八卦，没有理睬大宝。

大宝一把抢过她俩的手机。

大宝：停停停，别玩了！你们是来陪我的还是来玩手机的？拿酒去！

俩美女白了大宝一眼，悻悻地倒酒去了。

两瓶酒端到了黄明和素素面前，黄明两瓶酒都拿到了自己手里。

黄明：宝宝，你嫂子她不能喝，她这一瓶我替她干了。

大宝满脸堆笑。

大宝：明哥敞亮！我只看酒不看人，嘿嘿。

黄明仰头干掉了一瓶，第二瓶喝到一半。

手机来电，于小莉电话。

黄明放下酒瓶，接起电话。

黄明：喂？小莉啊……我有事先走了……你自己加完班回去小心点啊。

大宝不高兴的脸。

大宝：我说明哥，你怎么也这样啊，咱能不能别一会儿一个电话了。

大宝拿起桌上的话筒。

大宝：大家静一静啊！今天是我赖大宝的生日，咱哥们儿姐们儿的也好久没

聚了，大家今晚是吃好喝好玩好，谁都不许接电话刷微博！把手机都交上来，我

要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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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宝伸手问黄明要手机，黄明把手机捂在胸前。

黄明：宝宝，你真的要这样做吗？你是哥的大宝宝，它是哥的小宝宝啊。

素素从黄明胸前抢过手机。

素素：什么大宝宝小宝宝的，真肉麻，拿着大宝。

大宝接过手机。

大宝：嫂子敞亮！

大宝围着众人挨个收手机。

十几部手机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不时有屏幕亮起蹦出微信信息的。

5、大街 夜 外景

素素扶着喝醉的黄明在路边走着。

黄明走了几步瘫坐在地上。 

手机从黄明的裤子口袋滑落到地上。

素素把黄明扶稳后，去路边挥手叫出租车。

一辆出租车停在两人面前。 

素素把黄明扶上车，自己也上了车。

（特）地上黄明的手机。

6、黄明家中 日 内景

转场：（空）太阳照在公寓上。

黄明在被窝呼呼大睡。

墙上的表已经指向8点半。

黄明翻了个身继续睡。

墙上的表走向9点半。

黄明从被窝伸出一只手，左摸摸右摸摸。

黄明睡眼朦胧地从被窝里坐起来，下床拉开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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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眼的阳光照在黄明脸上。

黄明猛地睁开眼，双手抓着自己的头发。

7、办公室 日 内景

周主任坐在黄明的办公桌前，抠着自己指甲。

办公室里的人都在低头忙着自己的事情。

周主任低头欣赏着自己的指甲，身后站着黄明。

周主任：还以为你真有骨气不来了呢！

黄明低头。

周主任伸出一只手。

周主任：策划案呢？下午开会我要用。

黄明低头。

黄明：丢……丢了……

周主任站起转身。

周主任：丢了，是什么意思？

两人面对站着。

黄明：我昨天临走前存手机上了，我手机昨晚不小心丢了，我马上重做，保证

下午开会之前做完。

黄明伸手去开电脑。

周主任：不用了，你被炒鱿鱼了。

周主任走掉。

黄明还没碰到电脑的手狠狠地砸了桌面一下。

8、大街 日 外景

黄明把西服外套搭在肩上在路边走着。

黄明把手伸进裤子口袋，摸了摸，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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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思索的脸。

（闪回）（内）

醉醺醺的黄明搂着素素在唱《明明很爱你》

黄明和大宝在喝酒。

黄明从桌上的一堆手机中找到了自己的，放进了裤子口袋。 

（外）

模糊晃动的街道。

模糊的素素叫了一辆出租车。

（闪回完）

黄明狠狠地踢开脚边的一块石头。

9、甜品店 日 内景

黄皓从橱窗后面端出两杯刚做好的饮品，放入托盘，让服务员端走。抬头看

到黄明。

黄皓：哟，老弟，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黄明找了个空桌拉开椅子坐下，瘫在椅子上。

黄明：别提了，手机丢了，公司资料也没了，老板把我给炒了。

黄皓：丢哪儿了？怎么丢的？你手机不是有定位系统吗，我给你看看现在在

什么位置。

黄明猛地坐起来，脸上很兴奋。

黄明：对啊，我怎么没想到。

黄皓的手机屏幕，显示地图，正在寻找中。

光圈锁定在一个地点不动了。

两人抬头对视看着。

黄明、黄皓：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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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车里 日 外景

黄皓黄明戴着墨镜坐在车里。

黑色轿车行驶在路上。

11、院子里 日 外景

两人走进一条黑暗的小巷，巷子尽头是一个小院，门外堆着各种纸箱塑料瓶

。

黄皓黄明两人站在门口。

黄明：我的手机……不会被捡破烂的给收走了吧……

一个大叔在院子里从他的三轮车上往下搬东西。

黄明：大哥，您昨晚捡到一部手机了吗？

大叔抬起头来。

大叔：咋了？你的？

三人站着

黄明：嗯嗯，对，是我的，还给我吧。

大叔摇头摆手

大叔：没在我这里。

黄皓：我们明明定位到就是在这里，你别耍赖了，快还给我们。

大叔放下手中的东西。

真的不在我这里，昨天晚上我骑车子往回走，看到路边有块手机……

（闪回）（外）（夜）

三轮车停下，下来一双脚。

一只手捡起地上的手机。

大叔拿着手机站在路边，左右看看都没有人，把手机装进了自己口袋，骑

上车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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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日）

手机铃声响，显示素素的电话。

大叔拿起手机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样接电话，铃声响完，电话挂了。

大叔点了几下屏幕。

大叔不会用，把手机放到了桌子上。

大叔在厨房洗菜。

少年：爸，给我点儿钱。

大叔回过头，手里继续洗菜。

大叔：你看咱家这个样儿，我还哪儿有钱啊。

一位穿着时尚的青年倚在门框上抽着烟，还剩半根烟就扔了。

少年：你捡一个礼拜的垃圾都不够我花的，要你有什么用。

少年在屋子里晃荡。

桌上的手机。

少年拿起手机。

少年：哟呵，你还有这种好东西。

少年拿着就往外走。

大叔放下菜，往身上抹抹手，上去拉住少年。

大叔：那是我捡的，你别拿走，还得还给人家。

少年挣开大叔的手，又推了他一把。

少年：还什么还！

少年摔门离去。

（闪回完）

黄明：刚才定位还在这儿，肯定没走远，你儿子呢？

大叔赶紧放下手里的东西。

大叔：走走走，我带你们去找。

12、网吧 日 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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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电脑前一名少年正出神的玩游戏。

大叔冲过去，拽下他头上的耳机。

大叔：手机呢？快点拿出来，人家来找了。

少年蹭的站起来。

少年：手机不在我这儿，让我卖了，不卖钱我怎么上网啊。

黄明一把拽住少年的领口，把他拎起来。

黄明：卖哪儿去了！

少年：卖……卖……街角那个修手机的。

黄明拽着少年往门口走去。

黄明：走，跟我把手机要回来去！

13、手机店 日 内景

一位很娘的男老板。

黄明推着少年来到老板面前。

男老板嫌弃的看着他们。

老板：小心点儿，别弄脏了我的桌子。

少年：哥，我刚卖给你块手机，我回来拿。

老板：拿？手机被别人预定了。

黄明：被预定了是什么意思？

老板：预定你都不懂？就是这块手机已经找到买主了，还没过来拿。

大叔从后面挤过来。

大叔：小兄弟，你说个数，我再从你这里买回来。

男老板伸出一根手指。

大叔：一百？我有，我有。

大叔在身上的口袋乱掏。

男老板：一百我卖什么啊，一千。

大叔手里攥着几张十块二十的，手微微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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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拍了一下桌子。

少年：你讹人吧，刚才我卖你就给了二百！

黄明握住大叔颤颤巍巍的手。

黄明：大哥，手机我找到了，你们就先回去吧。

大叔：可这毕竟是俺儿……给你……造成的麻烦

黄皓搂过少年，推着他和大叔往外走。

黄皓：孩子，你看你爹也不容易，出了事还是先为你着想，你以后孝敬着你爹

点不要闯祸了。

少年点点头扶着大叔走了出去。

男老板双手紧握惊恐的脸。

老板：你们要干嘛……啊……！！

14、车里 日 外景

黄明坐在车上打电话。

（画外音）素素：黄明你有没有点良心啊，谁大半夜的把醉鬼拖回家，打

电话还不接。

黄明：不是啊，素素，是这样的。

（画外音）嘟嘟……

黄明看着被挂掉的电话，把手机往前一扔。

黄明：这算什么事啊，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15、黄皓家 日 内景

黄皓在卫生间里洗脸，洗完抬头看看镜中帅气的自己，伸手将支架上的毛巾

泡在水里。

毛巾在水盆里被浸湿，黄皓双手拧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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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皓：啊……好疼啊……

黄皓左手捂着右手疼的靠在墙壁上。

黄妈推门进来，扶着疼痛的黄皓。

黄妈：你怎么啦？

黄皓左手紧握着右手手腕。

黄皓：不知道，右手突然好疼。

16、医院 日 内景

黄皓坐在凳子上伸着右手，医生检查了一会儿。

医生：你这是手指腱鞘炎。

黄皓抬头看看黄妈，又回过头来。

黄皓：手指腱鞘炎？是什么东西？

医生：手指腱鞘炎一般发病人群是中年妇女，她们长期做家务，手指得不到

休息，劳损过度而形成。再就是白领或者演奏乐器的，因此这种病也称作是“鼠标

手”或者“键盘手”。还有一种就是像你这样的人，这也是现在发病最普遍的一个

原因，手机依赖症！

黄明：玩手机也是一种病？

医生：是的，现代的年轻人人手一部手机，见面的少了，网聊的多了，三个月

不见面凭着朋友圈动态就可以知道他最近发生的事情。我看你刚才在外面等的

时候就不停地拿出手机来看看，想必你也是手机患者之一。

（闪回）

黄皓头上冒出一个气泡，气泡内是回忆的画面：黄皓在等候席拿起手机对

着自己拍了一张照。

黄皓的手机界面，朋友圈正文：生病了，手好痛，门外等候中……

黄妈拧着黄皓的耳朵，黄皓头上的气泡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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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回完）

黄妈：让你再玩手机，我说你你还不听，现在知道疼了吧。

黄皓用左手捂着被拧的右耳朵。

黄皓：哎呦，不敢了不敢了。

黄妈：那他这病还能好吗？

医生：这没问题的，只要少玩手机，多活动活动手腕就行了。

17、医院花园 日 外景

黄皓夫妇走出医院。

黄妈：从今天开始呢，不许刷微博不许玩游戏，你的电话由我接，你的信息我

给你念，你打电话用座机。

黄皓为难的脸。

黄皓：可是那样我会死掉。

黄妈捏了一下黄皓的右手，黄皓痛的缩回去。

黄妈：那这样你就不会死掉吗？

18、黄皓家 日 内景

黄皓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黄妈在旁边织毛衣。

黄皓：老婆，有我电话没？

黄妈：没有。

（隔几秒）

黄皓：老婆，我听到手机来信息了。

黄妈：没有。

（隔几秒）

黄皓：老婆，我想上网看看有什么新闻。

黄妈：你这不正看着新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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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皓看着电视发呆。

桌上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蹦出一条信息。

黄皓脸转向手机，左手慢慢的向前伸去。

黄皓刚拿起手机，被黄妈一掌拍到地下。

黄妈：你就那么爱你的手机吗？

手机屏幕不断亮起聊天信息。

黄皓：老婆……真的有信息……

黄妈从地上捡起手机，扔向门口。

黄妈：拿着你的手机，滚！

黄皓拿着手机站在门外，手机显示黄明的信息：哥，素素还是不理我怎么办

？

19、甜品店 日 内景

桌上两杯咖啡，杯子旁边摆着两部手机，两个人呆坐在那里看着手机。

黄皓：别说你不知道怎么办，我都被老婆赶出来了。

黄明：以前人们没手机，也没这么多麻烦事儿。

黄皓：咱哥俩儿放了学就踢踢足球打打篮球，也没整天窝在被窝里玩手机，

若非如此，我的手也不至于搞成这样。

黄明黄皓：唉。

20、公交站牌 日 外景

素素在站牌处等车，低头看着手机，突然有小偷抢过她的手机就跑。

素素：哎，抓小偷，抢手机啦！

黄明看到素素从窗外跑过。

黄明：素素？

一辆车从素素面前快速驶过，黄明把她拉回来。

黄明：不要命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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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素指着小偷跑走的方向。

素素：手机……快……追回来……去啊。
素素推着黄明。

黄明穿过马路追了上去。

两人追逐。

小偷回头看，黄明还在追，把手机扔给了黄明。

黄明跳起身接住了手机。

气喘吁吁的黄明按开了待机键，屏保显示的是素素和黄明的合照，打开手机

相册，里面都是两人甜蜜的合照。

素素：手机丢了，这些回忆就没有了。

黄明回身一把把素素搂入怀里。

黄明：手机没了没关系，我在，回忆就在，未来就在。

两人在人流中抱着。

21、幼儿园 日 外景

一群小学生背着书包从大门口出来，门外好多家长在等着。

黄子璇站在那里左看看右看看。

黄皓：子璇！

黄子璇向黄皓跑去，一把拉住黄皓的手，黄皓痛的马上抽出。

黄子璇：爸爸你手怎么啦？

黄皓：没事，上车吧。

黄子璇把小书包扔进车内，自己也爬了进去。

22、车里 日 外景

黄皓边开车边打着电话。

黄皓：哈哈，我知道，忘不了的……星期四晚上？今天星期几？

前方指示灯由黄灯跳成红灯。

黄皓赶紧放下打电话的手，去扶住方向盘，手一抖，手里的手机掉到了地下

。

手机卡到刹车底下，黄皓踩刹车踩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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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轿车和一辆卡车相撞。

车内的安全气囊打开，黄皓晕了过去。

23、医院 夜 内景

黄皓焦急的在医院走廊上走来走去。

黄妈坐在椅子上双手托腮，两眼哭的通红。

医生推开病房的门。

黄皓冲了上去，一把握住医生的手。

黄皓：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你快说啊！

医生用力挣脱开黄皓的手，摘下口罩。

医生：你女儿没事，轻微擦伤，只是惊吓过度，一时半会儿还醒不了。

黄妈长舒了一口气。

黄皓站在病床前，看着病床上熟睡的女儿，右手开始颤抖。

黄皓：老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之前总觉得我玩手机是件小事，而现

在，我手也废了，还把女儿害成这样，今天真是幸运，如果……如果……我真是

该死！

黄皓握住女儿的小手，头低在床沿上。

黄妈：好了，也别太自责了，医生不都说没什么大碍了么。我之前对你那么生

气，也是因为你对着手机的时间太长了，整天抱着一块冷冰冰的手机，你多久没

有带女儿出去玩过了？生意固然重要，但挣多挣少我都没有怨过你啊，最重要的

还是我们三个在一起。

黄子璇眼皮动了动，但还没有完全睁开。

黄子璇：玩……我们要去哪里玩……

黄皓：唷，眼睛还没睁开就想着玩，一定是在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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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璇“腾”地睁开眼，坐了起来。

黄子璇：没有没有，爸爸赖皮，我们拉钩，改天就去游乐场玩。

黄子璇掰着黄皓的手作拉钩状。

黄皓因手指腱鞘炎微微有些发肿的手和黄子璇的小手拉在一起。

黄皓：好，一言为定，说到做到。

24、婚礼现场 日 外景

阳光明媚，青绿的草坪上摆着一排排的座椅，巨大的花环摆成了拱门的形状

。

宾客们都很兴奋，几个小孩子在追逐打闹。

神父从台后走出，清了清嗓子。

神父：I think it’s time for the wedding to 

begin.（好，时间差不多了）

（婚礼进行曲响起，圣洁的婚礼正式开始）

素素穿着一身洁白的婚纱，从花环门穿过，径直来到了黄明身边。

白色面纱下素素羞涩的脸。

两人面对面站着，神父走到两人中间。

神父：MingHuang do you take Susu Yin to be your lawful wedding 

wife?（黄明，你愿意接受殷素素作为你的合法妻子么？）

黄明：我愿意。

神父：Susu Yin do you take MingHuang to be your lawful wedding 

husband?（殷素素，你愿意接受黄明作为你的合法丈夫么？）

素素：我愿意。

神父：The ring,please.（请交换戒指。）

素素和黄明从戒指盒里拿出戒指，戴到了对方手上。

神父：You can kiss your wife now.（现在你可以亲吻新娘了。）

两人慢慢的靠近，亲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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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从西服口袋掏出了手机，举起手对准两人，“咔嚓”。

素素听到声音转过头，看到还停在空中的手机。

素素：黄明！你！我婚礼当天你还玩手机！

素素跳起来伸手要够手机，黄明转身就跑。

黄明：老婆大人我错啦！这是我第一次结婚，我想留个纪念啊！

（画面定格在黄明在前面跑，素素在后面追，手机被丢到半空中，在座的

宾客都起身欢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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