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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梗概：毕业季，三个名牌大学艺术系服装模特表演专业的姐妹各自憧憬着
进入社会的生活，刘雨珊在好友孙梦琪的介绍下，虽然找到了一份服装设计公
司设计师助理的工作，但是处处碰壁，在工作中遇到了自己中学时期的同学，
两人彼此倾吐工作的感受。孙梦琪爱玩爱闹，整天花天酒地，但心思细腻，独
自承受痛苦与伤害，却一夜爆红，成为了知名艺人，后来为了逃避父母离婚的
悲剧，出国深造。张美萱家里破产却一直隐瞒着朋友，谎称放弃做演员的梦想
，却在暗地里参加各种试镜，但是屡屡受挫，待业的她骗朋友们获得了一份稳
定的工作。一夜成名的梦琪让美萱羡慕不已，与朋友发生了矛盾，三人的友情
出现了危机。直到美萱的父亲去世，三人终于聚在一起，解开了心结。三个姐
妹，分别遇到了新的抉择与挑战，彼此嫉妒比较，在矛盾与痛苦中长大，变得
知性成熟，最终懂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友谊。

Those Flowers

Student majoring in Literature of Theatre & Television   Tong Qi

                         Tutor                       Longhai Zhang

Story outline： In the graduation season, three famous university art graduators look 
forward to entering the professional life of society. Under Sun Mengqi’s introduction, 
Although Liu Yushan found a job as a clothing design company designer assistant, 
but the work is not smooth,she met her own high school classmate in their work, they 
talk about each other's feelings about work. Sun Mengqi lives a life full of material 
but loneliness haunts her every night. She suddenly becomes a famous actor only by 
one night. Later, in order to avoid the tragedy of her parents' divorce, she chooses to 
study abroad. Zhang Meixuan concealed the fact that her family bankrupt, lied to give 
up the dream of an actor, but secretly participated in a variety of auditions, but 
frustrated that she lied to her friends that she has get a stable job. Meixuan’s envious 
of Mengqi’s success led to the quarrel of them. Until Mei Xuan's father died, three 
sisters finally get together and untie the knot. Three sisters were facing new choices 
and challenges, mutual jealousy compare. Growing up in conflict and pain, they 
become intellectually mature, and cherish this hard-won friendship.

剧本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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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间，四年的大学生活已渐入尾声。毕业季即分手季，不仅有恋人之

间的分离，也有朋友之间的分别，恰逢毕业季，回想起四年的大学校园生活，四

年的友情，每每想到此情此景，心中难免伤感惆怅，大四、毕业、工作、离别或许

是无可奈何的顺其自然。曾经一起以幼稚的眼光谈起的未来与人生，曾经许下的

誓言，曾经的友谊万岁，都已烟消云散，离别的伤感只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流

逝，不仅仅改变了我们的容颜，还改变了我们那颗曾经年轻的心。当步入社会，

为了在当今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中站稳脚跟，为了生存，不得不费尽心思在钢筋

水泥的城市里摸爬滚打，全副武装自己，越来越没有了曾经的纯真与真实，成功

便好，但往往有时候工作不如意，同事间关系处理不当，在事业面前的种种挑战

，与朋友之间的比较与嫉妒越来越严重，回头才发现离朋友越来越远，联系越来

越少，友情越来越淡。

该剧就是为了迎合这一主题，讲述了走出校园后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彷徨的2

0岁年轻女性们的故事。三个名牌大学艺术系服装模特表演专业的姐妹各自憧憬

着进入社会的生活，然而由于种种的原因与压力，嫉妒与比较，三个姐妹分别遭

遇了人生中新的抉择和挑战，当嫉妒与不幸向友谊挑衅的时候，她们的友情会坚

不可摧，一如从前吗?该剧符合当今社会的现实情况，贴合实际，剧情感人，情节

可信，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让正在工作和即将面临毕业的人们深思，深刻感受

到友情的重要与可贵，更加珍惜身边来之不易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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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大纲

刘雨珊、孙梦琪、张美萱三个名牌大学艺术系服装模特表演专业的女孩从大

学开始就在一起，是同进同出，不分彼此的死党，度过了无拘无束的四年校园生

活，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与情谊。临近毕业，她们都忙着整理毕业的东西，忙

着吃散伙饭，忙着找工作，约定好做一辈子的好姐妹。毕业了，年少轻浮20多岁

出头的她们由于涉世未深，始终觉得可以获得一如平常在校园她们幻想着的梦

幻般的生活，可实际情况却让她们四处碰壁，同病相怜的处境让雨珊、梦琪、美

萱惺惺相惜，互相寻求安慰，面临毕业后的社会生涯以及职场生涯悲喜交加，她

们彼此都更加成熟，向成熟知性女性成长着。雨珊天天受尽父母的唠叨和比较，

毕业没多久就在孙梦琪的介绍下，在某时尚服装设计公司工作，但也不是自己喜

欢的工作，天天受设计师的刁难与支配，工作时偶然遇见了中学时候特别崇拜她

的同学，一开始雨珊很反感，慢慢的两人开始彼此倾吐工作的感受，中学同学很

喜欢服装设计工作，虽然只是跑腿，但仍然不顾家人反对放弃了稳定的公务员工

作，在公司呆了三年都没有升职当上设计师助理，后来认清了现实，放弃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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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梦想，并鼓励雨珊发挥自己的特长，好好工作。好友孙梦琪开名车用名牌，爱

玩爱闹，整天花天酒地天天美容美甲泡夜店，忽悠大家及时行乐，却一夜成名，

又在无意中成了知名艺人，别人眼中的梦琪是娇生惯养、没心没肺的姑娘，却忽

略了她在娱乐圈光鲜背后的非议、诽谤、嫉妒、在工作上认真，而且从来不会说

谎的张美萱家里破产却一直隐瞒着朋友，梦想着做一名演员，可惜却屡屡受挫，

待业的她骗朋友们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工作，一夜成名的梦琪让在演艺道路上屡

遭失败的美萱嫉妒不已，与朋友们发生了矛盾，和梦琪大吵一架之后三人很久没

联系，三人的友情出现危机，从大学毕业到走向社会生活，彼此都没有了大学时

的单纯与真诚，变得越来越陌生，后来得知了美萱爸爸过世的消息，三个姐妹终

究聚在一起，解开心结，而梦琪为了能更好的发展，也为了逃避父母离婚的悲剧

，决定出国学习表演。三个姐妹，在现实社会中分别遭遇了许多的挑战与不幸，

在压力与痛苦的背后，她们虽然彼此有过冲突与矛盾，但正是因为这些不幸，才

让她们更加珍惜彼此，不离不弃。

人物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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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珊：毕业于名牌大学艺术系服装模特表演专业，年龄23岁，外貌、家庭、恋爱

、就业等都算可以的女孩，不如意的事情都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在每次姐妹们

吵架时充当和事佬。毕业后在孙梦琪的介绍下找了份工作，在某时尚服装设计公

司跑腿，一直都得不到升职，算不上是自己喜欢的工作，但也甘愿被支配，找不

到自己的目标与方向，在工作无意间遇见了一个从中学时期就对她无比崇拜的

粉丝朋友，一直羡慕她的才华与漂亮的长相，鼓励她要继续发挥自己的才华，设

计出好的服装。一开始雨珊对这个朋友的执着感到反感，还有些许嘲讽，直到这

个朋友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杳无音讯，雨珊才幡然醒悟，在这个朋友的鼓励下，

觉得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坚持自己的梦想，设计出好看的衣服，争

取得到业内专家的赏识，不断的完善自己的不足，让自己更加完美。

孙梦琪：毕业于名牌大学艺术系服装模特表演专业，年龄23岁，一出生就有个漂

亮的脸蛋，很有亲和力，也很善解人意，性格开朗单纯，无忧无虑、潇洒任性、娇

生惯养，备受宠爱，生活就是及时行乐，享受与消遣，天天沉浸在美容购物夜店

中，被帅哥包围着，周围人公认的混混女，意想不到的是因为各方面的优势在一

夜之间成为了T台新星，后来因为种种机会又成为了知名艺人，在别人眼里看来

似乎从来不用付出任何努力，想要的一切都可以得到，连进入演艺圈都是那么突

然，其实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有无数的诽谤、质疑与嫉妒，其实她却是心思细

腻，总是把心事藏在肚子里，隐藏自己的失落与孤独，很多道理都比别人懂得多

，一个人承受了种种的伤害，后来连父母离婚都表现的极为淡定，靠自己的力量

攒钱，为了逃避痛苦也为了更好的发展，出国深造。



8

张美萱：毕业于名牌大学艺术系服装模特表演专业，年龄24岁，从小的梦想就是

演戏，但是大学考艺校却考入了服装模特表演专业，也算是跟表演沾边，家里条

件很好，是个富家女，是最不会说谎的一个女孩，头脑聪明，但是自尊心极强，很

高冷，有些毒舌，特别好强，但是心地善良，在朋友面前谎称自己放弃演戏，找到

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实际却从没放弃演戏的梦想，隐瞒着朋友屡次试镜，却屡遭

失败，家里破产了，也一直隐瞒着朋友，害怕朋友因为自己的原因会迁就自己，

不会再那么放肆的逛街购物了，由于自己值钱的高贵的自尊心，不敢告诉朋友其

实自己过得一点也不好，不愿有任何挫败感，极度的失败也让她害怕自己的闺蜜

过得比自己好，为了生计，不得不偷偷地篡改自己学历获得一个自认为稳定的工

作，最终让她心中的压抑和绝望转化成对好友梦琪的嫉妒心理，慢慢爆发出来，

和朋友产生矛盾，离开了一段时间，而父亲的过世，也让她成长，最终三人在葬

礼上重聚，化解了心结，她仍然坚持着自己对演戏的热爱，继续坚持着自己的梦

想。

剧本正文

第一场

刘雨珊家里 日 内

（画外音）

我，就是刘雨珊，临近毕业了，却天天窝在家里对着电脑发呆，不知道忙着什么，

但我是个有梦想的女孩，梦想有朝一日能有一家自己的工作室，成为一名服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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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将来有一天能引领当今社会的潮流，但是在梦想与现实面前却一直找不准

方向。有时帮学校组织的晚会选选服装，有时帮忙画点设计图，也算得上是个与

时尚潮流沾点边的人吧。

刘雨珊卧室 日 内

“哐”的一声，刘妈妈用力推开雨珊的卧室门，一把拉开窗帘，掀开了雨珊的被子，

外面刺眼的阳光射进来正好照在雨珊的脸上。

刘妈妈（不耐烦地说）：赶紧起来，你是猪吗，看看几点了，真能睡啊。

刘雨珊揉了揉眼睛，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抓着头发。

刘雨珊（嘟囔着）：啊，知道了，起起起，烦死了。

刘妈妈（一边叠着被子，一边唠叨着）：你还知道烦啊，你瞅瞅你那样，心真大啊，

咱楼下的你李姨家的儿子要准备出国了，王姨家的姑娘也考上工作了，那谁那谁

家的都考上研究生了……

刘雨珊（起身去洗手间，打断妈妈的话嚷道）：是是是，就剩我了，什么都不干，让

你丢人了，我走还不行吗。

刘妈妈（瞟了雨珊一眼）：你这孩子啊，能干点什么啊，我上班去了。

刘妈妈说完就出门了，雨珊深呼了一口气，不情愿的扎着头发准备洗漱。

某酒吧 日 内

（画外音）

她，就是那个爱玩爱闹的富家大小姐孙梦琪，忽悠大家及时行乐，天天出入这种

鱼龙混杂的场合，交友广泛，小有名气。

面试大厅 日 内

（画外音）

她，就是在孙梦琪和我眼中那个学习成绩好，聪明好强的张美萱，脑子聪明，才

华横溢，当演员演戏是她的梦想，几乎天天奔走在各个需要演员的地方，勇于尝

试任何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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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官：下一个

张美萱：老师，等一下，我还可以这样演，我还有别的特长，我给你表演个~~~~~

考官：下一个、下一个，赶紧的。

张美萱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失落地耷拉脑袋出来了。

咖啡店 日 内

从酒吧出来，孙梦琪来到她们三个人经常来的咖啡店坐下，从包里拿出手机打给

雨珊和美萱。

孙梦琪：喂，给你30分钟的时间，别墨迹，赶紧把自己收拾利索了，我在老地方呢

，没吃东西呢吧，我给你叫了吃的，我一会儿再叫上美萱。

（场景转到刘雨珊家里）

刘雨珊（还没反应过来）：不是，喂，那个我……好吧（话还没说完，孙梦琪挂断电

话）

刘雨珊知道自己墨迹，更不敢让孙梦琪等太长时间，麻利的收拾着，收拾完打车

直奔咖啡店。

孙梦琪（拨通了张美萱的电话）：朋友啊，在哪呢啊，我在咖啡店呢，赶紧过来吧。

（场景转到试镜地点）

张美萱（语气低沉的说）：在单位啊，准备下班了，嗯嗯，行吧。

演艺公司门口 日 外

张美萱急忙的出来，拦了一部出租车。

张美萱（喘着粗气说道）：师傅，xx咖啡厅

“叮咚”手机响了，打开一看，“张美萱女士很抱歉，经过我们的慎重考虑，您未通

过我们电影中饰演xx角色的面试，感谢您的参与，谢谢。”

张美萱抬起头，紧紧握着手机，望着车窗外，看着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心凉凉

的，感觉一切都不属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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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

咖啡店门口 日 外

张美萱下了出租车，连忙往咖啡店那边跑去，跑到咖啡店门口的时候正好看见刚

刚到的刘雨珊，微笑着向雨珊打了个招呼。

张美萱（笑着）：嘿，刚到啊。

刘雨珊：嗯嗯，快进去吧，不然该孙梦琪该急了。

第三场

咖啡店 日 内

张美萱和刘雨珊手挽着手一起进了咖啡店，坐下。

孙梦琪（招手）：服务员，把我点的东西拿上来吧。

孙梦琪：我亲爱的姐姐们，终于等到你们了。

刘雨珊（一脸嫌弃的表情）：够快了，别提了，天天在家被我妈唠唠叨叨，快让我清

静清静。

张美萱（拍着刘雨珊的肩膀，笑着）：还为工作的事烦呢啊，没事，你妈的脾气就那

样，再说现在谁家的家长都着急孩子的事，忍忍吧。

孙梦琪（边说着边塞了个名片给雨珊）：大设计师，呐，有东西给你，这是一个我认

识的一个服装设计公司的一个设计师的电话，打电话约一下，你可以拿一些你的

作品去看看，说不定就有什么好机会呢，多交交朋友，也当长点经验，学点东西，

为了你伟大的梦想铺路啊。

刘雨珊（打开信封，瞪大眼睛）：哎呦喂，亲爱的，就知道你最棒了，怎么感谢你啊

。

孙梦琪：多大点事啊，知道你想去，还不告诉我，就托人帮你问了问，正好缺个助

理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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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珊：好啦，知道你最好了，我会好好珍惜的。

孙梦琪：行了，这么兴奋，还得靠你自己。

刘雨珊：好嘞，放心。

孙梦琪（朝向张美萱，胳膊搭到美萱的脖子上）：你呢，忙着干啥呢。

张美萱（抖了抖肩膀）：就那样啊，我可没那么大的抱负理想，我现在干的这个就

挺好的，稳定正规。

刘雨珊（边说着边动手吃了起来）：对对对，来来来，吃吃吃，饿了。

张美萱（笑了笑，低着头喝着咖啡）：嗯嗯。

第四场

时尚服装设计公司 日 内

第二天早上刘雨珊怀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来到设计公司，走到大厅门口，她深吸

一口气，默默地在心里喊了一句，加油，刘雨珊。鼓起勇气朝着和设计师约好的

会议室走去。

刘雨珊：小姐，您好，我是刘雨珊，我和你们的设计师约好了过来见面。

秘书（面带微笑）：您好，刚刚她交代过我了，现在她正在开会，我先带您去会议室

等会儿吧。

秘书（带着刘雨珊进了会议室，冲了杯咖啡）：您先在这等一会吧。

刘雨珊（接过咖啡）：谢谢，你忙吧。

刘雨珊见设计师还没来，拿起电话给张美萱发了条短信。

（场景转到张美萱的工作地点）

xx高中生的家中 日 内

学生：xx大学英语专业，硕士在读，学历很高啊，看来学习很刻苦啊。

张美萱：是的，英语是我的强项，我会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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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嗯嗯，那就先试试吧，不满意的话我可是有权利随时让你走的。

“叮咚”手机响了，收到一条短信

张美萱（瞅了一眼手机）：“我在参加一个面试，唯一一个有正规工作的你，工作是

不是很幸福啊。”
学生：明天开始吧。

张美萱（放下手机，应和着）：好的，放心。

（场景转到刘雨珊的面试地点）

服装设计公司某会议室 日 内

刘雨珊正摆弄着手机，设计师进来了，手一慌，差点把咖啡碰洒了，赶紧把手机

放起来了。

设计师：你就是刘雨珊吗？

刘雨珊（整理了一下衣服和头发）：您好，是是是，我是刘雨珊。

设计师（瞧了她一眼，）：哦哦，坐着吧，坐着吧。

设计师（边说着边坐下）：长得不算难看啊，和把你介绍来的人什么关系？

刘雨珊（犹豫了一下）：啊，朋友而已。

设计师（指着刘雨珊的身上的衣服冷笑着）：你这身上穿的是什么啊，一会要去哪

运动吗？

刘雨珊（附和着笑着）：难道从事服装设计的设计师要穿着正装画图吗，太不随意

了吧。

设计师：哈哈哈，设计师，先从跑腿做起吧。

刘雨珊（吃惊的看着设计师）：跑腿？

设计师：嗯嗯，难道刚来就要让你当我的助理吗，觊觎这个职位的人太多了，你不

算什么。

刘雨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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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打断刘雨珊的话，忙说道）：明天开始来上班吧，你就会知道我需要的是

什么。

刘雨珊（想说点什么，但是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嗯。

设计师（起身准备走）：对了，这个长相要好好打扮一下自己，我们干这个的不仅

是为了别人穿的好看，自己也得注意形象，说不定会有更多的机会。

服装设计公司门口 日 外

刘雨珊走出设计公司，朝着公交站牌走去。公交车上，拥挤的人群夹杂着一股怪

味铺面而来。

刘雨珊站在一个角落里，望着车窗外。

（画外音）

懒到极致的我，为什么要这么快就毕业呢。

第五场

服装设计公司某会议室 日 内

刘雨珊兴致勃勃地在帮忙整理今天开会的资料。

刘雨珊：太棒了，这样应该会满意吧。

设计师（走进会议室，看了看桌子上）：oh my god。就这些吗。

刘雨珊：是的。

设计师（一脸嫌弃的表情）：真是……看见了就影响心情。

刘雨珊（不知所措的整了整衣服）：啊，有什么不满意的吗，老师。

设计师（转身离开）：会议取消。

刘雨珊（急忙问道）：那我干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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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走进会议室）：雨珊，老师交代过了，让你把她画的手稿整理一下，再按照尺

寸对比一下，等她回来会看的。对了，再去老师家里一趟，有比较重要的文件落

在家里了。

刘雨珊（点了点头）：好的。

秘书（递给刘雨珊一个U盘）：这是电子稿，不用着急，做仔细点。

刘雨珊：哦。

刘雨珊（默默念道）：受不了了，连秘书都这么难伺候，还好工作时间自由，不然我

真的……

（叮咚突然电话响了）

刘雨珊（猛地打开手机）：“亲爱的刘雨珊同学，请于明天下午两点来学校参加毕业

典礼，珍惜你在学校的最后时光吧。”

刘雨珊（头靠在墙上，胡乱抓着自己的头发）：啊啊啊，毕业你个头啊。

刘雨珊走出会议室，走到电梯口等电梯，一个女生走到她面前给她打招呼。

王文娟：刘雨珊，真的是你吗。

刘雨珊（摸了一下头发，犹犹豫豫地）：文···文娟？自从高中毕业之后就没见过你

了。

王文娟：对对对，王文娟，你还记得我。

两人走到休息室，王文娟又端了两杯咖啡进来。

王文娟（把咖啡递给刘雨珊）：你也在这工作，这个公司不容易进的。

刘雨珊（接过咖啡）：谢谢，我也是刚刚来工作。

王文娟：我都在这呆了一年半了。

刘雨珊：那挺不错的，你喜欢这个工作吗？

王文娟：喜欢，不过到现在还是帮设计师修修图，整理整理他的作品，他们总是不

喜欢采纳我的意见，我也老是想不出什么好点子，只能自己多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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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珊：会有好的机会的。

王文娟（兴奋）：最近正在跟进一个设计项目，如果顺利的话，能升到设计师助理。

刘雨珊（喝了口咖啡）：会有好结果的。

王文娟：和高中同学还联系吗？

刘雨珊：没什么联系了，连大学同学都不怎么联系。

王文娟：今天晚上有个高中聚会，一起去吗？

刘雨珊（笑了笑）：我不太喜欢人多的地方。

王文娟：那好，你先忙吧，再联系啊，雨珊。

刘雨珊：再见。

（场景转到某电影试镜的会场）

电影试镜会 日 外

“叮咚”手机响了

张美萱：“亲爱的张美萱同学，请于明天下午两点来学校参加毕业典礼，珍惜你在

学校的最后时光吧。”

张美萱（仰头望着天空，长叹了一口气）：毕业了啊。

（场景转到某高档养生会馆）

养生会馆 日 内

“叮咚”手机响了

孙梦琪（掏出包里的手机）：“亲爱的孙梦琪同学，请于明天下午两点来学校参加毕

业典礼，珍惜你在学校的最后时光吧。”

“啪”的一声，孙梦琪把手机丢到一边。

孙梦琪：这边使点劲儿，嗯嗯，真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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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场

大学门口 日 外

刘雨珊提前到了学校，站在学校的大门前，面对即将说再见的生活了四年的地方

，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涌上心头，刘雨珊迈开脚步走向校园，看见门卫刘大爷坐在

门口，走上前去。

大学 日 内

（画外音）

坐在学校门口的刘大爷，老伴去世得早，孩子又常年在外地打工，为了不让自己

闲着，找了个门卫的活，我、孙梦琪、张美萱看刘大爷孤零零的一个人，经常买东

西来看看刘大爷，陪刘大爷说话解闷。

刘雨珊（低下身子）：大爷，晒太阳呢。

门卫刘大爷（抬起头来，笑呵呵的）：嗯嗯，回来了啊。

刘雨珊（蹲下来）：接到通知来参加毕业典礼。

门卫刘大爷（摸着刘雨珊的头）：嗯嗯，听说了，今天一天了可热闹了，哎，一年又

一年啊，过得真快。

刘雨珊（握着大爷的手）：大爷，我们走了您又会认识好多像我们这样的学生的。

门卫刘大爷：像你这样知冷知热的孩子不多了，我这一把老骨头了，多亏了你们

的照顾了，她们几个呢？

刘雨珊：我打电话叫她们赶紧过来。

门卫刘大爷：嗯嗯，去吧去吧，你们三个这四年我可都记在心里了，以后走向社会

了，工作了，也记得互相帮衬着。

刘雨珊（抱了抱大爷）：好嘞，大爷，一会带她们来看你哈。

刘雨珊边说着边向校园里面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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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场

学校校园 日 外

刘雨珊（从包里拿出手机）：喂，孙梦琪，在哪呢，乱哄哄的。

孙梦琪（喊着）：酒吧里呢。

刘雨珊（嚷嚷着）：我在学校等你们呢，快点过来。

孙梦琪(不耐烦地)：知道了，马上。

刘雨珊又拨通张美萱的电话。

刘雨珊：美萱啊，我在学校等你们呢。

张美萱：恩恩，在路上了，等会啊。

刘雨珊：没事，我等你们，我先转转。

第八场

学校操场 日 外

刘雨珊不知不觉走到了操场，漫步在操场上，看着操场上跑圈的、踢足球的、打

篮球的师弟师妹们。

（闪回）

体育老师（严肃的说）：同学们，今天我们进行体能测试，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

，有时间限制，先活动活动吧。

刘雨珊（低声嘀咕着）：800米，跑完就得死啊，你俩还好，我怎么办啊。

孙梦琪（手拍着刘雨珊的肩膀）：谁让你平常跟猪一样懒，不爱运动呢，活该。

张美萱（冲着刘雨珊笑着）：雨珊，没事儿，不用紧张，我们俩带着你，跟着我俩保

证及格。

孙梦琪（拍了拍胸脯）：对，跟着姐，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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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珊（松了一口气）：知道你俩好。

活动结束后，女生先跑800米，刘雨珊、孙梦琪、张美萱正好被分到一个组里。

体育老师：都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

三个人开始跑了起来。

刘雨珊（气喘吁吁）：一圈了

孙梦琪：别说话，闭上嘴，还嫌劲儿每处使啊。

张美萱：加油。

三个人跑到终点。

体育老师：4分15秒，及格了。

刘雨珊跑到终点上气不接下气了，脸通红通红的，弯着腰双手搭在膝盖上。

刘雨珊（猛地一下张开手）：及格了及格了。

孙梦琪（抓着刘雨珊的手）：这么开心，刚跑完先走走。

刘雨珊（抓着张美萱和孙梦琪的手）：可不嘛，多亏了你俩带着我，还影响了你俩

的成绩。

张美萱（打断了刘雨珊）：说什么呢，跟我们这么客气，好朋友就得这样互相带着

彼此一起走向终点。

孙梦琪（咳嗽了一声）：哎呦喂，跑个步至于吗。

刘雨珊（大笑了一声）：至于至于，好朋友啊好朋友，一辈子一辈子。

三个人说说笑笑的走了。

同学、同学、同学

（闪回结束）

刘雨珊（愣了一下）：怎么了？

学生甲：不好意思，帮我们把球踢过来好吗，谢谢。

刘雨珊把球踢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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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珊：没事。

第九场

宿舍楼下 日 外

刘雨珊走着走着又走到了宿舍楼下，看着进进出出的学生们。

（闪回）

宿舍阳台 夜 内

张美萱和孙梦琪在宿舍阳台上晾衣服，边说边笑的往楼下望着。

张美萱：这么晚了，雨珊怎么还没回来？

孙梦琪（坏笑）：和男朋友在一起吧。

张美萱（指着楼下）：你看，你看，这不是吗

孙梦琪：她和杨明在楼底下干什么。

宿舍楼下 夜 外

刘雨珊和杨明面对面在宿舍楼底下站着，刘雨珊拽着杨明的衣袖，流着眼泪。

刘雨珊：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到底怎么了，你不明白什么，到底有什么想

不清楚的。杨明（把刘雨珊的手拿开）：你别哭了，我就是想一个人静静，又没说要

干什么。

刘雨珊（擦了擦眼泪）：我就不明白了，你又不同意分手，但是我们现在这种情况

跟分手有什么区别呢？

杨明：我没说和你分手，我现在就是想一个人呆着。

孙梦琪从楼上跑下来，张美萱在后面跟着，把刘雨珊抱在怀里，孙梦琪伸出手抽

了杨明一个耳光。

孙梦琪：杨明，你混蛋，张美萱真是瞎了眼了看上你这种男人，你给我滚，再也别

让我看见你。

张美萱安慰着不停抽泣的刘雨珊，指着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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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美萱：分分分，必须分。

张美萱和孙梦琪挽着刘雨珊头也不回的走进宿舍楼。

（闪回结束）

张美萱和孙梦琪朝刘雨珊走过来。

孙梦琪（拍了刘雨珊肩膀一下）：喂，大设计师，想什么呢？

刘雨珊：呀，你想吓死我啊，你给我过来

刘雨珊（一边追着孙梦琪一边喊）：别跑，过来，过来。

孙梦琪（做着鬼脸）：你来呀，你来呀。

张美萱（抓住孙梦琪和刘雨珊）：你俩别闹了，赶紧去礼堂了，毕业典礼要开始了。

三个人挽着胳膊朝礼堂走去。

第十场

毕业典礼现场 日 内

主持人（上场）：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

加今天的毕业典礼。

台下领导、老师、学生齐声鼓掌。

主持人：现在正式宣布2011届毕业典礼正式开始，有请校领导上台讲话。

校领导：首先感谢今天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各位老师、同学，四年的大学时光即将

结束，今天你们要为自己的大学生活画上圆满的句号，四年的校园生活让你们收

获了知识，收获了友情，收获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财富与宝贵的经验，希望你们能

够彼此珍惜彼此帮助，在走出校园，走向社会的时候，能够不忘初心，努力创造

自己美好的未来……
台下响起一片掌声。

主持人：谢谢您，下面开始留影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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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堂内缓缓地响起一段音乐，刘雨珊、张美萱、孙梦琪换好学士服准备合影。

孙梦琪：这衣服就只能穿这么一次，得好好拍。

刘雨珊：你那么美，穿什么都好看。

张美萱：真的要毕业了，怎么感觉一眨眼的功夫就要毕业了呢。

刘雨珊（敲了一下张美萱的脑袋）：哈哈，对呀，是真的，解放了。

孙梦琪（拉着刘雨珊和张美萱）：行了行了，你俩别矫情了，赶紧照相了。

刘雨珊：对对对，必须得留张咱们三的合照，一人一张，要一直留着。

第十一场

毕业典礼礼堂门口 日 外

三人拍完合照，参加完毕业典礼，一起向校门口走去。

张美萱：哎，你看看这，到处都有我们三个的回忆啊。

刘雨珊：对呀，我记得你还在这个礼堂里参加咱们系的迎新晚会呢。

孙梦琪：是是是，这片空地，我们还经常来这散步呢。

刘雨珊：你看那，我们还在那摆摊卖过东西呢。

走着走着，说着说着，三个人就走到了校门口，门卫刘大爷看见三个人走过来就

迎上来了。

门卫刘大爷：准备走了啊。

刘雨珊：对呀，大爷。

张美萱：身体挺好的啊，大爷。

孙梦琪（抓着刘大爷的胳膊）：大爷，不要太想我们啊。

门卫刘大爷（拍了拍孙梦琪的头）：你这孩子。

刘雨珊：我们会经常来看您的。

门卫刘大爷：行行行，等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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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美萱：好好照顾自己大爷。

门卫刘大爷：放心吧，你们三个好好地我就开心了。

刘雨珊、孙梦琪、张美萱：那我们走了，再见大爷。

第十二场

学校门外 日 外

孙梦琪（搂着刘雨珊和张美萱的脖子）：走吧，为了庆祝我们毕业，好好放松放松

吧。

刘雨珊、张美萱（对视了一下）：好啊。

第十三场

xx酒吧 夜 内

孙梦琪：准备好了吗？

刘雨珊：开始吧。

张美萱：没问题啊。

三个人在酒吧里尽情地喝酒，跳舞，玩了一会儿回到座位休息。

孙梦琪：对了，设计公司怎么样？

刘雨珊：挺好的，慢慢来。

孙梦琪（点了点头）：嗯嗯，先干着再说，有什么不愿意的就说出来啊。

刘雨珊：知道了。

孙梦琪：你，工作怎么样，顺心吗？

“叮咚”手机响了。张美萱拿出手机，“您试镜的电影《婚纱》中苏晴角色不合格，感

谢您的参与”。

张美萱（拿起桌上的酒）：哦哦，挺好的，正式的上班。

孙梦琪：真搞不懂你。

张美萱：但又觉得放弃做演员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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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珊：好了好了，今天开心，不说这个，这么扫兴呢。

孙梦琪：好好好，为了庆祝我们顺利毕业，走向一个新的开始，干杯。

刘雨珊：为了我们在大学里留下的美好回忆，也为了我们即将创造的美好回忆，

干杯。

刘雨珊、张美萱（举起杯子）：干杯。

三个人在酒吧里喝酒跳舞，玩到很晚。

第十四场

时尚服装设计公司 日 内

刘雨珊冲了杯咖啡醒酒，趴在办公桌上，设计师老师走进来。

刘雨珊（自言自语）：啊，胃里好难受啊。

设计师：刘雨珊，昨天晚上又喝酒了？

刘雨珊（从座位上起来）：您来了。

设计师：这是按照我的要求做的吗，为什么尺寸跟我当初设计的不一样啊。

设计师把刘雨珊重新整理的作品拍到桌子上

刘雨珊：我就是按照您的要求做的啊，不好意思，老师，对不起。

设计师：你是酒鬼吗？

刘雨珊：昨天几个好朋友在一起玩，喝了点酒。

设计师（闻了闻刘雨珊的身上）：喝成这个样子，酒精中毒吗，浑身酒味。

刘雨珊：对不起，对不起。

设计师：我希望两个小时以后能在我办公桌上看见你完成好改进后的作品。

刘雨珊：好的，知道了。

设计师老师发了一顿脾气就走了，刘雨珊翻着自己完成的手稿。

刘雨珊：烦死了，烦死了。

王文娟：雨珊啊，这有什么大不了的，重新整理一下不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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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珊：如果是你，你不烦啊。

王文娟打开电脑帮刘雨珊整理着，按照设计师老师的要求修改着尺寸。

刘雨珊：你太厉害了，这么快就完事了。

王文娟（笑着说）：那些设计师老师也很喜欢我整理资料。

刘雨珊：那有什么讨厌的吗？

王文娟（没有了笑容）：想创意出点子的时候，感觉设计师老师要把我的创意全部

推翻，从来不采纳我的意见。家里人都说我辞掉公务员工作，是不是疯掉了，可

是我就是喜欢怎么办。

刘雨珊：上次你跟进的那个设计项目怎么样？

王文娟：本来是想借那个机会升职呢，结果还是说我的构思不够好，让我再等等

看。

刘雨珊：那就再等等吧。

第十五场

电影院 夜 内

刘雨珊、张美萱两个人手拉手走到电影院自动售票处。

张美萱：最近工作顺心了吗？

刘雨珊：嗯嗯，我已经习惯了被支使着做这做那，不顺心也得忍着啊。

张美萱：嗯嗯，你这脾气正好可以改改。

刘雨珊：不过遇见了一个高中同学，说一直很崇拜我，说我长得漂亮，脑子好使，

不过她工作也不是很开心。

张美萱：哦哦，不错啊，都有粉丝了。

刘雨珊：就买刚刚上映的《闺蜜》就行啊。

张美萱：嗯，也得买梦琪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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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珊：对呀，她说了要来的。

张美萱：最近也没怎么联系，不会是有什么事吧。

刘雨珊睁大了眼睛抬头看着电影院里的广告屏幕，揪了一下张美萱的衣服。

刘雨珊：梦琪啊。

张美萱：来了啊，哪呢。

刘雨珊（指着屏幕）：不是啊，你看那个，里面不是梦琪吗。

张美萱：广告里的？

刘雨珊和孙梦琪抬头看着周围的电视屏幕，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看着广告片

里的孙梦琪。

第十六场

孙梦琪艺人公司楼下 夜 外

张美萱开车带着刘雨珊来到孙梦琪的公司楼下，和孙梦琪约好了在楼下见面。

（场景转到张美萱的车内）

孙梦琪从公司出来，上了张美萱的车。

刘雨珊：你是说广告导演无意中看上你了。

孙梦琪：嗯嗯，不是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模特秀吗，他去看了，当时就觉得我不错

，才叫我一起喝酒吃饭的，刚开始以为是为了大家开心故意开玩笑呢。

刘雨珊：进艺人公司，想都没想过，那得多少钱啊。

孙梦琪：不太清楚，应该不少。

刘雨珊：你不是说不想工作，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

孙梦琪：就是啊，我也觉得自己挺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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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美萱一句话都没说，只是默默地听着，孙梦琪看着刘雨珊和从头到尾一句话都

没说的张美萱，“叮咚”电话响了。

孙梦琪：好的好的，知道了。

孙梦琪（挂掉电话）：我得进去了，改天再联系，路上小心。

孙梦琪从车上下来跑回公司了。

第十七场

餐馆 夜 内

刘雨珊（端着酒杯）：曾经也想过像梦琪那样的女孩，天天就知道鬼混，以后会怎

么样。天天这样混下去，说不定我还能帮她点什么。

张美萱（低头夹着菜）：梦琪之所以天天这么潇洒自在，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像梦

琪长这么好看的女孩，随便走个秀就能引起不少关注。

刘雨珊（拖着下巴）：仔细想想，感觉梦琪不光是我们想的只知道花钱、享受、混日

子，她也为自己在认真地努力着。天天健身，保养，通过认识的人来认识更多的

朋友，增加人脉，这样才会有好结果吧。

张美萱：梦琪长得太漂亮了，又认识那么多朋友，所以成了艺人。我呢，虽说是有

一个很富裕的家庭，又非常聪明，虽然现在~~~~

张美萱拍着自己的胸脯，手又突然指着刘雨珊。

张美萱：雨珊，你呢，最让人放心不下的，是你啊。

刘雨珊看着眼里泛着泪水的张美萱。

刘雨珊：我怎么了。

张美萱：有一份还说得出去的工作，家境也还不错，长得也算漂亮，只是就那样而

已啊，没有什么突出的。

刘雨珊：你喝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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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美萱：没有什么大本事，只能看着别人的脸色做事，活得累不累啊，你怎么办啊

，雨珊。

刘雨珊：你真是喝多了，我出去一下。

张美萱拿起桌上的酒，一杯一杯的往酒杯里倒，一杯一杯的喝着。

第十八场

刘雨珊家里 日 内

（画外音）

以往混迹各大酒吧的孙梦琪转眼间变成了当红艺人，各大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

络新闻都满是孙梦琪的消息，而我和张美萱却仍然过着以往的生活。

刘雨珊和刘妈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突然电视上播出了孙梦琪的广告。

刘妈妈（拍着刘雨珊的胳膊）：这是梦琪吗？

刘雨珊（撇了一眼电视机）：应该是吧。

刘妈妈：你们同样念的是一个专业，为什么人家红了，你还是这个模样。

刘雨珊：我不喜欢做模特，走秀，当艺人。

刘妈妈（指着刘雨珊的卧室）：你喜欢什么，整天对着缝纫机缝衣服啊，对着电脑

画图啊，你都多大年纪了，想不想嫁出去了。

刘雨珊（从沙发上起来，喊着）：那你想让我怎么办。

“叮咚”电话响了起来

刘妈妈：电话响了。

刘雨珊：知道了。

刘雨珊：，美萱，怎么了。

张美萱：今天有时间吗？

刘雨珊：有啊。

张美萱：那一会见。

第十九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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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 日 内

张美萱接到朋友的新店开业的邀请，就带着刘雨珊来到店里喝酒。两人一人拿了

杯红酒在吧台前聊天。

朋友甲：小心喝醉啊

张美萱：老板很忙啊，都来不及招呼我们。

刘雨珊：你好。

张美萱：我朋友，刘雨珊。

朋友甲（伸出手）：你好，我的店怎么样

刘雨珊：挺好的，很有气氛。

刘雨珊：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呢？

张美萱：是梦琪介绍认识的。

朋友甲：孙梦琪啊，都请不到她来，最近很火啊，公司推她推得挺猛的。

张美萱：挺好的啊。

刘雨珊：是啊。

朋友甲：读的是同一个专业，会羡慕孙梦琪吧，突然成了当红艺人了。

刘雨珊：并不是所有学模特表演专业的都要去走秀当艺人的。

张美萱（打了一下朋友）：不懂了吧，雨珊喜欢服装设计，现在在一家设计公司做

设计师。

朋友甲：是吗，有什么作品，有什么服装展吗？

刘雨珊：才刚刚去不久。

朋友甲：是跑腿的啊，很难伺候那些设计师吧，听说他们很爱刁难新人的，不然和

我谈恋爱吧，不过你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张美萱：别说了。

刘雨珊没理他，拿起酒杯喝了口红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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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甲（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我朋友在这个圈子里做了很久了，有什么需要

帮忙的可以说，记得给我打电话，我这是在帮你呢。

刘雨珊理了理自己的头发，接过名片。

朋友甲：美萱，这边还有朋友帮忙招呼一下。

张美萱：那你等会儿，我过去一下。

刘雨珊：去吧。

刘雨珊看了看名片，随手就把名片丢到垃圾箱里了。

张美萱（把胳膊搭在刘雨珊的肩膀上）：他这人说话太过分了。

刘雨珊（不耐烦的说）：回去吧。

张美萱：好吧。

第二十场

咖啡店 日 内

刘雨珊和张美萱俩人点了杯咖啡在一起聊天。

张美萱：有钱人家的小孩了不起啊，还不是他喜欢的类型，我看他是吃了雄心豹

子胆了。

刘雨珊：算了吧，我又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挺别扭的。

张美萱：都怪我，本来是想让你去多认识认识朋友的，结果……

刘雨珊：没事的，开开玩笑我也不当真。

张美萱：你就是太善良了。

刘雨珊：梦琪在附近，说要过来呢。

张美萱：咖啡都要喝完了，过来干嘛。

刘雨珊：不是好久没见了吗，说想咱们了。

孙梦琪戴着墨镜围着围巾，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朝刘雨珊和张美萱走过来。

刘雨珊：这是谁啊，太夸张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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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梦琪（摘下墨镜）：是经纪人让我这样的，听说和美萱一起去的，你就是应该多

见见男人，多长长见识。

刘雨珊：看了电视剧预告了，拍摄好玩吗？

孙梦琪：不好玩，等那么长时间，就一句台词，站的腿都酸了。

刘雨珊：理解你的心情，都得从头开始。

孙梦琪：聪明的美萱同学，我好累啊。

张美萱（冷笑一声）：累的时候知道想起我们来了，从一个秀场模特当上了演员开

始演戏，是不是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你的了，我们这些人都很可笑吗。

孙梦琪：干嘛这样说，就那么讨厌成了演员的我吗，你觉得我很容易吗？

张美萱：对，别人为了混口饭吃，可能辛苦一辈子都不能成功，而你却轻而易举。

孙梦琪：我也是为了混口饭吃，一直努力着呢。

张美萱：你吗，和导演吃吃饭喝喝酒就成了艺人，知道什么叫努力吗？

孙梦琪（眼睛泛红）：张美萱，你懂什么就胡乱说。

张美萱：你好意思在这守着我们发牢骚吗？

孙梦琪：很讨厌我吗？

张美萱：对，很讨厌。

刘雨珊：你们在这干嘛，好不容易见面就是为了吵架吗，好朋友之间发发牢骚怎

么了。

张美萱：好朋友？那也得分什么情况。

孙梦琪：张美萱，你是说我成了艺人我们就做不了朋友了是吗？

张美萱望着窗外，一句话都没说。孙梦琪气的直哆嗦，流着眼泪离开了。

刘雨珊（起身）：梦琪，孙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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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场

公园 夜 外

刘雨珊和张美萱从咖啡店分开之后，打包了点晚饭就回家了。

王文娟：雨珊，刘雨珊。

刘雨珊：哦，怎么了。

王文娟：能陪我聊会吗？

刘雨珊：嗯嗯。

王文娟：我放弃了。

刘雨珊：什么？那个升职为设计师助理的事儿吗？

王文娟：我辞职了，坚持不下去了，比我晚一年进公司的同事都升职了。

刘雨珊：不是靠关系进去的吗？

王文娟：要是那样就好了，我是没有能力，没有你拥有的才华。

刘雨珊：再等等吧，别发牢骚了。

王文娟：没有比我还跑腿更久的人了。无论我怎么努力，总是只能当个配角。

刘雨珊：那么想当设计师吗？

王文娟：嗯嗯，我的梦想啊

刘雨珊：有梦想的人和没有梦想的人，同样都活得这么累啊。

王文娟：雨珊啊，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啊，好好做设计，我要走了。

刘雨珊：真的要辞职？

王文娟：嗯嗯，跟家里人一起要搬走了，今天是来跟你告别的，你一定要加油啊。

（画外音）

王文娟真的辞职了，和家人搬走了，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我也一直记得这个善

良的女孩临走前的祝福与嘱托，拼命工作着。

第二十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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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美萱试镜地点 日 内

张美萱又在参加一个电影角色的试镜。

面试官：张美萱小姐你应该知道你这种表演方法谁都可以吧。

张美萱：老师，您再给我点时间我再准备一下，我会的东西挺多的。

（场景转到孙梦琪的电视剧拍摄现场）

电视剧拍摄现场 日 外

孙梦琪正在和电视剧里的搭档一起拍对手戏。

孙梦琪：你让我失去了我的事业，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现在该轮到你了。你~~~

导演：卡卡卡。孙梦琪你到底会不会演戏，你看看你这是什么表情啊，台词也记不

住，没有一个能用的画面，你再这样下去我就要被你毁了。

经纪人（拦住导演）：导演导演，您别生气，等她自己慢慢消化一下就好了。

孙梦琪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不停地道歉。

孙梦琪：对不起，对不起。

（场景转到刘雨珊的设计公司）

设计师：刘雨珊，帮我把这个改一下，对了，下去帮我买杯咖啡。还有下午两点的

会议别忘了准备好文件，出了错你负全部责任，好好干活去吧。

设计师助理：雨珊，帮我把这个打印一份。

同事甲：雨珊，帮我看看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吗？

刘雨珊：知道了，等一下，这就来了。

第二十三场

孙梦琪家中 日 内

孙梦琪：赶紧签了吧，我一会还有行程要去赶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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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梦琪妈妈：生来第一次离婚，怎么也得办的稳稳当当的啊。

孙梦琪爸爸：对呀，盼了好久的离婚，不能那么着急，得仔仔细细的看清楚了。

孙梦琪两眼直勾勾的看着桌子上的离婚协议书，盯了一会，出门工作了。

第二十四场

张美萱的车里 夜 内

张美萱的车飞速行驶在马路上。

刘雨珊（着急）：听说是因为有人看不惯梦琪，说梦琪以前的私生活太乱，整天混

日子，泡酒吧，是通过不正规渠道进入演艺圈的，这些人在网上乱发帖子，曝照

片什么的，梦琪现在在郊区的一家酒店呢。

张美萱：打电话了吗？

刘雨珊（不停地拨着电话）：打不通，也不知道经纪人的手机号码。

张美萱：应该是为了甩开那些记者还有狗仔队，才把梦琪单独送到那去的吧，别

太夸张了，她不会怎么样的。

刘雨珊：不会想不开吧。

张美萱：不要太夸张了，再说了是别人故意陷害的。

刘雨珊（双手合十，呼了一口气）：但愿吧。

张美萱（拍了拍刘雨珊的手）：先去看看吧。

第二十五场

酒店 夜 内

刘雨珊和张美萱到了酒店，找到孙梦琪的房间。

刘雨珊（边走边说）：说好了，今天不能吵架，只能安慰。

张美萱：知道了，快走吧。

第二十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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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房间 夜 内

刘雨珊敲门进去。

孙梦琪：你们怎么过来了。

刘雨珊和张美萱看到孙梦琪好好地站在面前，松了一口气。孙梦琪从冰箱里拿出

了吃的和喝的招呼刘雨珊和张美萱。

刘雨珊（环视了一下房间，感叹道）：房间这么好啊。

孙梦琪：对呀，不然被记者拍到住到不好的地方又不知道要乱写些什么呢。

刘雨珊：真的没事吗？

孙梦琪（把啤酒放到桌子上）：可以喝吧，全都知道了？

刘雨珊：网上全是你的消息，不想知道都难。是谁看不惯你散布的这消息。

孙梦琪：应该是在一起玩的人吧。对了，好久不见了，我们好好喝一顿吧。

张美萱：看着挺好的没什么大事了，雨珊你要继续呆在这吗？

刘雨珊抬起头看着张美萱。

张美萱：人在这好好的，能吃能喝，住的又好，我们不是就可以走了吗？不走吗，

那我先走了。

刘雨珊：你又怎么了，不是说好不吵架吗。

张美萱（站起来）：大晚上的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看她过得多么潇洒吗？

孙梦琪（生气）：受不了吗，看着我过得好是不是很羡慕，看着平安无事的我是不

是很难受？

张美萱（坐下）：是，我很难受。

刘雨珊：你们两个人每次见面都要这样吗？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没见过你们一见

面就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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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梦琪：以前？我还以为我们之间的友情是多么的了不起呢，看来是我高估了自

己了。

张美萱：友情？自己说着不别扭吗。

孙梦琪（站起来）：别扭？朋友之间是这个样子吗。

张美萱（站起来）：正因为是朋友，所以我才害怕你们过的都比我好，尤其是你，什

么都不用做，想要的就可以得到。

孙梦琪：你以为过上这样的日子我很舒服吗，你知道我受着多少舆论的压力吗？

张美萱：嗯嗯，我看你过得舒服的很。

孙梦琪：那到处搞欺骗，你也过得不错吧。名牌大学的英语专业的在读硕士生，伪

造学历，所谓的正规职业就是教高中生学英语的家教老师吗？

刘雨珊睁大眼睛吃惊的看着张美萱。

张美萱：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孙梦琪：跟我是没有关系，那口口声声说放弃做演员，却到处去参加试镜，你不就

是想成为像我这样的人吗？最不会骗人的朋友，竟然把我们骗的团团转啊。

孙梦琪穿上外套准备出门，刘雨珊一把抓住她。

刘雨珊：梦琪，别这样了。

孙梦琪（一边哭着一边收拾东西）：放手，我还待在这干什么，太碍眼了，连我自己

都讨厌自己，但至少比某些人强。

孙梦琪说完就走出房间了。

刘雨珊（抬头看着张美萱）：梦琪说得是真的吗？

张美萱（流着眼泪）：嗯嗯，我家倒闭了。

刘雨珊：开玩笑的吧。

张美萱（擦了擦眼泪）：不是，不然我干嘛去伪造学历找兼职啊。

刘雨珊：什么时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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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美萱：好久了。

刘雨珊：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张美萱：美萱没钱花了，还是以后再去逛街吧。美萱没钱了，还是不去酒吧了吧。

美萱怪辛苦的，我们给她攒点钱花吧，怕你们会关心我，怕你们过得比我好。

刘雨珊：又不是别人，我们是朋友啊。你不是很聪明吗？有什么好害怕的。

张美萱：聪明有什么用，聪明也得好好包装啊，所以伪造了学历。

刘雨珊：真的没有放弃演戏吗？

张美萱：没有，一直在找机会呢。

刘雨珊：你怎么不早说出来。

张美萱：现在也不晚啊，终于说出来了，心里舒服了。

张美萱：我该走了。

张美萱说完就走了，刘雨珊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望着窗外的风景，大学里

点点滴滴的回忆一幕幕的在脑子里涌现出来。

（画外音）

从大学毕业开始，我们三个就越走越远，没有了在大学里的单纯与真诚，多了些

嫉妒与矛盾，从梦琪稀里糊涂的当上艺人，我们没有人表示恭喜，到美萱伪造学

历，让我大吃一惊，好像彼此之间一无所知，感觉一切都变得那么的陌生。

张美萱自从那天吵完架后就再也没主动联系过我和孙梦琪，也许我们确实都需

要时间冷静一下，半个月过去了。

第二十六场

百货商店 日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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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珊：老师，您看这件衣服，都是按照您的要求改的，刚刚拿到专柜销售，就引

起了很好的反响。

设计师：嗯嗯，辛苦你了。

刘雨珊：老师，您慢慢看，我去招呼一下其他客户。

“叮咚”电话响了

刘雨珊：我在工作呢，大明星。

孙梦琪：美萱的爸爸去世了，我们抓紧过去吧。

刘雨珊吓得把手机都掉在地上了，急忙给设计师请了个假，和孙梦琪一起去参加

葬礼了。

第二十七场

张美萱家 日 内

刘雨珊和孙梦琪来到张美萱家里，看到美萱脸色惨白、跪在地上一声不吭，一点

精神都没有。

张妈妈：雨珊、梦琪来了啊，快进来快进来。

刘雨珊：张妈妈，您也别太伤心了，会过去的。

孙梦琪：张妈妈，节哀，好好保重身体。

张妈妈：我还好，就是美萱啊，一天不吃不喝，也不说话，我真怕她再憋出个病来

。

刘雨珊：放心吧，张妈妈，我们去看看她，她会好的。

刘雨珊和孙梦琪走到张美萱跟前，跪下抱着张美萱，三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刘雨珊（哭着）：哭吧哭吧，知道你心里难受，哭出来就好了，别憋着。

张美萱紧紧抱着雨珊和梦琪，放声大哭。

张美萱：爸爸，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对不起。

孙梦琪（拍着张美萱的后背）：没事没事，有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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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梦琪做了点吃的端到张美萱面前。

孙梦琪：吃吧，别让你妈担心。

张美萱：给我做的啊，不生气了？

刘雨珊：赶紧吃吧，朋友之间怎么这么墨迹啊。

张美萱（眼睛泛红）：真的要谢谢你们，不然我自己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张美萱（喝着汤）：在的时候对他们好一点吧，不要像我一样后悔。因为家里生意

破产，各种财政危机，我爸就已经忙的不可开交了，再加上我天天不着家，在外

面忙着自己的事儿，偶尔给我打个电话，我就急着挂掉，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爱冲

他们发火。一次又一次的惹我爸生气，都不知道我爸身体不好。

刘雨珊：本来我们的生活就不是顺顺利利、痛痛快快的。

张美萱：明明爸爸想知道的事情有很多，但是当时我为什么就是那么讨厌呢。但

是你知道我爸去世之前跟我说什么吗，明明都不能好好呼吸了，还让我赶紧去工

作，怕我被炒鱿鱼。

刘雨珊（抱着张美萱）：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要珍惜在你眼前的。

孙梦琪（抱着刘雨珊）：对呀，爸爸会在天上好好看着你的，他派我们来照顾你了。

张美萱（紧紧地搂着刘雨珊和孙梦琪）：有你们在就好，我一直有你们陪着我就踏

实了。

第二十八场

咖啡店 日 内

孙梦琪约了刘雨珊和张美萱在她们常去的咖啡店见面，三个人又像往常一样坐

在老地方喝咖啡。

刘雨珊：大明星，有什么事啊。

孙梦琪：我爸妈终于离婚了，现在两人闹得可厉害了，我打算出国学习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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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美萱：这么着急？不等平静一下再走吗。

孙梦琪：不了吧，我老在他们中间夹着也不好，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刘雨珊：什么时候走？

孙梦琪：就这周末。

张美萱：那艺人公司这边怎么办？

孙梦琪：都和公司商量好了，放心吧。

第二十九场

机场 日 内

刘雨珊和张美萱一起去机场送孙梦琪，三个人手牵着手说说笑笑的走着。

刘雨珊：都没开个欢送会。

孙梦琪：不用了，我又不是去那定居，一年就回来了。

张美萱：多交点外国帅哥，别就知道天天逛街。

孙梦琪：我得快点进去了，你俩要经常跟我联系啊，要天天打电话给我。

刘雨珊：知道了，别到时候忙着交朋友没时间接电话。

刘雨珊、孙梦琪和张美萱不时地抬头看着登机时刻表。

刘雨珊：时间到了。

张美萱：嗯，要进去了。

孙梦琪（牵着刘雨珊和张美萱的手）：我真的该走了。

张美萱：别错过了飞机。

刘雨珊：到了就赶紧给我们打电话。

孙梦琪（眼泪流了出来）：知道了，来，抱抱。

三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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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梦琪（擦了擦眼泪）：我走了，拜拜。

孙梦琪走一步回头看一眼，不停地朝着刘雨珊和张美萱摆手。

刘雨珊：快走吧，不准哭了。

刘雨珊和张美萱远远望着走远的孙梦琪，看着缓缓起飞的飞机。

（画外音）

我们就这样在不停地分离、再见中延续着我们的友情。

时间滴答滴答，半年过去了。我成功的成为了公司的设计师助理，设计的衣服也

不断出现在各大秀场上，并追求着更高的目标。张美萱继续坚持着自己的专业与

梦想，成为了一名话剧演员。在国外学习表演的孙梦琪正在准备结业考试，马上

就要回国了。

第三十场

服装设计公司助理办公室 日 内

办公桌上铺满了画好的手稿，刘雨珊一张一张的整理着，修改着。

“叮咚”电话响了

刘雨珊：怎么了。

（场景转到张美萱的话剧剧场）

张美萱：好好表现啊，这次我会好好关注你的，你设计的衣服一定能进入决赛的。

（场景转到孙梦琪家里）

孙梦琪：好好比赛，我可是在努力准备我的结业考试，赢不了看我回国之后怎么

收拾你。

（场景转到服装设计公司）

刘雨珊：你们怎么突然这么关心我啊，放心吧。

张美萱：加油，等着穿你亲手做的衣服呢。

孙梦琪：我也要，好想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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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美萱：我也想你们。

刘雨珊：温馨的让我受不了了，不说了。

孙梦琪：你们乖乖等着我过段时间就回国了。

刘雨珊挂掉电话，走到窗户边，看着窗外的风景，来回的车流，矗立着的高楼，端

起桌子上冒着热腾腾的热气咖啡，转身看着桌子上三人毕业时照的照片，阳光透

过玻璃照在照片上，一闪一闪的，格外耀眼。

（画外音）

24岁的我们就应该这样，足够让我们拥有梦想，同时也能让我们开始一次又一次

地接受着挑战，但幸好有你们在我身边。

终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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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的大学时光转瞬即逝，在此我想对我的学校、我的父母、亲人们，我的

老师和同学们表达由衷的谢意。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大学四年学习的默默支持，感

谢我的学校给了我大学四年学习的机会，让我能继续学习和提高，感谢我的老师

和同学们四年来的关心和鼓励，这些都让我的四年校园生活充满了感动。

首先感谢我的父母、家人，你们的支持鼓励与期望成为了我前进的动力，是

你们的无私的关爱让我发奋图强。

其次这次毕业设计我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感谢我的同学，在我剧本创

作的过程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给予了我热情的帮助。感谢她在我毕业设计创作

过程提出的有益的意见和建议，有了她们的鼓励帮助和支持，让我的毕业设计能

更顺利的进行，在此对你们的帮助和关心表示我的感谢。

再次我的指导老师张隆海老师对我的指导和支持尤为重要。张隆海老师以

他严肃的教学态度、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在我的剧本写作过程中给予了我悉心

全面的指导，从开始写作到最后定稿，张隆海老师都态度认真、一丝不苟、严格

要求，在此对张隆海老师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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