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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念《都挺好》正能量爆棚 朱丽面临职场家庭双危机
上 周 $朱 丽 在 老 宅 对 账 后 $承 担 起 赡
养苏父的责任$并主动提出偿还丈夫这些
年欠下的债+ 窘境中$她却将,还钱-压力
转化为动力$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获得了领
导的认可$顺利升职$正能量满满.许多观
众也被,小太阳-般的朱丽所打动$爱上了
这个坚韧要强又温暖的角色. 而这周$朱
丽的平静生活急转直下$ 将遭遇职场/家
庭的双重危机.朱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

到了明玉所在的公司准备开始审计工作$
而明玉为拖延查帐时间$闯进审计会上挑
明朱丽是自己的二嫂$用回避亲属关系的
理由要求更换审计公司.明玉,大义灭亲的举动$也让朱丽遭到公司领导指责并停
职. 明成则听闻此事后$无法平静内心的
愤怒$冲动之下$选择对明玉暴力相向$至
其住院. 相对地$明成也面临着明玉报警
后的牢狱之灾. 而不忍丈夫受苦的朱丽$

决定抛下自尊$向明玉求情. 这条,救夫之 路 必 定 是 曲 折 且 艰 辛 的 $而 明 成 '明 玉
两人之间无法融合的矛盾也将成为这条
路上巨大的绊脚石.
在上周的剧情播出后$一向温柔贤惠
的朱丽$其,硬核-本质逐渐显露. 前期朱
丽备受家人宠爱的独生子女身份$可能让
不少观众误以为朱丽是个有着 ,公主病的娇气包. 但在老宅对账后$朱丽迅速认

清事理并主动承担责任的行为得到了网
友的一致好评.她,外柔内刚-的性格也给
观众造成了巨大的反差$ 让大家惊喜不
已.尤其是她对丈夫,啃老-现象的严肃教
育 $三 观 正 而 且 霸 气 十 足 $更 让 观 众 们 亲
昵地称朱丽为,小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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