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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妈妈拎包一开门，昕昕立即奔向

北窗，那里有张高20厘米的方凳，专供

昕昕垫脚。北窗下面一截是固定的钢

化玻璃，上面一截可移动。昕昕 4岁，

个头1米出头，头发与窗框齐平。只有

垫着凳，双手才能扒住窗棂，下巴才能

搁在横条上，头才探得出去。

昕昕家住16楼，坐电梯到一楼，顺

利时，一两分钟，上下班高峰，要三四

分钟甚至更长。昕昕可不管时间，他

踮起脚，半挂半撑地趴着，两眼直直地

盯着，盯着。一见妈妈从单元门出来，

就扯开喉咙：“妈妈再见！晚上早点回

来！”毕竟相距 16层楼，有时楼下能听

到，妈妈就会仰起头，挥挥手；有时，比

如有风，不一定能听到。见妈妈没回

望，昕昕就鼓起嘴巴，两手圈个圆，再

喊一遍。几次以后，妈妈心领神会了，

不管听到没有，走出单元门时，她都会

仰起脸，向上挥挥手。

昕昕的外公原来也是语文老师。

他对昕昕说：“你每次都说‘妈妈早

点回来’，太单调，能不能换成别

的？比如‘妈妈快乐’‘妈妈，我想

您’……”昕昕眼珠一转，坚决地

说：“我就喊妈妈早点回来，我只要

妈妈早点回来。”昕昕和妈妈相处的

时间太短了，他只想好好地黏黏妈

妈。妈妈何尝不想同昕昕多呆一会儿

呢？孩子毕竟还小。可是，她实在

忙。她有初二两个班的语文课，每个

班都有45个学生，光批改作文，就够

她忙的。她还是其中一个班的班主

任。凡是工作日，她早晨 7点前肯定

出门，晚上 6点半后才回家。早饭和

中饭自然在学校吃。人到中年，总想

干出一点名堂，职称啊，荣誉啊，谁

不想争取一下？有段时间，为了课

题，她索性晚饭也在学校食堂解决。

是昕昕的外公提出强烈抗议后，才无

奈放弃的：难道你没有觉察到，你晚

饭不回来吃，昕昕没好好地吃过一顿

饭，总是说等妈妈回来一道吃。学校

里的事要尽心，可养孩子也不是小事

啊！

昕昕家与外公外婆家是楼上楼

下，吃饭在一起。因为昕昕妈妈回来

迟，晚饭都在 6 点半后吃。有时等不

及，昕昕外公和爸爸就先吃了，边吃边

等。一见吃饭，昕昕就故意躲到小房

间自己玩，有时硬要他吃，他也心不在

焉。吃饭时，耳朵一直监听着门外的

声音，一听到电梯声，他立即扔下筷

子，鞋子也不穿，飞奔着去开门，然后

喊着“妈妈！”一头撞进妈妈怀里。自

然，也闹过笑话。那晚，昕昕喊着妈

妈，正想扑过去，抬头一看傻了眼，原

来是楼上的孙叔叔来串门，他的脸

“刷”地红了个遍。

至少有半年了，为了说一声“妈妈

早点回来”，他和妈妈起得一样早，他

不希望妈妈去上班时自己还在熟睡。

曾有几次，昕昕醒来时，妈妈走了。他

哭得很伤心，外婆怎么劝说、安慰都没

用。最后想了一个办法，才算勉强通

过：外婆把昕昕送到学校大门口，约妈

妈出来，昕昕当面给妈妈说：“妈妈，晚

上早点回来。”

垫着方凳，踮起脚尖，趴着窗

棂，看到妈妈的身影后，高高地喊

着：“妈妈早点回来！”一次次，就这

样，成了标配。有一天，昕昕趴着趴

着，突然嚎啕大哭。正在洗碗的外婆

大吃一惊：“怎么啦？”可昕昕只是

哭。“是不是磕疼了？”外婆问。昕昕摇

摇头。“到底怎么啦？”外婆检查着他的

身体，“你说呀！”昕昕边哭边说：“我没

有看到妈妈。”“今天下雨，妈妈穿雨

披，你认不出来。”外婆说。“不，我认得

妈妈的雨披。”昕昕很坚持。“要不，是

你没注意。”外婆接着安慰。“不！”昕昕

有些急了，小拳头胡乱地砸向外婆，

“我一眨不眨地盯着。”“那是怎么回

事？要不，我打电话问问。”外婆说。

昕昕啜泣着点头。原来，电瓶车停在

地下车库，妈妈是从西边的地下通道

出门的。昕昕一把夺过手机，带着哭

音：“妈妈早点回来！”

遗憾的是，妈妈似乎总是最后一

个回家。有时，即使回家，昕昕也没法

黏着妈妈。家长的电话，差不多每晚

都有，还常常煲电话粥。每当这时，昕

昕就抱着妈妈的腿，眼巴巴地望着，喃

喃地叫着“妈妈、妈妈……”妈妈一手

举着手机，一手摩娑着昕昕的头。

这部以“寻父”为主题而父亲

始终缺席的电影，我们能读出什

么，又能教给孩子什么？

观影结束之后，四川大学哲学

系教授梁中和邀请了5位小朋友上

台分享自己的感受，大家都为约书

亚和朵拉这对忘年之交的友情而

感动，但各自印象深刻的细节却不

尽相同。在分享和与老师的对话

中，孩子们思考着，一起来参加活

动的家长们也在思考着。

小然（9岁）：无法言说的感情
小然：约书亚和朵拉没有血缘

关系，但他们遇到了，因此产生的

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我觉得很

奇妙。其中有一个细节，他们在旅

途中缺钱的时候，朵拉像以前一样

摆了摊替人写信来赚钱，这一次，

她把信寄了出去，没有撕掉。

我想，是跟约书亚的旅途让她

发生了改变。之前的她只想赚钱，

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而这一次，

她能考虑别人的感受，把信寄出

去，就不只是赚钱了。

梁中和：为什么她以前不能考

虑别人的感受呢？

小然：那个阿姨提到过，因为

她的父亲在她16岁的时候走了，她

的父亲不是一个好父亲，她的成长

有缺失。

梁中和：那小男孩为什么非要

找到父亲呢？他见都没见到过。

小然：因为他妈妈去世了，爸

爸是他唯一的亲人。就算过程中

他失望过很多次，几次找到爸爸的

家，都是错的地址，最后找到了哥

哥，也还是不知道爸爸在哪里，什

么时候能回家。他只能等待。

梁中和：片尾的时候，约书亚

看照片泪流满面，但是泪中带笑。

他为什么笑呢？

小然：因为他虽然没有找到爸

爸，但是找到了哥哥，他有家了。

而且他还认识了一个这么好的伙

伴，他很满足。

昊昊（8岁）：关于改变与善意
昊昊：我觉得影片中的阿姨一

开始的行为很不好，写完信不光要

看，还要撕掉，白赚那些寄信的

钱。后来他帮助小朋友找爸爸，渐

渐变好了，也在车上给她爸爸写了

信。最后他们都在看合影，都笑

了，因为都知道他们是很好的朋

友，是值得信任的伙伴。

梁中和：你刚才提到阿姨在车

上也开始写信了，她以前都不写

信，对吗？

昊昊：对，小男孩改变了她。

她非常确定他们是朋友关系，她终

于找到了值得信赖的朋友。另一

个让我很感动的是，小男孩很不喜

欢这个阿姨，但阿姨还是选择了帮

他。

梁中和：你觉得她为什么会这

样做？

昊昊：因为她觉得她不收养小

男孩，小男孩就没人管了。

梁中和：可能是她内心自己都

觉察不到的一种善意，对不对？你

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昊昊：还没有，但是我很期待

我也有这样的体验，因为这可以让

我收获一个新的朋友。

心怡（11岁）：表达须谨慎，也须大胆
梁中和：你跟你爸爸妈妈在一

起时，会觉得你是多余的吗？

心怡：不会。

梁中和：影片中，阿姨说对小

男孩说：“你是多余的，你父母就不

应该生你。”你觉得她为什么这么

说？这么说是否很残忍？

心怡：因为阿姨觉得小男孩给

她带来了厄运，她才这么说。她说

这话太残忍了，但小男孩好像没有

受到影响。

梁中和：现实中，你能想象父

母对孩子说“早知道不生你了”这

样的话吗？你觉得孩子听到这样

的话会怎么想？

心怡：孩子一定会非常难过，

因为他爸爸妈妈都不爱他了，其他

人肯定也不会爱他。

梁中和：对。但这个小男孩不

这么想，他一直是充满希望的，他

甚至让阿姨也重新看到了希望。

因为童年的经历，影片中的阿姨其

实一开始是放弃了希望的，你觉得

她的父亲是不是一个好父亲？

心怡：不是。他伤了她女儿的

心，在女儿 16岁时就离家出走了。

后来重逢时，都不认得自己的女

儿。

梁中和：但她后来在给约书亚

写信时，说想念自己的父亲。为什

么？

心怡：因为她和父亲也一起经

历过很多事情，比如，父亲让她去

火车的操作室鸣汽笛，也能感觉到

父亲对她的纵容和爱。

梁中和：你觉得父女和父子的

关系有区别吗？

心怡：男孩可以和父亲一起打

球、打游戏，好像更容易玩在一

起。女孩可能跟父亲没那么亲近。

梁中和：你想改变吗，还是觉

得保持现在这样的关系就挺好？

心怡：我想和爸爸更亲近一

些。

梁中和：你父亲有没有意识

到？

心怡：我觉得他没有意识到。

梁中和：其实你也没跟爸爸说

你的感受对吗？下回要不要大胆

地试试，跟爸爸说：“爸爸我想骑在

你脖子上。”

心怡：他会觉得我太重了。

梁中和：那咱们可以换一个。

总之，你要和爸爸变得更亲近，就

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越浩（14岁）：成为爸爸的港湾
越浩：我其实很担心自己与父

亲产生冲突，因为每次我犯错的时

候，父亲都骂我，已经不是简单地

批评，而是在吼了。我会在我能说

话的时候尽量去劝他，控制自己的

情绪，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反而

会歇斯底里。我觉得他就是对我

不满意，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把

气发泄在我身上。

梁中和：有一点你要放心，就

是你爸爸最在乎的肯定是你和妈

妈。你要知道，最亲近的人才可以

托付承载情绪这种东西，他确实不

应该对你发泄，但当他有这种情绪

的时候，你和妈妈也需要帮他去排

解和消化，要不这种愤怒和委屈就

无处安放了。他既会打你骂你，也

会亲你抱你。你还记得上一次跟

爸爸拥抱是什么时候吗？

越浩：我忘了，好像是一个特

殊的日子，比如生日。

梁中和：对比影片里的阿姨和

小朋友，我们的爸爸妈妈就在身

边，我们随时都可以拥抱，所以我

们要懂得珍惜。

川川（8岁）：分担“山的重量”
梁中和：你为什么来参加这次

观影活动？

川川：是爸爸逼我来的，我其

实不想来。

梁中和：他为什么要逼你来？

相信他一定是有理由的。比如这

次来参加活动，你学到什么了？

川川：学到了父爱如山。

梁中和：什么是父爱如山？山

的特点就是很高、很重，对吗？那

你觉得这个重量是压在你身上还

是他身上？”

川川：我不知道。

梁中和：其实这个重量是共享

的，你俩都会承受这种重量。比

如，他为什么要逼你来参加活动？

因为这就是爱。他给你压力，但也

是在给自己压力，目标是让我们都

变得更好。爸爸可不可以只给我

们爱，不给压力？当然不可以，因

为爱和要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

同时存在的。

川川：我还是觉得压力有点

大。

梁中和：没关系，觉得压力太

大你可以跟爸爸说，相信他会理解

你。你也可以试着去理解他。

“妈妈，早点回来。”
■ 朱华贤

寻找爱与信任的心灵之寻找爱与信任的心灵之旅旅
——从一场观影会中学会思考、珍惜和尊重

周六的傍晚，四川大学出版社学子书店内，几十把椅子排成方阵，和一块投影幕

布一起组成了一个简易的电影院。以电影《中央车站》为主题的亲子观影活动在这里

举行。除了带着小朋友来参加活动的的几个家庭，还有不少或独自、或结伴的成年人

参加其中。

■ 记者 梁童童 文/图

《中央车站》是一部巴西电影。讲述的

是在里约热内卢的中央车站，小男孩约书

亚的母亲因遭遇车祸去世。无处可去的约

书亚流浪在车站，被以替人写信为职业的

女人朵拉救助。约书亚想要去另一个遥远

的城市寻找自己素未谋面的父亲，朵拉陪

他前往。两人一同开启了一段重新认识人

生的旅程。

情节看似老套，实则不简单。一老一

小，老人不慈祥，小孩不可爱。朵拉以替人

写信为职业，但她只是收下客人的钱，然后

打开他们的信，读一番，嘲笑一番，然后撕

掉；约书亚的大眼睛里没有纯真，没有笑

容，而是令人不适的怀疑与早熟。朵拉带

约书亚回家，并非想救助他，而是把他倒卖

给了人贩子。

但好在朵拉的良心并未完全泯灭。她

找回了约书亚，陪他踏上了寻找父亲的旅

途，尽管两个人相处得依旧很“拧巴”。

故事的最后，约书亚几经波折，找到了

他的两个兄长。在旅途中，约书亚和朵拉

一起解决了很多困难，也逐渐地认同了彼

此，产生了信任。最终，约书亚留在了哥哥

家，等待着不知何时才能返回的父亲，朵拉

离开了。黎明的微光里，两人各自看着与

彼此的合影，一边微笑，一边泪流满面。

“中央车站”存在于每个人的人生旅途

中。我们每个人都在第一座车站与父母相

遇，相伴而行一段时间，父母给予孩子以成

熟，孩子回馈给父母以纯净。我们共同经

历、共同成长，然后再各自出发，与新的人

相遇、同行。

观影
在故事里在故事里

开启一段认识人生的旅程开启一段认识人生的旅程

对话
分享与思考分享与思考，，从荧幕到现实从荧幕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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