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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带着女儿去看了德国电影
《海蒂和爷爷》，影片根据瑞士女作家约
翰娜·斯比丽的名作《海蒂》改编，是
一部能带给人们温暖，让我们在面对困
难、遭遇不幸、心灰意冷的时候，仍能
心生对未来美好生活向往的影片。

从小失去父母的小女孩海蒂，被无
法继续照料她的姨妈送到阿尔卑斯山，
和脾气古怪的爷爷一起居住。刚开始爷
爷并不接纳她，但海蒂的笑容像阳光一
样点亮了爷爷冷寂的心，他开始接受并
喜欢上这个可爱的小女孩。爷爷为海蒂
做了一把椅子，做了雪橇，带她去山下
的皮特家玩耍。

在山上，海蒂还和放羊的小男孩皮
特结为好友，一起在山野间玩耍，愉快
奔跑，每天像生活在天堂。然而，没想
最后却被姨妈带去给富家小姐克拉拉做
玩伴。

克拉拉在母亲去世后双腿因病无法
行走，父亲又常年在外忙碌，只有严厉
的管家小姐日常教导陪伴着她，所以看到
海蒂之后，她立刻和海蒂成为好朋友。可
尽管山上的日子很清苦、城堡里的日子锦
衣玉食，被各种管束的海蒂却并不快乐，
她想念爷爷、想念大山……

故事情节简单至极，却温暖人心，
这份治愈来自阿尔卑斯高山上的旖旎风
光、海蒂那阳光般天真可爱的笑容，还
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当我们静静地看
完后，还能从中汲取爱的能量并产生些

许对教育的感悟。

再多的财富也比不上父母的陪伴

海蒂被姨妈卖到了克拉拉家里，克
拉拉的家位于当时世界的繁华都市法兰
克福，克拉拉的家里又非常有钱，几乎
要什么有什么。

克拉拉是一个因为生病不能走路的
小女孩，只能坐在轮椅上，父亲经常出
差，克拉拉每天孤独地待在家中，海蒂
的出现让她逐渐开朗起来。海蒂很快跟
克拉拉成为了朋友，两个小女孩都非常
喜爱对方，但是海蒂心里还是非常想爷
爷，想回到大山上去。

克拉拉的祖母一眼看出海蒂的心
事，让克拉拉的爸爸把海蒂送回去，克
拉拉的爸爸不愿意，因为他知道女儿非
常喜欢海蒂，不会愿意让她离开，克拉
拉的祖母说，克拉拉最需要的不是什么
玩伴，而是爸爸能经常陪伴他。

我们现在经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
告白，可 100多年前的欧洲老奶奶早已
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她知道克拉拉之所
以如此舍不得海蒂离开，是因在失去了
妈妈，爸爸又经常出差的家里，海蒂是
她唯一可以抓紧的，有生命活力的东
西。

其他的人，要么是管家，要么是佣
人，连说话都不允许，更不可能交心了。

让孩子多接触大自然

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脉，蓝天白
云之下是一望无际的高山牧场，这里的
空气清新纯净，泉水叮咚，清甜甘冽。
海蒂生活在此，吃天然健康的食物，接
受阳光雨露的恩泽，拥有充足的睡眠和
运动，释放了孩子该有的天性，促使她
健康快乐的成长。

富家小姐克拉拉，尽管住在豪华的
宅子里，伺候的仆人成群，珍馐美食享
用不尽，漂亮的服装挂满了衣柜，可就
是感受不到幸福。

于克拉拉而言，偌大的豪宅似牢
狱，是她不能迈过去的坎。她是有腿
疾，但这并不妨碍她对外面世界的向
往。可即便是白天，厚重的窗帘遮住了
阳光，结实又美观的窗户关得严严实
实。加之思念去世的母亲，想念远在外
地的父亲，本身就体弱的克拉拉小姐就
更加郁郁寡欢，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了。

后来，海蒂因想念家乡而离开，克
拉拉因此去阿尔卑斯山找海蒂。在那
里，她脱掉精美繁琐的服装，喝新鲜的
羊奶、啃奶酪，睡在干草铺成的床上。
就这样无拘无束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克
拉拉食欲大增，面色红润起来，心情畅
快，居然出现了奇迹—她可以站起来
了，会走路了！

可见，大自然是孩子天然的大课
堂，无论是一草一木，还是高山大海，

给予人巨大的能量。当孩子们沐浴在阳
光之下，尽情奔跑，锻炼了体魄，释放
了心情。

而现在的孩子，几乎与自然脱节，
即便是放假，不是赶往一个又一个的补
习班，就是窝在家里玩电子产品，沉浸
在虚拟的世界不可自拔。很多孩子五谷
不分，很多基本的自然常识都不懂，对
大自然缺乏好奇心。

那么，这是不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
呢？

人要有自己的想法

在影片中，这两幕镜头和对话，我
印象特别深刻。

在高山牧场上，海蒂和彼得坐在羊
群中聊天，彼得偷偷地告诉海蒂，她那
脾气古怪的爷爷曾经杀过人。晚饭的时
候，海蒂在一旁胡乱扒拉了几口就想搬
到马厩去睡。爷爷看海蒂的眼神，就知
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跟孙女说了这么
一句话：“人们总爱说闲话，你必须相信
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海蒂站立在门旁看着爷爷平静地吃
午饭，跑回屋内，开心地搬到阁楼上那
用干草铺成的小床睡觉了。或许就在那
一刻，海蒂的内心是矛盾的，但是回想
起爷爷平时为人处世的点点滴滴，她很
快就判断出朋友彼得的话不是真的，最
终还是听从了自己内心的选择。

其实，这在告诉孩子也在提醒成
人，不是所有的话都是可信的，我们需
要有自己的判断力，尤其要相信自己亲
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一切，而不是轻信
一些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流言蜚语。

还有，海蒂陪着克拉拉上课，但是
一直未学会阅读，家庭教师头痛不已，
女管家在克拉拉父亲和祖母面前贬低海
蒂。

这位睿智善良的祖母听完后，想要
亲自看看这孩子。当她见到海蒂时，就
发现孩子有自己不能言语的苦衷。于
是，祖母就给海蒂读故事，可就在精彩
之处，突然停了下来。祖母告诉海蒂，
想要知道接下来的故事，就自己去阅
读。可海蒂立马说自己不会，因为彼得
说过他们不需要学会阅读。这时祖母就
明确地告诉海蒂：“你不要相信别人说的
就是对的。”并把这本书留给了她。

也许是海蒂太想看这个故事了，居
然用心地开始学起了拼读，也顺利地学
会了阅读。我很佩服克拉拉祖母的教育
智慧和洞察能力，她用行动告诉了仆人
和家庭教师，只要方法正确，“没教养”
的孩子也能学会阅读。

更重要的是，她指引着海蒂在做任
何事之前，不要一味相信别人的话，而
是先去尝试一下是否可行再说。

影片中的两位经历沧桑的老人，用
朴素的言语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飞驰人生》应该是一部喜剧片，
但看完却笑不出来。《新喜剧之王》的
确是一部喜剧片，看完也笑不出来。都
说高级的喜剧是笑中带泪，《飞》 和
《新》虽然都算不上顶级的喜剧，但都
切中部分观众的敏感脆弱之处，确实达
到了笑中带泪的效果。

作为二十余年前的争议人物，从作
家、车手转型成导演的韩寒，一直延续
着表面的玩世不恭，内在的敏感脆弱。
《三重门》是校园时代青春期荷尔蒙的
驿动，《后会无期》是初入社会的迷茫
和对远方的向往，《乘风破浪》是对父
辈的一次质疑和认同的过程，《飞驰人
生》则是人到中年对尊严的疲劳挣扎。
从被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的“少年天
才”，到票房口碑均不赖的电影导演，
韩寒实现了从少年到中年的转变，无论
是文字还是影像，韩寒以自己最熟悉的
领域为表达载体，从小说《像少年啦飞
驰》到《飞驰人生》，都是从车与速度
方面讲故事、讲人生。一定程度上，
《飞驰人生》是《像少年啦飞驰》的中
年版，《像少年啦飞驰》趋于青年怀疑
主义的荒诞，《飞驰人生》则着眼于中
年挣扎的沉重。

电影的情节不复杂，没有多线叙
事、情节反转等噱头。人到中年的张
驰，曾经荣誉加身，曾经跨过山和大
海，也曾经跨过人山人海。年轻人难免
犯错，犯了错就得改。但张驰要改这个
错，不是用橡皮一擦了之，而是要付出
代价。这个代价，是尊严，甚至是生
命。巴音布鲁克没有海，赢得比赛但车
辆失去控制的张驰却看到了大海，在如
血残阳的余晖里，坠入那个心中的大
海，给自己身上太多的故事画上了一个
句号。

一个曾经赛场无敌的中年男人，背
着非法赛车的污点，养着来历不明的儿
子，赚着蛋炒饭的钱，操着重回赛道的
心。这其实是普天下中年人的真实写
照。中年人之累，在于对曾经辉煌的怀
念与不甘，在于对现实的不愿服输，在
于不再挺直的腰杆不介意为现实五斗米
而弯曲，在于不服现状的坚持，在于五
年没有摸方向盘却在脑海中模拟了数万
次驰骋在巴音布鲁克赛道，在于为了兑
现对儿辈的承诺明知对方是战斗机驾驶
员也要去赛一赛。

《新喜剧之王》其实是周星驰炒的
二十余年前的冷饭。当年的“死跑龙套
的”已经是华语喜剧当之无愧的王。现
在这个王给我们用隔夜饭炒的这部电
影，有人说是在卖情怀，有人说老周圈
钱，毁誉参半。但对于熟悉周星驰的观
众来说，仍能从中看到周星驰对喜剧的
坚守，对曾经那个喜剧世界的深情。这
个头发花白，不苟言笑，即将步入老年
行列的人，用一生的坚持，给我们奉献
了诸多笑中带泪的故事。

之所以把《新喜剧之王》和《飞驰
人生》放在一起说，一是因为主题上有
部分异曲同工之效，两片都讲了坚持，
都讲了尊严，都讲了面对选择时的取
舍、得失、努力和无奈。二是在影片的
部分细节处理上有共通之处，主要表现
在，前一个镜头还是豪气干云，下一个
镜头马上被打脸，对之前的豪气来了个
大反转。这种反转在韩寒的小说中就很
常见，电影延续了这种风格，而这也是
周星驰常用的手法。第三点，很重要，
韩寒和周星驰都是曾经陪伴我第一代人
走过少年、青年，并步入中年的……文
化符号。

如果回到四年前，我想我不会提笔
写我的母亲，因为母亲对于我而言，是
淡漠、冰冷的代名词。

二十多年前，母亲生下了我和弟
弟，没多久，就把襁褓中的我托给邻村
的一位老妇人照顾。就这样，生下来一
个多月，我便开始了离开母亲的生活。
所以，我不曾喝过她的乳汁，也没有得
到多少爱抚。

一岁多的时候，原本抚养我的老妇
人不幸生病去世，我又被转手交给了奶
奶。自此，我的整个童年便和我的爷爷

奶奶一起，我儿时温暖而又美好的回忆
中并没有母亲。每天清晨，奶奶唤我起
床，陪我玩耍，她去哪儿，我就去哪，
我俨然是奶奶的一条小尾巴。夜晚，我
也是在奶奶的怀里入睡。我对母亲的印
象少之又少，甚至非常陌生。除了偶尔
见面，被奶奶告知要喊眼前这个女人是
妈妈时，我才能看到她的脸。

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我被安排回到
父母身边。那晚，我至今难以忘怀：我
无助地躲在墙角哭，对自己家的陌生让
我无所适从。习惯了奶奶陪伴的日子，

我无法接受和自己的父母一起生活，我
哭闹着，挣脱着，想要回到奶奶身旁，
换来的却是母亲一顿打。母亲挥舞着手
臂重重地朝我打来，我害怕地不知所
措，无处可躲。那晚，我对这个不爱
我、还打我的女人产生了恐惧和厌恶。

往后的生活，顽劣的我经常被母亲
抓住狠揍，工具也是五花八门，基本上
是手边有什么就抄什么：毛巾、小竹
条、衣服……生活中最常见的东西都能
变成母亲教训我的利器。她从不和我讲
道理，也不需要和我讲道理，总是用生
硬的口气拒绝我的一切要求，用简单粗
暴的方式修理调皮捣蛋的我。在我眼
里，她是一个蛮横的母亲。我甚至怀疑
我是她捡来的。在其他同龄孩子躲在妈
妈怀里撒娇时，我和她已经是水火不容
的状态。

我内心一直渴望长大，离开她，离
开这个冷冰冰的“旅馆”。终于，高考
让我有机会“脱离苦海”。填写志愿

时，母亲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填离家近
的地方，我却背着母亲偷偷填了远在西
北的西安。我要离开这里，我要寻找自
由的天空。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录取电
话打来了，我如愿以偿被西安的学校录
取。我笑了，母亲却哭了……我不明白
她为什么哭，我也不愿意去明白。

脱离母亲的大学生活，我过得安逸
又舒适，因为我可以不用每天和她大眼
瞪小眼，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寝室和朋
友煲电话粥，一聊一个多小时，但是我
从来不会给母亲打电话，实在要打，那
也是一个月一次要生活费的时候。可
是，母亲却经常给我打电话，问天气、
问伙食、问学习。我不耐烦，草草说了
几句就以很忙为借口挂掉。

毕业、工作，我遵循了大部分女孩
都会经历的人生旅程，我和母亲一直保
持着不温不火的距离，偶尔象征性的寒
暄，还能证明我们是母女关系。

直到我结婚有了自己的孩子，母亲

开始雷打不动一天一个电话，她会提醒
我，天气凉，要多穿一件外套。会问我
是否有忙碌的工作，她可以过来帮我带
孩子。三天两头，买我爱吃的望潮送到
我家，虽然我再三提醒，我不能吃海
鲜。隔一段时间会送滋补品给我补身
体，她说，带孩子是最辛苦的。

渐渐地，我和母亲之间的沟通多了
起来，从一开始的孩子话题，衍生到生
活、工作，家长里短，这是之前从未有
过的。

有了孩子后，我才真正开始理解母
亲当年的行为。辛苦工作回到家，孩子
的调皮有时候也会引起我的愤怒，我竟
也举起手重重地打在他的身上。小宝哭
闹着、挣脱着，看到他的样子，我幡然
醒悟，这不就是当年我和我母亲的样子
吗？而我是爱他的。没错，我的母亲肯
定也是爱我的。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母子
连心吧。

爱你，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黄彬倩

闲话韩寒兼周星驰
□徐君

《海蒂和爷爷》带来的育儿感悟
□小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