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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朋友圈刷屏的热映纪录片《四个春天》，以 2013年至 2016年的四个春天为时间节点，记

录了一对相濡以沫 50多年老夫妇的家庭日常，上映后，它在豆瓣的口碑高达 8.9分。 这部电影是陆

庆屹的导演处女作，他耗时 6 年，记录下家乡年迈父母寻常生活中的诗意，其中传递的乐观坚韧且

温柔细腻的生活态度，戳中人心。 近日电影同名图书《四个春天》出版，陆庆屹在书中详细讲述了父

母令他感动的那些日常生活细节。 春节又快到，回家的日子日渐临近，你的家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关于《四个春天》的一些小事：

“父母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是温柔”

热点

B11

2019.1.14��星期一

陆庆屹

拍完《四个春天》后，很多次映后交

流里，都有观众问到同一个问题：影片

的拍摄过程中， 有哪些记忆深刻的细

节？每听到这个问题，我都会停顿片刻，

因为这样的记忆太多了， 需要选择，我

每次的回答也不尽然相同。有些片段最

终并未放入成片，但在生活里它们仍然

影响着我。

我的房间斜对着厨房，起身便能看

到天井。我习惯晚睡晚起，将近中午，爸

妈会来叫我起床吃饭。 一天起得早，我

看见爸在天井里给妈熬中药。这个过程

很漫长， 要把煨出来的药汤熬成膏，所

以火要小，还得不停搅动，防止粘锅糊

掉。我问爸这么冷的天为什么不在厨房

里熬，爸说味道太大，水汽太重。他说话

的语气总是平平静静的。 我几次去换

他，他也不肯，说依我的性格做不好这

种事。 我隔着窗，看他挨着厨房坐在天

井一角。厨房里妈在准备饭菜或做针线

活。 腊月间天气寒冷，爸一只手揣在手

套里， 脚焐在装有热水袋的脚套里，木

铲子在锅里一圈一圈地划，手冷了就换

另一只，满头白发在阴冷的空气里微微

颤动。电磁炉的刺刺声从门窗缝里钻进

来，细细的，安宁得让人心里微颤。我呆

呆地看着被框在一扇窗里的他，像端详

着一幅画，一幅在时间里流动的画。 中

药的味道渐渐传来，仿佛很多暗色记忆

的索引，我心下一动，又架起了相机。虽

然同样的景象拍了很多次，但我觉得每

一次都有特别的意义，我愿意记录下哪

怕千篇一律的动作。

刚拍了一会儿， 妈从厨房里出来

了，手里拿着做了一半的小鞋子，老花

镜垂到鼻翼。 她在爸侧后方站了好久，

低头看着锅里搅动的木铲。 爸没有回

头，依然注视着手中的活计。 我们三人

的目光就这样以不同方式和心情，聚焦

在那把木铲上。 这感觉很奇异，仿佛那

稳固的律动里，有一个情感的结把我们

绑在了一起。 过了一会儿，妈眼神恍惚

起来，似乎神思已经飘远了。 我猜想她

一定回忆起了很多岁月中的风风雨雨。

她眼神越来越温柔，抬起手抚摸爸的白

发，柔声说，你的头发应该理啦。 爸说，

嗯。 这一声回应让她回神过来，脸红扑

扑地笑了起来，用普通话说，谢谢啦。妈

在说一些难以启齿的话时，会换成普通

话，似乎隔着一层习惯，就易于开口了。

爸说，谢什么鬼啊。她好笑说，谢谢你的

情啊，谢谢你的爱呀。爸也笑了，然后叹

息一声，没再说话。

我从来没听过哪个老人这样直接

地表达爱意。 愣了一下，像偷窥了什么

秘密而怕被发现一样脸红起来。我轻轻

关掉相机，蹑手蹑脚摸回床上躺下。 过

了不久，妈来敲我的门，懒鬼，起来吃饭

啦。我应了一声。那一整天，我都陷在一

种化不开的温柔里。

一年除夕， 年夜饭后我正在洗碗，

爸妈打开了电视等《春晚》，房间突然黑

下来，停电了。愣了一下后，黑暗里响起

爸的笑声：哈哈哈，好玩。他突如其来的

快乐点燃了我们的情绪，都跟着笑了起

来。 我掏出火机打亮去找蜡烛，隐约看

到妈坐在路灯透窗而来的微光里左右

顾盼。 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也没有供

电局的电话。 互相讨论了一会儿，妈拍

桌说，这电爱来不来，干脆去山里走走。

于是一家人穿衣换鞋，说说笑笑往城外

走去。 那真是个特别的除夕之夜，父母

面对突发情况的淡定让人钦佩，我这一

生从未听过他们说一句抱怨的话，遭遇

任何状况都坦然面对。

2013 年的春天，乍暖还寒。 我一向

作息不规律，爸妈早已习惯，从不打扰

我。一天黄昏过后，我睡醒来打开房门，

豁然看见天井对面， 爸妈各处一室，妈

在缝纫，爸在唱歌，兴起处挥手打着拍

子。 在黑暗里，他们像两个闪亮的画框

中的人物，并列在一起，如此地和谐。两

人手势起落的节奏韵律， 奇妙地应和

着。我连忙架起相机，镜头都来不及换，

按下按钮， 站在他们对面的夜黑里，静

静地看着，心中排山倒海。 那是我第一

次在一定距离外， 长久地凝视我的父

母，我仿佛看到了“地老天荒”这个词确

切的含义。

曾有人问我，你父母身上那么多让

人感动的特质， 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

么？ 我想了想，回答说，是温柔。 温柔能

带来这世上最美好的东西。

（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书是作家毛

尖在《收获》杂志上

连载的电影文章的

集结， 以“电影·人

生”为母题，以中外影史中的精彩佳作

为对象，以奇思妙想、率性幽默的文字

为载体， 书写当下读者现实生活与个

体性灵中最真实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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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原与城市的夹缝中寻找灵魂

陈朴

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诗坛，安然没

有受种种干扰，一直坚守着诗歌的崇高

与美好，她像一株木槿花一样，安静的

居于一隅，坚持实践着自己纯粹、神圣

的诗歌之路，这对于一位青年诗人而言

已经十分不易。

读安然的新诗集《北京时间的背

针》，顿觉一股清新之风扑面而来。 安然

从小在草原长大，如今生活在繁华的南

方城市，周围生活环境的巨大差异对安

然的内心无疑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冲撞，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无声的冲撞变得

愈来愈强烈，那么在远离故乡千里之外

的地方，安然内心的孤独和愁苦如何排

遣？ 借酒消愁———不适，游山玩水———

无意，唯有诗歌才能给她一丝慰藉和坦

然。

从故乡走向远方的人，不管地位再

高，经济再富裕她也会时刻怀恋着自己

的根系。 一位离开故乡的诗人，就是一

位失去灵魂的人， 寻找灵魂的诗人，对

故乡的追寻也就成了她写作的宿命，无

法逃离。 离开故乡在他乡写诗的人，往

往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一屋一

瓦、一锅一碗都会成为她诗歌写作的源

泉，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城市里有多少身不由己的无奈，故

乡就有多少自由惬意的欢乐。 安然的诗

歌没有太多技巧的雕饰，也没有一丝故

弄玄虚的忸怩或做作，她以真诚面对生

活，以认真面对诗歌，主张诗歌尊崇内

心、尊崇自然、尊崇现实，用诗歌的“素

颜”挽回了比“化妆”更为美丽动人的一

面。“睡眠”“粮食”“蔬菜”“肥胖”连成一

体，对“故乡”的“时光”做出了全面而深

刻的诠释。

诗评家霍俊明在《“70 后” 的“马

灯”：一代人的写作命运》一文中指出：

“对于怀念‘乡土’却又最终失去‘乡土’

的这一代人，写作似乎正印证了‘行走’

诗学在当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若深

入探究霍俊明这句话的含义，似乎可以

说更多“80 后”诗人在行走诗学的道路

上走得更远，更为彻底。 从内蒙赤峰到

广东广州，从北方到南方，从寒冷到炎

热，从青涩到成熟，从人间到诗歌，安然

就是这样一路前进着，坚持着，努力着，

歌唱着，义无反顾且无怨无悔。 诗集中

像《起风了》《这般红》《请不要轻易说出

爱》《今夜，我在家乡》《妈妈，白发》等诗

作都是安然诗歌之路的深刻印迹和鲜

明例证，读来无不令人身同感受，唏嘘

不已。

生在草原是安然的幸运，而离开草

原更是安然的宿命，就像生为女子是安

然多愁善感的因子，而与诗相伴才更会

让安然在草原与城市的夹缝中获得一

丝心灵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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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字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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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字，如见故人来。本书收录的四

十六篇说文解字，每一篇都有一段“得

胜头回”，说的是作家生命里与字相逢

的风景、 际遇， 后文便是关于汉字的

形、音、义与词组的说解、甚至延伸变

化：人若宽心不怕“肥”、“醉”里乾坤

大、“旅”字的长途旅行……字与词，在

时间的淬炼之下， 已经不只是经史子

集里的文本元素， 更结构成一代人鲜

活的生命经验。

《图解欧洲艺术史：18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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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 600 多件

艺术珍品，全景式呈

现 18 世纪的 28 个

艺术主题、60 位艺术

巨匠、28 座艺术明珠

城市。这是一套经典艺术史普及读物，

针对现代人碎片化的阅读习惯， 以提

炼词条、高度概括、拆分图片细节、高

信息量的呈现方式，带你了解 18 世纪

这个艺术自由的时代。

《夜短梦长：毛尖看电影》

毛尖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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