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拍了一部电影，献给老爸老妈

外音话

我走的地方越多，

就越热爱自己的国家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四个春天》 是一部以家庭生活为背景的电影，45 岁的导演陆庆屹将镜头对准了自己年逾古稀的父
母。因为故事从 2013 年春天延续到 2016 年春天，所以有了现在这个片名。电影之外，这家人又有着怎样
的生活？请听陆庆屹近日在“一席”演讲上讲述自己的故事。

讲录演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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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我妈

我拍了一部电影，叫《四个春天》，是献给
老爸老妈的礼物。

我出生在贵州南部独山县的一个小镇，叫
麻尾。这个小镇只有一条街道，它与一条特别
清澈的小溪并行在狭长的山谷里，因此我童年
的记忆大多与青山绿水交织在一起。

那里的布依族、苗族村寨比较多，那些民
族都喜欢唱山歌，时常在旷野里能听到很远处
的歌声。 青年男女会在两个小山丘上对歌，选
择伴侣。

我妈妈从小酷爱山歌，并且想方设法学唱
山歌，几十年下来，她在当地很有名气，红白喜
事都有人找她去助阵。 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她
总是非常繁忙。

我记得小时候过春节，麻尾举行全民狂欢
活动。重头戏是舞龙舞狮，还有骑摆马。就是选
出七八个小孩扮演戏曲里的古人， 骑上马，到
村村寨寨去游街， 马走起路来屁股甩来甩去，

所以叫骑摆马。我 3 岁多的时候，我妈花了两
个多月时间，对着小人书琢磨着给我做了一套
“摆马英雄”的造型。

我爸爸是个物理老师， 性格非常温和，我
印象里他从来没有发过火。 他也酷爱音乐，音
乐是他唯一的精神出口，几乎每一种他能碰到
的乐器， 他都会去自学， 他一共会 20多种乐
器。

他还会做一些简单的乐器，笛子、二胡这
些，都是他自己做的。除了工作和照顾家庭，我
爸爸其他时间都浸泡在音乐里。 他曾经说：有
你们 3个孩子，有那么好的妻子，还有那么多
乐器相伴，此生足矣。

我家在麻尾中学的山脚下，可以说开门见
山。我三四岁的时候，因为生活太困难了，爸妈
工作之余，到镇上借来大铁锤，用半年多时间
开山，生生辟出了几块平地。又到一里多外的
地方，一趟一趟地挑来土，壅出两块菜地，种了
各种蔬菜，家里生活才慢慢改善。

但即使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家也总是有歌
声相伴。除了没有肉吃，我的童年记忆都是一
副欣欣向荣的样貌。

1998年，我爸妈借钱盖了一个房子，花了
半年多时间。但没想到一年后，火灾莫名其妙
地发生了。 父母辛劳一辈子攒下的一个家，就
这样被烧了。

那天我妈不在家，我和我爸面对着焦黑的
房间，手足无措，有点欲哭无泪的感觉。我们在
一堆炭黑色的东西里翻了翻，刚买的新电话融
化成一团，我姐买的小 DV也烧坏了。

我爸从废墟里翻出他的小提琴，背板已经
快烧成炭了，他吹了吹灰，叹了口气，下楼去
了。我继续在房间里东翻西翻。过了一会儿，我
突然听到沙沙的琴声，跑出去一看，我爸在天
井的井台上拉小提琴。 琴声在空旷中回旋，他
的动作很轻柔， 似乎看不出发生了什么事。听
着残破的琴声，我想，那个时候可能只有音乐
可以安抚他。我就站在那里看着他，看了很久，

也觉得心情平复了很多。 夜里我们俩点着蜡
烛，用柴火煮了点东西吃。

第二天，我妈回家来，看着一片狼藉，浑身
发抖。她愣了 10 秒钟，也没问什么，定了定神
就跑到楼上去找照片。 我们家的那些老照片，

被烧得只剩下大概 1/5。

照片对我们家来说非常重要，我爸妈说这
是记忆的物证，他们非常留恋时光。

我爸妈年轻时谈恋爱是很秘密的，几乎没
有人知道。有一次，我妈无意间听到别人嘲笑
我爸穷得一双鞋都没有， 她跑回家大哭一场，

做了一双千层底布鞋给我爸。那种鞋一般要做
半个月，她 3天就做完了。

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一口锅都没有，现在
的人很难想象那种状况。但即便是这样，我爸
妈每年都会攒一些钱，假期的时候，到县城请
照相馆的付叔叔拍一些照片。

我记得有张照片里是我爸给我妈戴花。前
两年，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又拍了一张同样的照
片，前后相差 53年。还有父母在我们家房子前
面的留影， 这个房子承载了我很多美好的记
忆。

这几张老照片都没有被烧掉，命运还算眷
顾我们。现在每年回家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
翻看老照片，说说笑笑。这些被唤醒的往事，印
证了我们的记忆， 填补了那些空缺的时光，似
乎一个家的光阴更完整了。

北漂生涯

虽然在这种家庭氛围下长大，但我其实从
小很孤独，因为哥姐很早就出去求学了。其他
孩子都有兄弟姐妹，而我总是落单的，被排挤
也很正常。

我很早就习惯了自娱自乐。 上初中的时
候，我一般都是三四点钟起床，往城郊的飞机
场那边瞎逛，回来后煮一碗面，吃完背着书包
去学校。我会坐在教室的窗台上，看天光渐渐
亮起，同学们陆陆续续进了校门，在操场上走
过。

好像我这一生的角色，总是和人群隔着一

点距离，我只是一个观察者。我很少与人交流，

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喜欢写日记，每天
都写。当天的天气，遇到了什么事，想了些什
么，我都会记录下来。

后来到了北京工作，我很喜欢加班，喜欢
坐夜班车。那时候人少，坐在角落里，谁也看不
清谁。公交车是不开灯的，只有到站了才亮一
下。我就把手伸到书包里，用一只很短的铅笔
头在书包里写日记，盲写。写哪个站上来了多
少人，灯光是怎么划过的，街上有些什么变化，

诸如此类。

1999年，我离开北京，去了贵州罗甸县的
一个矿山， 因为我觉得做什么都是一辈子，无
所谓了。但是在矿山，我看到了很多曾经忽略
的东西。比如星星，每天都能看到星星。夜幕降
临，开始只能看见几颗亮的，眼睛适应黑暗后，

星星越现越多，最后布满了整个天空。天空底
下，是一重又一重的大山，苍茫茫地望不到边。

我经常坐在山头看着世间万物，感受到人
的渺小， 也时常为自己的无足轻重而叹息。这
些东西对我没有具体的影响，但它打破了我的
日常经验，促使我观察身外的东西，注意天地
的样貌、时间的来去、生命的源泉与尽头。

就这样，5 个月过去了。2000 年过年后的
一天，刚刚炸了一个矿洞，大家在洞口等着灰
落下去。我不知怎么，也不等其他人，点着蜡烛
就一个人钻了进去。里面黑洞洞的，只听到自
己踩着碎石和呼吸的声音。

在寂静里，我发现石壁上炸开了一个十几
厘米的口，里面是一窝晶莹的水晶，一根根指
向圆心。亮晶晶的光透过水晶折射过来，从各
个方向钻进了我的眼睛。 突然间我被感动了，

心想：它们埋藏在山体里，没有人知晓，仍然朝
着最纯净的方向生长，为什么我不可以？为什
么我要在这里蹉跎？

过了一个月，我离开了矿山。

回到北京， 我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

2008年我买了一部相机，拍得很疯狂，每天卡
都是满的。

因为拍照，我学会了用不同的视角和眼光
去看这个世界。花花草草、日落月升、街上行
人、铺在地面上的光，每一种现象我都很有兴
趣。因为拍照需要等待和观察，慢慢地，我不再
急躁，越来越安静。

2009年，我注册了豆瓣，没想到这是人生
的另外一个转折。 我在豆瓣上开了一个相册
《回家》，就是回老家时，记录父母的生活、田间
地野的日常、街坊的往来。没想到这些普通的
照片下面，有很多评论，让我特别感动。

这种感动促使我去重新审视自己，去观察
那些逐渐消逝的小城生活。离开家 20年，我所
有的审美、思维、习惯都被重构了，变成了家乡
的旁观者。 我回去的时候不需要跟生活较劲
了，可以很平和地看待它，很多意义就在这一
片琐碎中浮现出来。 这些意义可能是诗意的、

现实的，也有一些带着浪漫色彩。

《四个春天》

最开始，因为对家庭气氛的迷恋，让我产
生了一种想记录下来的想法，于是我买了一台
可以拍视频的相机。

两年多之后，我无意间看到一篇侯孝贤的
访谈。电影学院的学生问他：怎么开始自己的
第一部电影？侯导说：想拍就去拍，你不拍怎么
知道如何开始？

这句话很打动我。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
素材， 为什么不做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
呢？

我开始带着学习的意识去了解电影是什
么。从豆瓣影评里开始搜寻，找到一些蛛丝马
迹，那些碎片化的信息一点点建立起我的电影
概念。 之前我的观影量可能还不到 100部，那
一年我一共看了 800多部电影，有的电影看了
十几遍，电影思维慢慢有了模糊的轮廓。

这期间，我也曾怀疑过自己。有时我会想，

自己在这个世界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从过
往的人生阅历里， 并不能找到确切的答案，但
有一点我确信：每个人都是不可复制的，每个

人都有与世界相处的独特体验，也都可以把这些
体验表达出来。对电影研究得越深，我就越意识
到，它比我之前从事过的绘画、摄影更适合表达
我的感受。

我想做一部真正的电影来献给父母。带着这
种想法，我更细致地去观察父母，从而也更深入
地了解到父母身上那些普通人的光辉。在他们那
个年代，有无数的家庭被淹没了，特别遗憾，我希
望能够做些什么来献给他们这一代人。

有了这种驱动力，我就特别有热情，经常背
着 20多斤重的包和三脚架， 跑上跑下， 跑前跑
后。尤其是去山里的时候，为了拍到想要的内容，

会跑得更辛苦。

2016年春节，我参加高中同学聚会。饭后去
KTV，同学包了一个有舞池的多功能厅，几十个
中年人在彩色的闪灯下纵酒放歌。我出门坐在沙
发上抽烟，两个同学问我怎么闷闷不乐，我说我
在想未来。他们扑哧就笑了：我们还能有什么未
来啊？我说：有！

他俩对视一眼，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要做
中国最好的导演。其中一个同学腿一软，扶着我
的肩膀说：陆庆屹啊，你还是先做我们独山县最
好的导演吧。我说：拭目以待。

那天散场后，我回到家里，开始想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的身体逐渐衰弱，我怕来不及
了。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剪辑，连剪辑软件都不会
用。但是我已经决定开始，带着忐忑的希望。

我光是看素材就花了一个月。然后去找卖我
电脑的小哥装了剪辑软件， 我请他教我基本操
作，他说只会装不会用。但他建议我买书来学，我
一下子茅塞顿开， 直奔中关村买了两本教程，回
家边学边剪。

我把家里的网络全部断掉，谢绝了所有的工
作和朋友。除了扔垃圾和买菜，足不出户，每天和
清风明月相伴，与花草为伍。

我住的地方没有空调和暖气。夏天，我把冰
袋泡在水里，用风扇把凉气吹过来，但仍然是浑
身大汗。冬天，我穿上两件羽绒服，实在太冷就烧
水来泡脚。

最后， 花了 20个月的时间， 剪辑终于完成
了。在朋友的奔波下，北京的尤伦斯艺术中心愿
意安排一场放映，2017年 12月 30日， 正是北京
最冷的时候。

映前几天， 我回贵州去接我爸妈来看电影。

我妈大吃一惊，眼睛都快掉下来了，问我：是在电
影院看吗？我说：对呀。她说：是那种大银幕吗？我
说：对呀。此前她一直觉得我在胡闹，换了很多很
多工作，没有安定下来。

记得有一次她要晾腌菜，我端着相机在一边
拍。她问：我吃饭你也拍，走路你也拍，拍这么多
干什么？我说在拍一个纪录片。她问什么是纪录
片，我说就是电影的一种，她呵呵一笑，上楼晾菜
去了，我继续跟着拍。她回过头来看我还在，叹了
一口气，摇摇头朝我笑。电影对小县城里的人来
说实在是太遥远了，他们不敢想象。

那天尤伦斯的放映， 我像是做了一场梦。映
后交流的时候， 有观众知道我爸妈也在现场，就
鼓掌让他们上台。

我妈很激动， 在大家的掌声中走上了舞台，

她笑中有泪地对我说： 早知道你真的在拍电影，

我就穿得好看点了， 那个头发乱成什么样子了！

观众大笑。她又说：祝你梦想成真。我一时不知道
说什么，只是对着她笑。

那时我爸已经行动不便了，只能在观众席上
站起身， 摘下帽子对身后和身前的观众鞠躬致
谢。他拿着话筒稳定了一下情绪，颤声说：今天我
在大银幕上看到我自己了，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
我们的吧，感谢我的儿子！那一刻，我控制不住就
流泪了。

后来， 在西宁的 FIRST青年影展上，《四个春
天》获得了最佳纪录片。领完奖到后台留影，要穿
过一小段黑暗的空间，隔音门合上的瞬间，声音在
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回荡，显得很遥远。几秒钟里，

我仿佛跨越了两个世界。恍惚中走下台阶，坐在走
廊的墙脚，看着手中的奖杯，迷迷糊糊地想起了很
多零散的往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快速闪过。

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发现眼前的场景和
那个 KTV的门口有些相似。 我想： 至少在这一
刻，在这个夜晚，在某个领域里，我没有食言，我
做到了最好！

“我觉得作为一名科研人员， 淡泊名
利就是完全遵守科学的规律、 科学的态
度，不被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人的名
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
融入祖国的强盛之中，此生足矣。”

———近日， 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
弹一星”元勋于敏在北京逝世，享年 93岁。

他在生前接受采访时， 这样谈及自己对座
右铭“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理解。

“我们的信心来自产品比别人都好，让
人不买不行。全世界能做 5G的厂家很少，

华为做得最先进； 能够把 5G基站和最先
进的微波技术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基站的，

世界上只有一家公司能做到，就是华为。我
们在技术上的突破， 为我们的市场创造了
更多机会，带来了更多生存支点，所以，我
们没有像外界想象中的那么担忧。”

———近日，华为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任正非在华为公司总部接受了媒体采访，

谈及近期的纷扰，任正非这样回应。

“近些年来， 史学研究领域存在着碎
片化、表面化、片面化现象，这不应该成为
历史研究的主流。真正的历史研究从来不
是冰冷的学术过程，而是充满情怀、抱负、

灵感的科学探索。新时代中国史学必须弘
扬优良传统，努力展现当代中国历史学独
特的科学价值和人文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
史研究院院长高翔近日在 《人民日报》发
表文章，这样表示。

“好多人问我：你们搞尖端科研的，一
路历尽沧桑，你们的人生可以用哪几个字
概括？我说，一个是‘痴’，痴迷于核潜艇，

献身于核潜艇；一个是‘乐’，在极其艰苦
的条件下乐在其中，苦中求乐。要问我这
一生有何感想，我会说：我们是中华民族
的儿女，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事业，此
生属于核潜艇，此生无怨无悔！”

———不久前，95岁的著名核潜艇专家
黄旭华在接受采访时，对于“如何看待当
年的付出和牺牲”这个问题如此回答。

“我的妈妈每天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
穿梭，她是一名外卖配送员，尽管她很认
真敬业，但有时候也会有人莫名其妙地给
差评， 甚至有一次因为没有提前送达外
卖，客人要让我妈妈赔钱。我希望大家都
能对像我妈妈一样的人多一些善意，因为
当你打开门的那一瞬间，看见的也可能是
我爸爸捧在手里的‘小公主’。”

———日前，在湖南卫视《少年说》节目中，

无锡外国语学校初一（12）班的李仁志讲述了
自己妈妈送外卖的故事，让无数网友泪目。

■演讲 陆庆屹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 张维为

近日 ，在东方卫视 《这就是
中国 》节目中 ，复旦大学中国研
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谈到中国
的饮食文化 、家庭文化 、市井文
化 、商业文化等文化特色 。以下
是张维为教授演讲节选，内容有
删减。

我走过世界上 100多个国家，发现各
种各样的文化都有长处，不同文化确实需
要互鉴和学习。但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中
国有几个文化上的特点，与我们的崛起绝
对有关。

一是中国人特别勤劳， 走遍世界，像
中国人这样勤劳的并不多见。二是我们这
个民族整体上积极向上，我们总是在想办
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很多民族不一定有这
个特质。所以，我觉得中国崛起是和我们
的文化特质有关系的。

大概 4年前，一个机构在做上海文化
建设的中期规划，请我去做讲座。他们给
我看了两个研究报告，里面列出了上海与
纽约、巴黎、伦敦的差距。我说，我在这 3

个城市都住过，我感觉上海已经在很多方
面做得很好。除了硬件方面的优势，上海
的家庭中位净资产、人均预期寿命、婴儿
死亡率等数据优于纽约， 可以和伦敦、巴
黎比一比；上海的社会治安比这 3个城市
都好，甚至好很多。我觉得这些东西才是
基础性的，非常重要。

所以我提了个建议：为一个城市做规
划， 首先要考虑这个城市居民的文化偏
好，要从中国人的视角、中国人的文化偏
好出发，然后再与纽约、伦敦、巴黎进行比
较。

比如， 城市比较中有这样一个指标，

一个城市中人均餐厅的数目。其实，在这
个指标之外，中国的餐厅显然在品种上更
丰富，因为中国人喜欢饮食多样化，不能
老是吃热狗、汉堡，一两天就吃不下去了。

不只是饮食，中国文化体现在方方面
面。另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家庭
文化，中国人为家庭所做的付出、牺牲，远
远超过西方人。

大概 20年前， 我在纽约看过一部电
影叫《喜福会》，故事非常简单，讲的是 4

位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的母亲对她们的
女儿讲述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反映出两代
人之间的冲突。当时坐我边上有个美国老
太太，一边看电影一边流泪。她对我说：这
种场景上世纪 50年代可能还有， 我们现
在已经见不到了。

这背后的现状是，西方社会尤其是美
国社会传统的家庭结构正在解体。 据统
计，2014年，美国社会中“父母+孩子”这种
典型的传统家庭只占到 19%，其他都是非
传统家庭。所以我觉得，仅仅把中国人普
通的家庭亲情拍成电影，就可以打动很多
外国人。

第三是市井文化，也就是普通老百姓
的日常生活。中国普通老百姓会把每天的
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上海的弄堂文化、北
京的胡同文化都是如此，有下棋的、打牌
的、泡茶的、练太极拳的、跳广场舞的等
等。许多“老外”看到中国大妈跳广场舞就
特别激动，因为他们的国家很难看到这种
市井生活。

还有商业文化。我认为上海的商业便
利程度是世界上最发达的， 在市区每步行
5分钟就有一家 24小时便利店。 还有淘
宝、京东等网购，中国现在每天的快递包裹
量超过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快递包裹量的
总和， 可以说是线上线下的一场消费革
命。

在欧洲，周末的时候商店要么缩短营
业时间，要么关门。而对中国人来说，商店
就应该开到晚上 9点、10点， 不能这么早
关门，周末也应该开。快递也是，国内人们
往往是以天甚至小时来计算时间，今天买
明天送到； 而国外则是以周来算时间，想
加快就要付加倍的运费。

此外，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中不崇尚
暴力，整体比较平和。如果你在美国生活，

很少会听到美国人说想饭后散散步，因为
他们没有安全感。在纽约，除了像时代广
场、百老汇这样一些景点，其他多数地方
你晚上是不能去散步的。而在中国，你开
车到任何一个村庄，你可以随意和老乡聊
天，买他们的土特产。在其他绝大多数国
家，这样的做法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你一出国就会感觉到这种安全
感，它和空气一样，存在的时候你不一定
感觉得出来，但没有的时候，你一下子就
会发现它的珍贵。

确实， 这世界上你走的地方越多，你
就会越热爱自己的国家，越珍惜这个国家
许多看似普通实际却非常精彩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