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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女儿看电影
□朱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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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想来，好像多年未看过电影了。 女儿
早已订好票， 说选的是上映比较叫座的片子。
然后，我们就朝影院进发。
坐电梯，到了前台。 在自动机器上取票是
女儿操作的，旁边观看女儿熟练操作的我十分
惊诧，简直是莫名惊诧，如果我不来走这一回，
是不是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怡然自乐？ 这个
世界变化得太让我手足无措了。 ＡI 真是无处
不在！
检票的美女很温柔，引导我们进场的美女
普通话也很标准。 我在想，若干年后，这些美女
会不会是机器美女呢？ 我们进的房间不像原来
的电影院那样大，大约只有几百个位置，呈阶
梯状层层上升。 不过座位有扶手，软座，感觉很
舒适。 正在放广告的屏幕很大，占据了前面的
整面墙，迷离的画面让我有些朦胧。 音响声音
略微有些大，震得我有点头昏。 女儿介绍说，这
样的房间有好些个， 同时放映着不同的电影。
令我吃惊的是，进来看电影的居然有好几个没
人陪同的老人。 女儿再次用白眼鄙视我，说我
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连老年人都比不上。
是啊，这些年，似乎总是忙、忙、忙，忙工
作、忙家庭，忙得晕头转向，除了女儿日渐长
大，自己白发渐生，似乎无甚收获。
女儿乐不可支拉着我的手，似乎害怕我逃
遁；精彩处并不说话，只是紧捏一下我的手。 我
知道要静默，因为房间里没有谁尖叫，只是音
乐声或打斗声在上空回响。 也有人中途离场，
总是静悄悄出去。 配乐声小时，间或有小口啜
饮果汁的声音传来。 看电影的绝配不再是瓜子
胡豆，而是一大杯奶香四溢的爆米花。 我闻着
甜香味， 并没听见显示牙齿和咀嚼肌的噼啪
声。
女儿在看荧幕的空当， 有时偷偷看一眼
我，嘴角微微上扬，眼里满是笑意。 是电影内容
让她满意，还是我没有抱怨让她感觉“自己老
妈素质还行”，我没有问。
散场后， 女儿挽紧我的手臂， 轻轻地说：
“以后我上大学了，陪你的机会就少了。 你要记
得啊，我曾经陪你看过电影！ ”
刹那时，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竭力
控制不让它掉下来。 我突然明白女儿为什么非
要死乞白赖要我陪她看电影： 女儿长大了，她
想用她的方式回报我对她的陪伴！ 脸上的皱
纹、耳鬓的白发并不是唯一的收获，此生最大
的收获，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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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好不容易放几天假， 央求我：“妈妈，
我们去看电影，如何？”我断然否决：“去影院看
多贵啊！况且我没有时间，那么多事堆在那里，
哪里有心情去看电影，何况等几个月网上就有
了，花那个冤枉钱做什么？”女儿满脸乞求：“你
都那么久没陪我了，你总是忙、忙、忙，难道陪
我看场电影过分吗？”我见女儿态度坚决，于是
说：“你找个同学陪嘛，我拿钱就是。”谁知女儿
不悦：“我就是想同你看，难道我长大了，你就
不陪我了？ 今天晚上去看吧，你还从没有去影
院陪我看过电影呢！”想想也是，似乎那家电影
院倒闭后，我就没有去影院看过电影了。 我还
以为电影院这种物事早已灰飞烟灭了，哪晓得
它又枯木逢春了，不知道现在电影院变成什么
样子了。看着女儿期盼的目光，我终于点点头，
女儿高兴地拿起我手机，眉飞色舞，说要下个
APP，网上买票，一会儿去影院领就是。 女儿见
我吃惊的表情，说：“OUT 了吧？ ”
看着女儿兴高采烈的样子，不禁想起小时
候看电影的事来。 那时候学校总是包场看电
影，文娱委员发票。拿了票，也如女儿这般兴高
采烈，因为又可以放半天假，有时老师还忘记
布置作业。影院门口总有许多卖瓜子、胡豆的，
总要想方设法省钱买上一包，去影院里看电影
里吃得啪啪作响。 通过门口检票员的检查，再
撩起厚重的金丝绒门帘，昏暗的影院里早已人
头攒动。 一排排木质的黄色翻翻椅找过去，找
到自己位置坐好， 然后一边等昏黄的灯光熄
灭，一边和调到一起坐的好朋友侃大山，期待
电影的开始。
看的什么内容大都忘记了， 只有一回看
2D，学校还专门发了个纸片做成的眼镜，架在
鼻梁上痒痒的。记得当时电影里一个女子拿着
一根竹篙撑过来，似乎就戳到了鼻梁上，引起
我一阵尖叫。 当然影院里叫的不止我一个，因
为声音里还杂夹着笑声。 如果把眼镜取下来，
竹篙依然在幕布上，没有这个逼真效果。 也有
看哭的电影，名字和内容都记得很深刻，叫《妈
妈再爱我一次》， 传言说每个同学都要带手帕
进去，不然哭得稀里哗啦不好看。 据说看过电
影没有谁不哭的，主题曲《世上只有妈妈好》现
在还很流行。 当时真的很伤心啊，一个没有妈
妈长大的孩子，终于用爱唤醒了迷糊世界里的
母亲，那种超凡的爱感染了在场所有人。 大了
些，也有逃课和同学看《霸王别姬》的经历，再
后来，记得的就是《泰坦尼克号》了。

一群年轻的朋友相约开上私家车，后备箱装满了行李，
一路在心中哼唱着流行歌曲去闯九州、走天涯，周游祖国的
大好河山。
他们中小的只有二八年纪，大的也就二三十多岁，男男
女女，成群结队，无牵无挂，真的很豪迈呢！ 他们处于一个开
放、开明的时代，展现在他（她）们面前的世界缤纷瑰丽、丰
富多彩，较之于我们这些上几代人，他们不像我们多了许多
沉重的历史感、使命感和责任感，以致于常常深陷在耿耿于
怀、无休无止的唠叨与念旧中。
他们的目光单纯、清澈而明亮，他们的视线总是投向现
实与未来，虽然他们注定要承受再无铁饭碗的失落，却有了
跳来跳去的自由，他们有了许多新鲜的机会让自己选择，可
以实现二十多岁做老板的梦想。
而我们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绝对没有这份潇洒与浪
漫，他们看上去多么青春，只要望上他们一眼，心中就会生
出无限的羡慕与感慨！ 他们生于八九十抑或零零年代，如今
正是好年华，啥都让他们赶上了，他们带上足够的激情、顾
盼和盘缠， 他们有着挥洒不尽的精力
和优越的物质保障， 一半是他们自己
挣来的，一半是父母给予的，他们都是
小老板，QQ、微信、视频，联系是分分
钟、秒秒钟的事情，会会面、碰碰头、视
视频， 互相鼓捣一番就可以关上门去
远方走天涯、看风景。
想想我们这一代人， 却不能拥有
这样的雅兴和洒脱， 身边有太多的羁
张
绊束缚着我们的手脚， 心中有太多的
浩
宗
顾虑阻碍着我们的行程， 上有老下有
小， 还有一份较为稳定的职业捆绑和
负累着我们的行为， 我们总是周而复
始、 按部就班地重复着每天都一样的
虚情假意的日子，我们是不是很无聊、
很无助、很悲哀？
年轻是令人羡慕的， 更令人羡慕
的是他们懂得享受青春， 假若我们也
能够年轻十岁、二十岁、三十岁？
其实， 老和不老都取决于自己的
心态，还是让我们带着一颗不老的童心，满怀激情地吟诵王
蒙的《青春万岁》吧：所有的日子 /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 让
我们编织你们 / 用青春的金线 / 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
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 / 细雨蒙蒙里踏青，初
雪的早晨行军 / 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 / 是转
眼过去的日子 / 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 纷纷的心愿迷离，
像春天的雨 / 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 / 我们渴
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 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 /
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奇 / 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
漠 / 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 / 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
去吧 / 在生活中我快乐的向前 / 多沉重的担子， 我不会发
软 / 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 / 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
了机器， 擦完了汗 / 我想念你们， 招呼你们， 并且怀着骄
傲，注视你们！
怀念不如正视，羡慕不如行动，只要我们心态平和，敢
于卸下负累我们身心的包袱，我们就会永远年轻。 哪天，我
们也相约一起去远方，因为，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青春是多么美好啊，青春是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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