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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4日 星期日 03WEEKEND 有声有色追剧观影听歌 周末一起娱乐

不亦乐乎一闪而过的智慧 长久留驻的快乐

扔在地上
第一次抱我家的狗，它就在我身上撒

尿，我赶紧把它扔在地上。老妈心疼地抱
起狗对我说：“你小的时候经常在我身上
撒尿，我哪次把你扔地上了？”

没有看好
今天和女朋友走在路上，黑暗的角落

里突然窜出一条金毛，女友吓得一声鬼
嚎，把金毛吓跑了！我只得给狗主人道歉：

“对不起，我没看好她……”

都不浪费
中午和女同事吃薯条，掉了半包到地

上，我觉得挺可惜，就说：“要是养条狗就
好了，掉地上的可以给它吃。”同事开玩笑
说，生个小孩也可以：“养小孩和养狗的区
别不大。养狗，薯条掉地上了狗吃；养小
孩，他捡起来喂给你吃……都不浪费。”

深深鄙视
周末带着我的金毛在外溜达，马路旁

的灌木丛修剪得很整齐，我的狗一个纵身
就跳了过去，然后回头瞅我。我助跑了一
下，也一个纵身跳起……结果我摔了个狗
啃屎。趴在地上头昏眼花的我，从我狗的
眼神里看到了深深的鄙视……

都愣住了
准备要孩子，就把养了两年的金毛送

回了娘家。老公怕我想狗，就让我往他嘴
里扔零食，他学金毛的样子张嘴接住。有
天我们回婆婆家吃饭，老公让我递给他一
个馒头，我拿起馒头就向他扔去，老公很
给力地一窜，张嘴叼住了。我俩正得意，就
见公公、婆婆、小叔子，全都愣住了……

咱换一家
有一次我爸早晨去遛狗，我晨跑回来

刚好碰到了他们，我爸就把手里的一整屉
小笼包递给我，说他吃不完让我都吃了。
虽然他这样说，但我心里还是一阵感动，
因为他明明只吃了一个！结果我听到他转
头跟我家狗说，“这家小笼包不好吃，我带
你去吃别家。”

实话实说
吃饭时，邻桌是对恩爱的小情侣，男

的很贴心地喂女的吃菜，女的萌萌地问：
“你除了喂过我，还喂过谁啊？要说实话
哟！”男的神情诚恳地说：“我家狗。”

主动献宝
跟朋友出去喝酒回来晚了，被爸妈狠

狠数落。二老越说越生气，这时，我家的狗
主动从厨房叼出了笤帚，像献宝一样，放
在了我老妈的脚前……

怕你走丢
最初领狗出去玩，总担心它会跟丢。

现在，笨狗总是走在我的前面，一步三回
头的看我，如果要拐弯，它还会停下来等
我，感觉它很担心我会走丢似的！

演技出众
出去遛我家金毛，我停下它就停下，

我走它就走，我以为它很听话，就把牵引
绳往地上一扔……然后我追了它二里地。

陪它嬉戏
吃过晚饭，带我家狗去广场散步，哪

想一个没注意，它把我鞋踩掉了，我也跟
着摔倒！可气的是它叼起我的鞋就跑，我
光着一只脚丫追，它以为我在和它玩，继
续没命地跑，广场看热闹的人都笑翻了！

旅行目的
小长假，我一哥们儿开着车，带着媳

妇和儿子，还有家里的哈士奇一起去了大
草原，一路自驾别提多开心了！当车开到
目的地，一家人在领略草原风光的同时，
望着他家的哈士奇奔向远方……他家的
狗，就这么在草原跑疯了，直到他们离开
也没有再回来。一家人心情沮丧地开车回
家，一路上谁也没说话，快到家时他儿子
来了一句：“感觉这次是去放生的……”

感同身受
我家哈士奇平时愣头愣脑一副天不

怕地不怕的样子！昨晚上看《人与自然》非
洲狮子的故事。狮子正猎杀水牛，它也瞪
着大眼珠子跟着看，演到狮子杀了水牛
后，满嘴是血地看向镜头……我的狗

“嗷”的一下跳到我怀里，不停哼哼，还可
耻的吓尿了！

等着挨打
农村亲戚家的大土狗，整天调皮捣蛋

到处惹事，今天又把对门的鸡咬死了两
只，亲戚只得赶紧赔钱道歉。完了回到家
里一看，那只狗，已经自己趴着撅好了屁
股等着挨打了……

猝不及防
昨晚和老婆吵架，坐在沙发上的她二

话不说，拎起躺在她腿间熟睡的猫就向我
扔来。猝不及防！花猫直接砸在了我脸上，
然后全世界静止了，我和猫懵了，老婆也
懵了……顿了 3 秒后她支支吾吾道：“我
……我以为是抱枕……”

被猫抓的
小时候最糗的一件事是和女同学吵

架没吵过她，急眼和她打起来，然后也没
打过，脸上还被抓出条血痕。老师看见问
我怎么回事，我没好意思说实话，就说被
猫抓的。结果放学后又被她打了一顿，因
为我骂她是猫。

演技超绝
你永远不知道一只猫有多会演戏！我

不小心踩了我家猫的脚，它从此就不会走
路了，我奶奶天天抱着它去吃饭去排便，
我天天受到良心的谴责……就昨天，家里
没人，我开门的时候看到它在屋子里上蹿
下跳，活力四射。而它，在见到我的瞬间顺
势往地上一摊，又开始装起来……

掩耳盗铃
我家猫最会掩耳盗铃，尤其在它偷吃

的时候，会故意把头扭到一边，闭上眼睛。
它以为它看不见别人也看不见吗？有次我
趁它闭眼把食物端走了，它伸着爪子摸啊
摸啊……咦？怎么摸不到？哈哈哈哈哈！

迟迟不归
当年家里有一只猫很讨厌，不仅偷吃

东西，还到处拉屎撒尿。我奶奶想把它带
出去丢了，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反正后来
我爷爷说，你奶奶去丢猫，猫都回家了，你
奶奶还没回来……

逃离现场
小时候在农村，吃点好吃的挺不容

易。有次我爸上街，给我和我弟一人带了
一个大肉包子，我弟几下就给干掉了，我
躲着他跑屋外慢慢地啃包子皮，想着最后
把肉一口吃掉肯定很爽！正当我准备大快
朵颐时，我家那只大公鸡，对，它一直“潜
伏”在我身边，闪电般跳起来，一口就啄走
了那坨肉，飞一般的逃离了现场……

一了百了
同事跟我诉苦，说自己前段时间养的

仓鼠病了，给他愁得晚上都睡不好觉，经
常半夜起来看看……我一脸同情：“看你
这两天精神好多了，小仓鼠病好了吧？”同
事叹了口气：“死了。”

愤怒眼神
今天发现家里有老鼠了，于是各种追

拦堵截，终于逮住了。把它放在水桶里看
它游泳，由于这只老鼠没有尾巴，我感到
很稀奇，就叫弟弟一起来观赏，从弟弟的
愤怒里，我才知道这只是他买的仓鼠……

忘恩负义
小的时候我妈买了只活鸡回来，喂在

厕所里。那会儿还是冬天，半夜我怕鸡冷，
就偷偷把它抱上了床，然后那只忘恩负义
的鸡不仅冲我拉屎，还啄我！你们可以想
象大半夜我被一个鸡欺负得哭出了声，还
被爸妈撞见我全身鸡屎的样子吗？

耳濡目染
小时候曾在外婆家里住了一个月。外

婆家在农村，每天都要到田里去干活，她
就用个簸箕把我放在鸭圈里，免得我到处
瞎跑！一个月后，回到城里的我，说话变成
了嘎嘎，嘎嘎嘎……

晚上男友出门遛狗，没一分钟人就回来了
就见他低着头一阵嘟囔，“忘带狗了……”

坚强自立
没错，我就

是这么一个坚强
又自立的宝宝，
我可以自己遛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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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周，让你印象最深刻的电影是什么？
不用给ABCD，答案只有一个：印度电影《摔跤
吧！爸爸》
别说你不知道。从上个周末开始，朋友圈里就在
自发地“强推”这部电影了，而且表示，“不仅大人
该看，最好还应该带着娃儿一起看”。
是的，这又是一部靠口碑火起来的电影。

情不自禁被感动
不知不觉被沦陷

《《摔跤吧摔跤吧！！爸爸爸爸》》
从来都对励志片没什么兴趣，所以当

看到朋友圈里好几个朋友都在大力推荐
《摔跤吧！爸爸》时，我简直无动于衷。

但后来，有朋友坚决表示一定要请我
看。好嘛，反正不花钱，不看白不看。于是
在周二的上午，破天荒走进了早场的电影
院。别说，人还有那么十几个。

果然如我所料，怀抱梦想的爸爸在接
连生了四个女儿之后终于发现自己的大
女儿和二女儿都有摔跤天赋，于是不由
分说地将两个女儿押上了练摔跤的道
路。印度人也是实诚，120 元的鸡肉 25 元
就卖给了这个狂热的爸爸，只因为他说

“你想啊，如果我女儿以后得了冠军，大
家知道她们是吃你的鸡肉长大的，你这
个鸡肉还不卖疯啊。”哈哈哈，爸爸还多
有传销特质的哈。

然而，再狂热的梦想都抵不过平淡的
琐碎，我甚至在看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全
是我平时看到的和听到的生活中那些狼
爸虎妈的故事，那些孩子两三岁就要带
他们跑遍全中国、六七岁就要骑车进西
藏……呵呵多么熟悉又乏味的故事！所
以，电影前半部分，我几乎都是在昏昏欲
睡中眯缝着眼睛盯着屏幕的，若不是印
度电影特有的让人跃跃欲试的音乐和美
好的田园风光，我可能干脆就睡着了。

但是，当我看到吉塔进了国家体育学
院，她在新任教练“忘掉过去”的要求下，
对一直带她训练的爸爸嗤之以鼻进而和
爸爸比了一场以决高下的时候，我的眼泪

唰地就掉下来了。作为一个初中娃儿的母
亲，我突然就有了一种感同身受的挫败
感：对孩子，就算你用尽了你的全力，但孩
子在踏入外面的世界，哪怕只看到了外面
的一个角落，她也会认为外面的世界就是
比家里精彩，父母所做的一切都是迂腐的
甚至是绊脚石。

也是从这一刻起，我就像打了鸡血一
样，全程昂扬地坐在电影院里。是啊，像
我这种从小看中国女排长大的人，怎么
受得了这么昂扬这么紧张这么拼搏的气
氛！特别是当爸爸亲临现场，坐在观众席
上用眼神指挥吉塔比赛的那几场戏，我
的泪水就没断过——“在所有的纷纷扰
扰中，我就只相信你，你说的话就是我的
冲锋号，我一定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
刻，我的脑海里就只剩下四个字：父爱如
山！是啊，阿尔米·汗演的这个父亲，简直
是山一般的存在，他铁塔一样地站在那
里，就是十足的安全感。

另外说个题外话，就是后半部分实在
太感动了，开始还不好意思哭，生怕被坐
在旁边的朋友看出来了，眼泪都流到下巴
上了也不敢去擦；后来侧身一看，嘿，她也
同样满脸泪水。于是，不管了，该哭就哭，
纸巾都懒得拿，反正大家都一样。

看完出来，我们俩一直没说话，直到
走出大厅才不好意思地相视一笑。然后一
致的结论是：为什么别人拍个励志电影就
这么感人？而且是自然而然地感动观众，
没有半点生硬！ （夏周）

就像当年的《大圣归来》一样，
片子还是好片子，但肯定是达不到

“最好的电影”的标准的——简单地
说就是，《摔跤吧！爸爸》本质上还是
一部挺常规的电影，故事平平——
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摔跤选手出身
的爸爸，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两个
有天赋的女儿身上，自筹资金、苦心
训练，把两个女儿培养成才为国争
光的故事。

但《摔跤吧！爸爸》的精妙就精
妙在导演能沉下心来老老实实地讲
故事，恰到好处的幽默，不炫技，不
啰嗦，让细节说话，还有加分的主题
音乐，都让这个没有太多剧情想象
空间的故事，把人看得既感动又激
动。配乐虽然让人很想站起来尬舞，
但也是加分啊！

摔跤不是一个“好看”的运动，
尤其是女孩摔跤。但这几个印度女
演员居然都不是专业运动员出身，
还甘愿剪短头发卸掉浓妆，穿上男
孩的衣服暴露出身材的短板。几场

摔跤的戏，噼里啪啦地一阵摔下来，
胸口、后背和腋下全部被汗水湿透
……狼狈至极，但人家的女演员为
了拍好这些，荷枪实弹地训练了整
整9个月！阿米尔·汗的敬业就更不
必多说，“印度国宝”有目共睹。

我个人喜欢《摔跤吧！爸爸》的
原因是我对父女亲情题材完全没
有招架力，不然我也不会在吉塔在
打电话给爸爸承认错误时就哭成
了狗，更不要说全片的最高潮——
阿米尔·汗被困器材室，吉塔在胜
负的关键时刻，闪回儿时被父亲丢
到河里，父亲对她说的那些话。整
个影厅都被这股情绪感染了！

有人说《摔跤吧！爸爸》这个名
字译得太烂，加上印度风的海报，太
像宝莱坞那些花里胡哨的喜剧或歌
舞片，成了阻碍更多人进电影院看
这部好电影的原因。所以要翻译成

《爸爸再爱我一次》才会有人看吗？
好电影不该囿于片名，大家赶快去
看，哈哈。 （Atlas）

在观看影视剧方面，我和大多数人排
斥剧透不同，一直都热爱剧透、厌恶惊
喜，尤其是历经波折却最终大团圆的剧
情，提前了解结局，可以让我始终看得波
澜不惊。

由于《摔跤吧！爸爸》本来就是改编
自真实故事，经常自诩为“丁导”的我，在
预测情节方面一向颇有心得，加上这部
电影本来就不是为了悬念而拍，从头到
尾，每次转折我都提前了然于胸。

只有一个环节的设计让我犹疑过：那
个被定位为“反派”的教练。本来以为多少
会给他一些正面的角度，没想到从头到尾
没真正帮过忙，训练方法都不对，战术也
不对，最后还使出下三滥阴招，把阿米尔·
汗锁进小黑屋……

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人感觉这部电影

在角色设计上还是略偏“脸谱化”。尽管如
此，丝毫不影响片中几个“泪点”让我眼泪
汪汪，猛掏纸巾。

最后那个一举反攻得5分的情节，是
我“丁导”最得意的预测——之前爸爸在
楼顶给孩子们讲解得分规则的时候，我就
对那个把对手甩过头顶的“致命一击”印
象深刻，看了好些场比赛却都未见神动作
出现。终于到了最后那场决赛，眼看着吉
塔一胜一负，最后一局对手领先4分，我得
意地笑了起来，拍拍闺蜜的肩膀：“等着
吧，那个5分动作马上就会出现了！”闺蜜
翻我一个白眼：“要不然呢？难道颠覆真实
情节让她输？”

但是，看到吉塔把那个表情狰狞的威
尔士大姐甩过肩膀的时候，我还是激动
惨了。 （丁小檬）

恰到好处的幽默恰到好处的幽默，，不炫技不炫技，，让细节说话让细节说话

虽然没有悬念虽然没有悬念，，但并不影响我眼泪汪汪但并不影响我眼泪汪汪

同样是励志同样是励志，，为什么别人就能这么自然地感动你为什么别人就能这么自然地感动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