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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忙碌的一天
今年的母亲节，对我来说是特别忙
碌的一天。
本来打算与家人一起在外聚餐，为
母亲庆祝一下这个美好的节日。可没
想，家里 2 周 4 个月的小女儿突然生病发
高烧，一下子大家兴致全无，我也只能
陪着小女儿在家照顾她。
小女儿喉咙发炎，上午发烧体温计
一量有 38.5 摄氏度，还不算很烧，我给
她喂了一点开水，用热毛巾擦一下身
体，让其降温。
上午，我早早起床，特地为生病的
小女儿烧了一些番薯稀粥。等她精神状
态稍微好一些了，再给她喂点稀饭。吃
完早饭后，我又带她前往村里的诊所，
想给她配点药。或许小孩子都怕看医
生，医生叫她张开嘴看一下，她就“哇
啦哇啦”大哭起来。根据医生要求在现
场测一下体温，她就死活不肯配合。却
一直紧紧拉着我的手，吵着要坐诊所门
口专门为小孩子配备的“音乐摇摇椅”。
无奈，我只好投了一块钱硬币，抱她在
上面坐一下，缓解她看病时的焦虑情
绪。坐在“音乐摇摇椅”上，小女儿原
本梨花带雨的小脸一下子就放晴了，开
心地玩起来。过了几分钟，“音乐摇摇
椅”停了，她玩过后心情好一些了，我
又把她抱回去给医生看。这下，她稍微
乖了一些，医生看后，开了一些药就回
家了。
没想到回家吃药又是一番折腾。因
为孩子喉咙发炎，医生开了中药“蒲地
蓝”。本想喂一下了事，没想小家伙一点
也不配合。原来是中药“蒲地蓝”有些
微苦，并不符合孩子口味，喝了一口，
叫道：“妈妈，难吃死了，我不要吃！”
但没有办法，药已经买了，总归要吃
掉，不能浪费。她不吃，我也不能由着

她，只好跟他爸爸两人硬着头皮强喂下
去，越是硬喂小家伙越是反抗，小家伙
用手一推，药没喂下去，最后棕色的
“蒲地蓝”液体倒溅了我们大人一身。我
的火气也一下子上来了，小女儿又“哇
哇”大哭，搞得全家人心情很不好。药
喂不下去，我也只好先让小女儿躺在床
上休息。心想着，这该怎么办，躺在床
上突发其想，要是有个喂药神奇就好
了。于是上淘宝搜了一番，没想到还真
有。一种用吸管的宝宝喂药器，看起来
还蛮有效果，于是毫不犹豫就买了，可
惜当天是没办法用到了。
一上午，小女儿因发热而一直在沉
睡，我也一直在观察她的病情。额头一
摸，滚烫滚烫，体温一测，没想到已经
从 38.5 摄氏度飙升到了 40.4 摄氏度，看
来药没喂下去，病情发展得越来越严
重。还得想别的办法，于是又去那诊
所，开了西药“头孢”拿回家。小儿
“头孢”颗粒微黄，口味偏甜，小孩子也
爱喝，咕噜一下子就喝下去了。再配了
点退烧药给她吃，直到下午情况才有所
好转。
等小女儿睡醒后，看她不再安安静
静的，又活泼好动起来了，在客厅里拿
着玩具开心地玩耍，我才真正舒了一口
气。
安顿好小女儿，我又悄悄地走进大
女儿的房间，她正在埋头认真地做作
业。目前大女儿正面临小升初毕业考，
学业压力也比较大，作业又多也很辛
苦，我默默地端了一盘水果送到房间给
她。
做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也深深地
感到做为母亲的不易。不仅要照顾她们
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琐事日益繁多，
有时遇到孩子头疼脑热身体不适，更是

担心。等孩子大了，又操心学业等问
题。“养儿方知父母恩”，或许在我们小
时候，我们的母亲也是这样把我们养
大，不禁感慨母亲养育孩子的艰辛与伟
大。
傍晚时分，我提议带着两个女儿外
出走走，散一下心。在小区周边的绿化

带，我们慢慢转悠，一路上看见小花小
草、菜园子，心情也变得格外明媚。小
女儿看到花丛里的小蝴蝶、小蜜蜂、小
蚂蚁都很开心，小脸蛋终于有了花一样
的笑容。最后，我们母女三人，在一处
开得姹紫嫣红的蔷薇花前留了张合影，
三人笑靥如花，以此来纪念今年的母亲

他把电话打到直播中的电视节目，提出
起诉自己的父母。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生而不养，何以为家
“我想起诉我父母，因为生了我。”
镜头前男孩平静地说了这句话。
这是电影 《何以为家》 的开场。男
孩赞恩是影片的主角，他也说不清自己
究竟是 12 岁还是 13 岁，就连他父母也不
记得。本应还在父母庇护下的年纪，男
孩却因持刀伤人入狱。这背后，究竟发
生了怎样的故事？

父母最大的恶生而不养
赞恩出生在黎巴嫩的贫民窟，母亲
生了很多孩子。赞恩作为长子，要做的
事情很多。他要帮父母去药店买成瘾性
药品，看着父母把药片研磨成粉，融进
水里，浸透衣服，再悄悄卖出去。他要
去房东开的店里去打零工，扛水、卸
车、送煤气，以防被房东赶出住处。他

还要照顾年纪更小的弟弟妹妹，带他们
一起去路边卖东西。
煎熬却又习以为常的生活，是被妹
妹萨哈初潮打乱的。赞恩偷偷帮妹妹洗
内裤，还警告萨哈一定要把这件事情隐
瞒下来。因为他知道，一旦父母知道这
件事，立刻就会把妹妹嫁出去以获取聘
礼，来缓解现在的生活压力。他脱下自
己的背心递到妹妹手里，一本正经地示
范给妹妹看怎么用卫生巾。
但这种事情，始终是瞒不过赞恩的
父母。11 岁的妹妹要嫁给房东的儿子，
赞恩的反抗被镇压，他只能用力擦去妹
妹的口红，拒绝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成
人”。
赞恩逃离最初的家，开始一人在外
流浪。
他遇到了泰格斯，一个没有身份证
明的埃塞俄比亚女工。赞恩帮她照顾孩
子，泰格斯能够安心在外打工。但随着

泰格斯因为身份问题被捕，赞恩不仅失
去了“新家”，更因为身边带着孩子陷入
了新的困境。用冰块蘸糖充饥，偷路边
的奶粉，抢来小孩的滑板自制小推车，
带着小孩四处流浪……
赞恩终究还是养活不了孩子，他狠
不下心把孩子扔在路边。听信皮条客的
话，把孩子给了对方，想着孩子会有一
个更好的生活。
而此时赞恩却得知，妹妹死了，死
于孕期大出血。
冲动之下，男孩拿起了刀，跑去了
妹妹的丈夫家……
母亲来监狱探望男孩，她安慰赞恩
说：“真主拿走一样东西，总会赐另一样
东 西 的 。”“ 赐 给 了 你 什 么 ？” 男 孩 问 。
“我怀孕了。”“你这是在扎我的心。”这
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赞恩想到这个孩子生下来后所要面
对的一切，再也无法忍受父母的作为，

日本小说家伊坂幸太郎曾经说过：
“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经过考试，
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对于赞恩的父母
来说，男孩是养家的工具，女孩是待出
嫁的货物。妹妹死掉时，他们也非毫无
反应。
他们苦闷地低下头，叹着气，就像
自己存了多年的积蓄打了水漂。赞恩看
着最爱的妹妹死去，又看着母亲再次怀
孕，新一轮的地狱之旅即将启程。
他说，自己只记得暴力、侮辱、殴
打，链子、管子、皮带。
听过最温柔的话是“滚，婊子的儿
子。
”
“滚，你这垃圾。
”
然而，这对父母却义正言辞道：“这
不是我们的错。
”
父亲说：“我也是这样出生，这样长
大的，我做错了什么？人们告诉我，没
有孩子我就不是男人，可是孩子却打断
了我的脊梁。
”
母亲说：“我这一生都是奴隶，你还
敢批评我？为了让孩子活下去，我愿意
犯下千种罪。他们是我的孩子，没人有
权批评我，我是我自己的法官。
”
他们的确是黎巴嫩社会环境的受害
者，但受害并不等于有理，更不等于好
父母。就像赞恩所问：“你们到底为什么
要生孩子？”
为了分担自己在世间的苦难？为了
摆脱他人的唠叨？为了给自己养老？
我们凭什么要求一个崭新的生命来
承担这些？血缘和家庭没有给孩子带来
温暖和爱意，反而充斥了无法反抗的压
迫和苦难。
看这个电影时，最揪心的一段情
节，是赞恩把孩子递到皮条客手中的时
候。
为了养活这个孩子，赞恩甚至重复
了父母制毒售卖的老路，但仍然无法生
存下去。
他把孩子递给皮条客，因为对方说
能为孩子找个富庶的人家。赞恩手里拿
着四百美元，发觉与自己所痛恨的父母
做了一样的事情。茫然站在路口的赞
恩，脸上的泪怎么都擦不干净。
但从被害人成为施害者后，赞恩没
有麻痹、妥协、逃避。
他直面错误，反省自身，看透家
人，在法庭上对母亲说：“你怀的孩子会
像我一样。
”
这是一场背负绝望，无处可逃的轮
回。

节。
回家后，大女儿拿着一朵花对我
说：“妈妈，祝你母亲节快乐！”我的内
心一股暖流涌动，不禁眼眶红了，心
想：“感谢你们的到来，让我成为了一位
幸福的母亲，一切辛苦都值得！”

小绘/文

为人父母别忘了爱孩子
比悲剧故事更令人难过的是，这个
故事是真实的。《何以为家》 的故事并非
虚构，而剧中的演员也是从街头找来的
真正难民，男主角的原名就叫赞恩。他
们表达着自己的真情实感，有太多的临
场发挥。
相比之前这类电影的叫好不叫座，
《何以为家》 的票房还算不错。
没有血缘、临时家庭的温暖，生而
不养、原生家庭的伤害，人们的反思越
来越多。
其实在我们身边，仍有不少人在重
复着世代相传的伤害。前段时间，童模
妞妞被妈妈踢的视频上了热搜。
3 岁的孩子，一天拍照工作十几个小
时，年入百万撑起了一个家。家长一边
说着，父母最爱孩子；一边下重手，让
孩子更“懂事”。更有甚者，广东一个母
亲，强迫年仅 14 岁的女儿卖淫。面对审
问，她说，家里太穷了，让孩子帮一下
子。
女儿还在为父母开脱：“不怪他们，
我是自愿的。
”
在湖南寿雁镇，有很多不满十岁的
孩子，被培养成小偷去偷窃。他们被父
母租给附近的行窃组织，以为偷手机是
一种游戏。这些自私地把孩子当成工具
的家长，有什么资格称之为父母？
《请回答 1988》 中，德善爸爸有段
台词流传的很广。他说：“爸爸也是头一
次当爸爸，所以，我女儿稍微，体谅一
下。
”
可说完这句话之后呢？晚上遇到一氧
化碳中毒时，他们逃出房间时忘记了德
善，若不是德善自己挣扎着爬出来，又
会是什么后果？
父母是第一次当父母，可孩子也是
第一次当孩子。孩子可以体谅一次，不
代表要体谅一生，更不代表父母可以不
改变。这个“职业”上岗无需持证，但
要想合格不简单。如果做不到，用 《何
以为家》 中，赞恩的话来讲：无力抚养
孩子的人，就别再生了。
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幸运的人，
一生都被童年治愈；而不幸的人一生都
在治愈童年。只有被温柔以待的孩子，
才会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为人父母很
难，可为人子女也不易。
别忘记爱孩子，这会是孩子一生中
最宝贵的礼物。
别忘了，爸爸妈妈永远是你坚硬的
铠甲。 如果未来有一天，你在这个不像
童话的世界里感觉疲惫，请记得回家。
亲爱的女儿，我愿你一生都拥有灿
烂千阳。
蜜思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