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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的恋爱物语!#讲的是梦想做广播 !"的
五年级男孩太郎#突然被诊断出白血病#住院期间
他无意中发现了医院的广播室# 在老医生的引导
下#他自愿为医院的病友放音乐$点歌和传递祝福#

在这期间他通过广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这么一个
看似俗套的题材却在日本女导演永田琴的导筒下#

表现得如此唯美而撼人心魄%

影片中最感动我的是小 !"太郎借助话筒#借
助医院里的广播系统#让病友们互相了解#在那一
刻让生命的价值释放# 让人际之间的壁垒化为乌
有#让纯真的爱与温暖人心的音乐浇灌每一个疾病
的躯体%我感动于结城伯伯与他儿子安平哥之间独
特的父爱#也让太郎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父亲&我惊
讶于舍次叔叔除了如雷的鼾声#更有那深刻的爱情
观#也让太郎坚定了向喜欢的人表白的勇气&我醉
心于太郎和海乃那懵懂而纯美的'恋爱(#那一起听
广播幸福微笑的海乃和羞赧的太郎#还有那充满童
趣的朦胧情感和雨中表白#这些都让我重新找回了
属于自己的懵懵懂懂的童年爱恋% 影片结束#尾岐
先生 )小林克也饰# 他也是日本人气英语广播的
!"*说出了影片中最重要的精髓'广播就是在同一
时段共享同一时间(% 确实#在节目开播的那一刻#

人们都在共享这同一个时段#快乐和欢笑#悲情与
苦闷#矛盾和纠结都在同一个时段共享着同一个时
间#这也许就是电影的主题+++爱与分享,

影片的配乐可以说是这部影片最闪光的一点#

"小 !"的恋爱物语! 是典型的单主题变奏结构#日
本新生代配乐大师佐藤直纪为影片写的这个简洁
的主题#分别由钢琴$弦乐和钢琴与弦乐交响的方
式变奏展现# 这个主题旋律没有丝毫悲伤之感#反
而将充满希望#脉脉温情和纯真美好的情怀舒展开
来% 影片最后#迟到 #$年的点歌终于送出#观众也
在看到点歌单的那一刻泪水如决堤般奔涌#而此时
却听到了尾岐先生欢快的念着点歌单#播放了同样
欢快而充满少女情怀的"比我小的男生!#我想此时
观众一定是眼中满含泪水# 而内心却充满希望吧#

这力量是任何说教和矫情都无法表达的%

爱与分享# 广播满足了我们孩提时代原始的
爱恋与渴望与人分享交流的心#可以说'%&后(的
一代是伴随广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看"小 !"的
恋爱物语! 让我想到了很多自己和广播结缘的童
年情景-曾经病榻上陪我度过的小说连播#曾经也
喜欢过一个比我大一两岁的女孩并通过广播为她
点歌#曾经也梦想去做个电台 !"为更多的人送去
这份分享的快乐% 也许我们成长了#可是广播却不
再成长了#当'小喇叭开始广播(的声音依然回荡
在耳畔却鲜有小听众的时候# 当充满铜臭的节目
从广播里不断传出的时候# 当互联网等新媒体逐
渐取代广播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记得曾经有广播陪
伴的美好时光呢.是否还记得我们一起分享的那一
段时间#那一种情愫#那一片温暖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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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小DJ的恋爱物语》让我想到了很多
自己和广播结缘的童年情景，曾经病榻上陪我
度过的小说连播，曾经也喜欢过一个比我大一
两岁的女孩并通过广播为她点歌，曾经也梦想
去做个电台DJ为更多的人送去快乐。

《小DJ的恋爱物语》
五年级男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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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逝者如斯的时光'雕刻(以后#童年的观影经历
已是一部黑白片%可是#愈黑白#愈清晰%就算记忆的胶
片上布满了划痕#我依然能看见那些永不消逝的画面%

因为#对小时候的我来说#天堂是座电影院#并且
是露天电影院%

这天堂里没有上帝# 只有匪夷所思的人物和故
事% "七仙女!中#董永和七仙女的爱是我所不能理解
的#但我可以听他们依依呀呀的唱#可以看七仙女的
娇羞和浅笑#甚至也可以试着从高处跳下学一学'飞
仙(&"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的勇敢是我所不能理解
的#但我可以想象他就是我#可以把盐巴化成水躲过
敌人的搜查# 更可以在看完电影后动手做一把木头
枪#满村子晃荡着去寻找那并不存在的坏蛋并把他们
一一击毙&"抓壮丁!中#神奇的委任状是我所不能理
解的#但哈戳戳的王麻子$坏透了的李老栓#一样可以
让我哈哈大笑//

对那个年代的小朋友来说# 一切电影都是动画
片%所有大人的电影#我都当作童话来看%因为#电影
为我打开了一个与乡村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是我
的'爱丽丝仙境(%

为了抵达这'仙境(#有时我会跟着全家人打着火把
走上十几里路#到邻村或更远的地方去看一场未知的电
影&有时消息有误#老老小小到达目的地后才发现根本

没有电影#大家就假装恼怒地骂一通#然后再嘻嘻哈哈
地走回家#而我可能早就在大人的背上睡着了//

如今#我给五岁的儿子讲过无数遍"爱丽丝梦游
仙境!的故事#但他一定不知道他老爹心中的那个仙
境和天堂%我也陪他在富丽堂皇的电影院看过无数次
电影%每次我都会侧身看着银幕上的画面在他眼中变
幻出的光影#我感觉在一个灰太狼成为'可爱多(的时
代#要当好一个'大头爸爸(是多么的艰难%那种时刻#

我总是无可抑制地想起我小时候在晒坝里看露天电
影的时光% 天堂里的时光%

第一次带儿子看电影#他吓了一大跳#因为不知
道银幕上的人是从哪里来的% 多年前#还是小朋友的
他爹也有同样的困惑#但不同的是#我认定那些画面
中的各色人物就藏在银幕背后#并且可以走到银幕的
后面认认真真地侦查一番&而现在#银幕后面躲着的#

不过是一堵冷冰冰的水泥墙%

但我不会给儿子推荐我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因为
他自有自己的天堂电影院% 这天堂里有奥特曼$变形
金刚$巴斯光年$闪电麦坤#有喜羊羊$灰太狼$狗托
帮#天堂的门口还有可乐$橙汁$爆米花%偶尔#他会在
梦中呼喊奥特曼#被惊醒的我总是笑容满面#因为我
知道#他正奔跑在自己的天堂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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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个年代的小朋友来说，一切电影都是动画片。所有大人的电影，我都当作童话来
看。因为，电影为我打开了一个与乡村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是我的“爱丽丝仙境”。

天堂是座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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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看过一部叫做"小铃铛!的儿童电
影#它拍摄于 '()&年代%

我的童年#充满了集体主义的味道%它属于
二十多年前遥远北方的一座小城# 那里说不上
发达#但也不很闭塞% 小城有一些电影院#我们
经常在某个下午排列好队伍#手拉着手#被老师
带领着#徒步前往电影院看电影#"红孩儿!$"闪
闪的红星!$"地道战!% 那时候的我们正是祖国
塑料大棚里栽种的花朵# 穿着一样的蓝白颜色
的少先队服#系着一样的红领巾#怀揣着同一颗
长大后要报效伟大祖国$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
贡献的红心%

然而#记忆中的"小铃铛!并不是在电影院
看的%我家有一台黑白的电视机#那里盛产着我
有限的童年回忆#"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天
书奇谭!$"邋遢大王奇遇记!% "小铃铛!也出自
这里%

小时候#看到的是开心&长大了#看到的是
怀旧%

"小铃铛!的故事#今天看来#其实非常简单%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木偶演出队#在路上不小心遗
失了作为报幕员的木偶小铃铛%小铃铛被小满和
小佳兄妹捡到了%小满希望将小铃铛留在身边和
自己玩一天# 而小佳坚持要把小铃铛还回去#因
为它还要给更多的小朋友报幕呢%小满甩掉了妹
妹#自己带着小铃铛到公园玩耍%后来#他在公园
睡着了#梦见自己跟着小铃铛#骑着木马飞到了
木偶剧团% 在这里#木偶们为小满表演了很多节
目% 小满还登台和木偶们一起为小朋友们演出%

但是这时候# 另一个非常巨大的小满出现了#要
抢走小铃铛#只和他一个人玩%这时候#小满醒来
了#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自私是不对的#应该把小
铃铛还回木偶剧团%

小时候看这个片子# 大家都带着欢乐的情
绪#因为它与众不同%我们这代人的童年#一半是
海水#一半是火焰%这边#老一代的革命影片还在
洗涤我们的灵魂#而那边#日本和美国的动画片
正在登陆#就要渐次普及% 看惯了高大全的战斗

英雄# 又没有太适应日美的新卡通#"小铃铛!这
样轻松$瑰丽$奇幻$谐趣的电影#在当时并不多
见% 没有鬼子$美特$地主$资本家#也没有群众$

老村长和战斗英雄#有的只是一个活泼但有小小
缺点的小男孩%没有阶级斗争#没有敌我矛盾#没
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有的只是碧瓦红墙的北
京城#活泼可爱的小动物#美丽的小朋友#以及充
满想象力的木偶剧团% 于是#这与同时代影片不
一样的轻松美好的格调#深深印刻在了当时身为
小朋友的我的心间% 作为小朋友#我非常想进入
小铃铛的童话的世界#我相信木马可以在天上自
由的飞翔#相信木偶自己就会唱歌跳舞#更相信
男孩小满的自私是不对的%一个思维能力有限的
小男孩#所能想象到的童年的幸福#也不过是希
望橱窗里陈列的玩偶一下子全都走进自己的生
活%

再一次看到这部没有坏人的儿童电影#已
经没有了孩提时代迫不及待的兴奋了# 除了粗
浅审视影片的技术语言外#我看到更多的#恐怕
是流年逝水的感叹和怀旧了% 与其说这是一个
教育小朋友培养集体意识的故事# 还不如认为
就是一场木偶嘉年华的拼盘% 电影用大部分的
篇幅# 表现小满在小铃铛的引导下漫游木偶乐
园#由不同角色$不同造型的木偶为他表演丰富
多彩的节目% 这时候#才突然意识到#木偶已经
离开我们太久远了% 小时候那些大把大把的国
产木偶动画片#如今已然销声匿迹了&小时候那

些随处可见的木偶演出#现在也寥寥无几了% 与
现在这个物质和媒体极度丰盈的时代相比#我
的排着队伍步行去电影院$看黑白电视的童年#

多少显得有些寒酸% 但是# 我们的童年有木偶
戏#有水墨动画片#有属于我们的朴素的绚烂%

这些记忆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多样性# 世界的
多样性不仅仅局限在像当下媒体时代一样对内
容的关注上# 还在不同的艺术呈现手段上得到
传达% 因此#虽然在今天#动漫$游戏等产业比之
二十多年前#可以说几何级数地发达和繁荣着#

但是这种繁荣背后的艺术方式却表现出严重同
质化的趋势%所以#'%&后(追忆童年时的逝水年
华#不仅仅是青春逝去的感伤#也不仅仅是怀旧
的恋物癖# 本质上它是我们面对网络社交对自
身生存方式和情感方式同质化碾压时# 为逝去
的丰满的生活质感唱出的咏叹曲%

一转眼#主演"小铃铛!的小男孩石小满#如
今已是年过半百的老戏骨了% 这部电影里面被
少年儿童热情讴歌的时政# 也都变成了历史名
词#沉淀在了教科书的某些角落里%在时间的尺
度上#任何企图停留的努力#最终都会被无情地
驱散%

谨此#在记忆的碎片里#钩沉出这部已经布
满尘埃的儿童片# 献给曾经童年并且不愿从中
走出的大朋友#以及正在童年的小朋友#祝你们
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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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的碎片里，钩沉出这部已经布满尘埃的儿童
片，献给曾经童年并且不愿从中走出的大朋友，以及正在
童年的小朋友，祝你们节日快乐！

记忆里的《小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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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常看电影的我来说#或许要想很久才能回
忆起自己第一次走进电影院时候的情景%记得那是我
八岁的生日# 拖着爸爸妈妈的手跑去影院看 "狮子
王!%记得那个时候#去电影院看动画片还是流行在小
朋友中的一种时尚%一来因为影片资源尚未像如今这
样发达#二来也是单纯快乐的年纪#听到一点只言片
语就会引发无穷的想象#于是辗转反侧#次日醒来便
一定要去一睹为快% 我们进场时已经有些迟#影院的
灯光都黑下来#只有大屏幕亮着闪闪的光% 我记得拉
飞奇伸出手指蘸满泥草汁#在辛巴的头顶画上一道象
征为王的印记# 之后背景响起辽远雄壮的鼓点与音
乐#小小的我坐在色彩斑斓的光线中#心就跟着同样
小小的辛巴踏上了漫长又神秘的成长之旅%

想必很多'%&后(的孩子们都是在那时与迪士尼
动画结缘的吧%那些眼睛大大#说话声音夸张搞笑#性
格或温和或搞怪#却都有着传奇命运的小动物们一旦
跳上银幕#便会焕发出无比鲜艳神奇的光彩#让人无
法摆脱它们的魔力% 如果追忆起迪士尼动画片的源
头#还要上溯到生产于 *(+,年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
矮人!% 这部改编自安徒生著名童话的动画长片是迪
士尼公司的第一部剧情动画长片% 虽然时至今日#这
部古老的片子已经不再能让人从头至尾完整观看#但
它的系列经典形象仍然深深地植入了人们的生活#只
要看看迪士尼公园里游行花车上美丽的白雪公主就
可见分晓% 她剪着黑色的短头发#头上扎着红色的蝴
蝶结#大大的眼睛忽闪着#善良地向每一个人微笑%想
必每个小姑娘都曾经悄悄地对着镜子问过'魔镜魔镜
告诉我(# 然后天真地看着镜子里自己稚嫩的小脸傻
傻地笑吧% 我们都曾幻想着自己长大之后变得美丽$

善良#更幻想着有一天会有一位王子骑着白马#优雅

地伸出他的双手% 于是白雪公主坐上了王子的马背#

远离了痛苦和磨难#在七个小矮人感动的目光中慢慢
远去#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而若是说起那只穿着红短裤#细胳膊细腿却大脑
袋大耳朵的著名老鼠#就更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了%

记得小时候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到下午四五点钟就
魂不守舍#脑子里念念的全都是晚上六点电视里的米
老鼠和唐老鸭% 在小孩子的世界里#世界是单纯明晰
的#那时米老鼠还是'好人(#那么唐老鸭就自然成了
'坏蛋(% 这一好一坏两个家伙总能给我们带来紧张刺
激而又捧腹大笑的观看效果% 记忆里米老鼠总是聪明
机智的#他永远能够用最简单$最漂亮的方法化解一
个又一个的危机&而唐老鸭则是笨拙的#笨拙得可爱
又可笑#它总是迈着方步#扭着屁股#没完没了地用囔
囔的鼻音絮絮叨叨#却永远看不见身后烧着自己尾巴
的那团火#于是只好等到尾巴被烧焦了才弹簧一样跳
起来#马达一样地在屋子里跑圈找水#最后灰头土脸
地躲在墙角里生气% 后来#米老鼠有了个穿着粉裙子
的女朋友#唐老鸭有了三只比他还爱烦人搞怪的唐小
鸭#而当初伸着脖子#恨不能马上变身钻进电视机里
面去的我们#也慢慢地长大了%

后来的后来#越来越多的动画片悄无声息地钻出
来了#维尼熊#大嘴高菲#小丑鱼尼莫//走在大街
上# 许多可爱却叫不上名字的玩偶堆满了我的眼睛%

迪士尼动画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动画片也不再是小
孩子们的特权#而变成了老少皆宜#男女通吃的一种
主流电影形态% 我很庆幸这一点#并为此而感到幸福
和幸运# 毕竟如果能够永远生活在童话的王国中#那
将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 然而我还是想念曾经的米
老鼠#汤姆和杰瑞#想念第一次走进电影院时可爱的

辛巴$丁满和 % 当我再一次坐在影院柔软的座位
上#看着"里约大冒险!里那一对'-../(与'女王(的蓝
色金刚鹦鹉时#我仿佛又看到了八岁时的自己#摇摇
晃晃地拖着爸爸妈妈的手#怀着激动又快乐的心情看
着非洲草原上一只小狮子成长为狮子王的故事% 时光
中的人长大了#时光机中的动画却还是那样鲜活% 它
们装载了童年时的欢乐和梦# 随着胶片的滚动放映
着#就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汩汩涌出的泉水洗去了
我们的阴影#也洗出了纯净和快乐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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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中的人长大了，时光机中的动画却还是那样鲜活。它

们装载了童年时的欢乐和梦，随着胶片的滚动放映着，就像是
传说中的不老泉，汩汩涌出的泉水洗去了我们的阴影，也洗出
了纯净和快乐的心。

迪士尼时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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