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9月，纪录片
《零零后》开始在央视九套播出，

该片导演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
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同道。10年
前，张同道选择北京昌平区一所幼儿园里
一群00后孩子作为拍摄对象，从幼儿园到
小学再到中学，10年间不间断地记录他
们的成长。纪录片播出后，豆瓣评分
高达8.7分，在此之前，张同道在儿

子眼中是一个专制的父亲
……

探寻00后的世界
他要做一部纪录片

张同道，1965年出生，北京师
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是知名的纪录片学者和制
片人。他骨子里有一颗童心，特别
喜欢孩子。2002年，儿子毛毛（化
名）出生，张同道和天底下所有的
父母一样，对儿子的未来充满了期
望，他希望对于儿子来说，自己是
一个朋友，而不是所谓的“严父”。

可是，儿子的举动总是和他背
道而驰，虽然年纪小却有着各种稀
奇古怪的想法。有时张同道教育
儿子的时候，会被他怼：“爸爸，为
什么我们孩子就要听大人的？”跟
其他幼儿园家长聊起这个话题时，
大家也是一肚子无奈：“现在孩子
主意可大了，都有自己的想法。”

“主意大了”是张同道最常从
父母口中听到的话，在他想来，像
儿子一样的“00后”，有着良好的生
活环境和学习环境，接触的东西多
了，视野宽了，想法自然多，不像他
们小时候，父母说一不二。

儿子5岁的一天，张同道打水
给他洗脚。孩子试了试水温，嘟着
嘴说：“爸爸，这水好烫。”张同道又
用手试了试：“不烫呀，你是不是不
想洗脚故意说的。”孩子很委屈：

“你觉得不烫，可是我觉得烫。”张
同道只能给孩子往脚盆里兑了点
凉水。

虽然只是一件小事，可张同道
却一直在想，为什么自己和孩子的
感觉差别这么大？事后，有医生告
诉他：“孩子小，对外界的感觉特别
灵敏，有时候对你来说不热的水，

可能会烫伤孩子。”
张同道听后恍然大悟，那一刻

他突然觉得有点愧对孩子，为什么
不能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想。晚
上，接孩子回家的路上，张同道跟
孩子聊起了此事。毛毛笑着说：

“其实很多时候我的想法都跟你们
不一样，可是我不敢说，不然你们
又要发火。”

儿子的话一下子击中了张同
道的心，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在慢
慢扼杀孩子的想法，让他变得不敢
说话？作为父亲他究竟该如何去
理解毛毛？父母又该如何站在孩
子的角度看这个世界？他有了拍
一部关于“00后”孩子纪录片的想
法。

张同道想把拍纪录片的地点
定在幼儿园，通过孩子直接的展
现，让父母自己去思考。当然，一
旦开拍就是一个长久的计划，因为
孩子的想法，只有通过长时间的观
察才能有所体会，短期的跟踪拍
摄，根本没法表现什么。

经过沟通和协商，征得家长们
同意后，张同道定好了拍摄地点，
位于昌平区的“芭学园”。

走进孩子的世界
“熊孩子”原是“发明家”

进入芭学园后，学校的大李老
师给孩子们介绍了张同道和他的
同事，说这些叔叔是来陪着他们一
起玩的。老师也介绍了这些孩子，
锡坤比较调皮、刘嘉阳是小学霸
……每个孩子都各有特色。这些
都是张同道乐意看到的，因为不同
的教育方式孕育出不同的孩子，拍

摄孩子的同时其实也在映射父母。
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好镜头，

摄影师和一个录音师全天陪伴孩
子左右。怕引起孩子们的反感，张
同道努力和孩子们玩成一片，他觉
得这些孩子都特别可爱，调皮捣蛋
的小举动都萌萌的。回去跟妻子
聊起这事，儿子在一边听了，不满
地说：“爸爸，为什么别人做这些事
你就觉得可爱好玩，我做你就会生
气呢？”

张同道细想，的确是这样，
有时候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在泥坑
里玩，你会觉得孩子天真烂漫，
可要是换作你的孩子，一身泥
巴，能做到不发火的父母可能没
几个。

在拍摄时，张同道发现锡坤虽
然是班里最小的孩子，却也是最活
跃的一个。相比于其他人，他的脑
子里总是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
这些想法有时候会超出大人的想
象。每天放学后，锡坤身上总是
脏兮兮的，可妈妈却从未指责
他。

这让张同道很好奇，究竟什
么样的环境造就出想像力如此
丰富的孩子？张同道决定跟着
锡坤去他家看看。在路上，锡坤
妈妈告诉张同道，孩子就是孩
子，他有他的世界，作为母亲，她
绝对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
他。而锡坤的调皮捣蛋，在她看
来都是对外界的一种探索，他不
懂才想去弄明白，而不是所谓的

“惹祸”。
到家后，锡坤就钻进了自己

房间。房间里到处都是他做实
验用的玩具，乱七八糟地放着。

妈妈笑着说：“这是孩子的私人
空间，平时他都是自己收拾，有
时候我们帮着理一理，他都会叫着
说‘妈妈，你不要动，你动了下次我
就不知道放在哪了’。”锡坤妈妈一
脸笑意，似乎面对的不是一个熊孩
子，而是一个小小发明家。

玩着玩着，锡坤告诉妈妈，他
想做一个关于火的实验，他一直不
明白火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能
烧东西？如此危险的实验，张同道
以为妈妈不会允许，没想到妈妈
说：“火很危险，妈妈同意你做，但
是你得注意安全，并且保证在安全
范围内。”

之后，妈妈把锡坤带到了相对
安全的一片空地上，跟他说了火为
什么有热量？哪些东西摩擦可以
产生火？甚至说了远古时代钻木
取火的故事。锡坤边听边自己摸
索，玩着玩着他嚷起来：“妈妈你
看，火能烧着纸，但是却不能烧着
铁，应该是比较轻的东西才能点
着。”

“这只是其中一点，更多的东
西你可以自己思考。”

张同道看了，受益匪浅，难怪
锡坤总是那么快乐，因为他可以做
任何自己想做的事。锡坤妈妈告
诉张同道：“大人总以为自己很了
解你的孩子，其实不然，比如你眼
前是一朵花，也许大人看到的只是
一朵花而已，而孩子会想像出这朵
花像什么，从哪来，和蜜蜂是不是
朋友等等。你说是大人聪明，还是
孩子聪明？”

回头看幼时自己
真佩服曾经优雅的我

和锡坤不同的是，一一是班
里最沉默的小女孩。大李老师
总是鼓励她：“一一，你为什么要
一个人玩呀？你可以找朋友一
起玩，有些东西分享了才会快
乐。”大李老师很担心，孩子单独
玩惯了，以后会不适应集体生
活，对孩子心智发展也不利。

很快，幼儿园来了新朋友有
有，一个安静的小男孩。或许是
性格相近，有有很亲近一一，什
么事都要和一一一起做，两个安
静的孩子，总是在一边做手工。
张同道曾问一一：“难道你不喜
欢和大家一起玩吗？”

一一摇摇头：“我喜欢和大
家一起玩，我也喜欢一个人
玩，如果一个人玩没劲了，我
就去找朋友，和朋友玩累了，我
就一个人玩。”

孩子的回答让张同道不知
如何接话，原来她的小脑袋瓜里
想的永远是你不知道的，你很难
想像在一个喧嚣浮躁的世界，有
一个人那么安静，连吃饭都可以
那么优雅，沉浸在自我的世界
里，不会因为自己慢了，就紧张
着急。后来等一一上小学了，回
头再看这部《一一的世界》，她对
妈妈说：“真的佩服小时候的自
己，一个人也可以自得其所，反
而长大了身边没有同学陪着，总
觉得没有着落。”

两年过去了，锡坤他们已经
升入小学，幼儿园的拍摄告一段
落。负责小学阶段的执行总导
演喻溟早已在紧张的筹备中，从
人员的调配到学校的对接，甚至
和各个导演们的磨合等。小学
和幼儿园不同，孩子去了各自不
同的学校，有的甚至出国了，这
就有庞大的事务需要协调。不
过好在他们和这些孩子、家长都
有感情了，大家都很配合。

张同道还记得，一个幼儿园
跟进还不错的孩子，在初中的时

候自我意识增强了以后，再次面
对镜头反而茫然不知所措，没办
法，为了尊重孩子只能放弃对他
的拍摄。令张同道没有想到的
是，过了几个月后，这位孩子竟
然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
己还想继续的意愿。张同道决
定，和导演喻溟一起去看看。

再次见到导演，孩子显得格
外开心。“喻溟姐姐，我好想你
们。”

喻溟摸了摸孩子的头：“你
看，我们这不是来了嘛。来，我
们再试试就像幼儿园时一样，你
玩你的吃你的不要管镜头，我们
没有剧本你随意发挥，只要你放
轻松了就一定可以的。”

摄像机开始工作，孩子一开
始坐在书桌边做作业还很自然，
但几分钟后，他又变得焦躁不
安。喻溟便让摄影师换策略，让
孩子坐在沙发上，他俩随意地聊
着天，在不知不觉里开始录制。
但是当孩子发现了以后，依旧没
有办法克服对镜头的抵触感。
最终，喻溟只能尊重孩子的感
受，放弃了他一年级往后的拍摄
了。

父母看片有感：
原来爱也会成为伤害

之后，毛毛听父亲说起这
事，十分理解：“00后的孩子都很
注重隐私权，很少有人愿意把自
己全天 24 小时暴露在摄像头
下。就像我要求你们进我房间
敲门一样，这也是我的隐私权。”

从孩子上幼儿园到小学毕
业，这部纪录片，张同道一直拍
摄了十年，也跟了这些孩子十
年。随着孩子们慢慢长大，除了
学习之外，他们的情感也是张同
道关注的。

萌萌是让张同道印象很深
的一个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
她几乎每天早上去学校都揪着
爸爸的手不愿放开，哭着闹着要
跟爸爸一起回家。而爸爸每天
送孩子也是依依不舍，放学时恨
不得第一个冲进去搂住自己的
宝贝女儿。

从幼儿园到小学甚至到初
一，萌萌慢慢开始改变。还记得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萌萌提到了
三个愿望：无尽的糖果、天堂、自
由的翅膀。那时的她快乐得像
只小鸟，是父母最贴心的小棉
袄。可是随着妹妹的降生，萌萌
开始感到失落，这种失落没有引
起父母的重视。

萌萌不再寻求妈妈的拥抱，
也拒绝爸爸接送，和妹妹也很少
有情感的交流。可是在学校里，
她依然是那个热情洋溢的天真
少女。就像萌萌常说的那样，若
时光能倒流，她希望父母在她很
小的时候就生下妹妹，那样她会
陪着妹妹一起长大，而不是像现
在这样，总感觉有跨不过去的鸿
沟。

2017年9月，跟踪十年拍摄的
纪录片《零零后》在央视9套播出，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豆瓣评分高达
8.7分。有观众看后，这样评价：

“从这里，很多父母都能看到你自
己的影子，同样，你会学着去理解
你的孩子，走进孩子的世界也许你
会发现，作为父母，很多时候，你的
爱却成了伤害。”

2017年10月，张同道在接受
采访时坦言，目前他们正在筹备
下一部纪录片，主角还是当年芭
学园的那些孩子，这次他将去关
注孩子的情感和未来以及成长
过程中的种种烦恼。

张同道老师和片中人物锡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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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孩子的世界 10年跟拍《零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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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零零后》拍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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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12月 14日 10kV 祈钦 125

线路（全线：祁家村、史家村、夏
北村、夏市村、夏南村、马场里、
吴巷村、东吴巷、贡中村、夏士电
站、祈钦五队、押墓村、上湾村、
祈钦四队、潘家村、小潘家、红旗
大队、祈钦村、谢家村、石人岗、
六都村一带）07:00-16:00；

10kV 胡工 21512 开关以下
（21512：胡桥集镇南、东分村、张
庄村、胡桥村、解家村、胡家桥一
带）07:00-16:00。

因管道碰接，12 月 14 日 21:
00 至次日凌晨 6:00，麦溪（含麦
溪工业园等）区域用户停水（雨
天顺延），请该片区用户做好储
水准备，敬请谅解！

停水通知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
国际影城

观影指南2017

今日上映8部影片：
3D 迪士尼动画电影

《寻梦环游记》；传记、动画

电影《至爱梵高·星空之

谜》；冒险、恐怖电影《鲨

海》；动画、喜剧电影《帕丁

顿熊 2》；动作、喜剧电影

《疯狂特警队》；历史、传奇

电影《金珠玛米》；乔什·布

洛林、迈尔斯·特勒主演传

记、剧情电影《勇往直前》；

陈学冬、张孝全主演剧情、

犯罪电影《巨额来电》。

全球最先进的 RealD
3D，就在卢米埃影城！卢米
埃影城免费提供3D框架、
夹片眼镜！

手机下载卢米埃官方
APP，最低票价提前选座。
影讯活动可关注微信订阅
号：卢米埃丹阳金鹰影城。

今日上映8部影片：
3D 迪士尼动画电影

《寻梦环游记》；传记、动画

电影《至爱梵高·星空之

谜》；冒险、恐怖电影《鲨

海》；动画、喜剧电影《帕丁

顿熊 2》；乔什·布洛林、迈

尔斯·特勒主演传记、剧情

电影《勇往直前》；陈学冬、

张孝全主演剧情、犯罪电

影《巨额来电》；陈柏霖、林

允主演爱情、喜剧电影《假

如王子睡着了》；罗伯特·

德尼罗、戴夫·巴蒂斯塔主

演北美动作大片《双面劫

匪》。

具体场次及时间：
1.可拨打热线咨询：

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

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
号：dyzhongying。

信息收集：朱江达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和我们相伴多日的阳
光，即将和我们暂时告别了。记
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新一轮降水
将在明天影响我市，近期内我市
将以阴雨天气为主，提醒大家出
门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印象中，好像有好一阵没有

下雨了。持续无雨，外加风的吹
拂，空气湿度减小，人体感觉比
较干燥，而此次降水过程，将可
以缓解近期持续干燥的局面。

从天气状况来看，降水过程
主要持续在 14日-15日，最低气
温变化不太明显，但最高气温和
前几日相比，将跌落到 10℃以

下，加上雨水的润泽，届时湿冷
感应该更为明显，防寒保暖工作
依然不可忽视。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多云转阴，早晨最

低气温：1℃到 2℃，白天最高气

温：9℃到10℃。

14日全市阴有时有小雨，早

晨最低气温：4℃到 5℃，白天最

高气温：7℃到8℃。

15日全市阴有小雨，早晨最

低气温：4℃到 5℃，白天最高气

温：7℃到8℃。

新一轮降水明天将影响我市

凛冬已至，室内外温差大，
一个不小心就会感冒。感冒后
可千万别做这 7件事，小心给感
冒帮倒忙！

1、一感冒就立刻吃药？错！

普通感冒一般不需要吃药，
多喝水，多休息，一周左右即可
自愈。因为感冒是一种自限性
疾病，就是感冒在发生发展到一
定程度后能自动停止，并逐渐恢
复痊愈，并不需特殊治疗。

如果感冒后 3-4 天症状没
有好转，出现发烧等症状，影响
工作生活，则建议在医生指导下
服用针对自身感冒症状的感冒
药。

2、感冒吃抗菌药？错！

病毒性感冒又分为普通感
冒和流感，大多数的感冒患者不
需要服用抗菌药物，因为目前
90%以上的感冒是由病毒引起
的，而抗菌药物仅仅是用来抵抗
细菌，它对病毒没有任何作用。

3、感冒输液好得快？错！

感冒输液不一定好得快。
输液主要作用是缓解或减轻感
冒的疼痛感，让患者身体保持足
够的水分，有体力对抗感冒病
毒。过分依赖输液，不仅不能缩

短病程，反而存在过敏反应以及
静脉炎等风险。

4、感冒捂汗能助恢复？错！

捂汗并不适合于所有感冒，
只是对初期的风寒感冒有一定
的效果，风寒感冒的表现就是怕
冷、不出汗、发热轻、头痛身痛、
鼻塞流清涕、咳痰清稀色白等，
要是捂过了也会适得其反。因
为我们感冒的时候，很多人会没
有胃口，进食减少，体质也较弱，
大量出汗很容易引起脱水和虚
脱，反而使抵抗力降低，加重病
情。最好就是注意空气流通，适
当多喝白开水。

5、运动出汗治感冒？错！

运动出汗，同样也是对初期
风寒感冒有一定效果。适量、轻
度、温和的运动可以，但过度运
动后出汗，很容易导致人体虚
脱，而且剧烈运动增加体力消
耗，使抗病能力下降，病毒更容
易乘虚“入里”。

6、叠加吃药好得快？错！

有人在感冒后，会买退热、
止咳等好几种药一起吃，比如布
洛芬、扑热息痛或止咳糖浆，来
缓解感冒的症状。

超量服用或协同混用，药物

的叠加效应就会造成肝损伤。
很多药物中往往都含有同一种
成分，几种一起吃就容易超标。

7、余咳不断立刻用药？错！

很多人感冒好了之后余咳
不断，这时倒不需着急用药，咳
嗽多能自行缓解，但若超过两个
月还未缓解，最好到医院就诊。

切忌饮酒

在服用感冒药期间不能饮

酒，因为酒精能和很多感冒药之

间发生相互作用，不仅可能减轻

药物疗效，还可能产生毒副作

用，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安全。如

含有扑热息痛成分的感冒药可

被酒精催化为有毒的物质，加重

肝损伤。

对症下药

很多人在感冒时会习惯性

地自己给自己“开处方”，随意用

药。不同表征、不同病因的感

冒，应该选择不同治疗侧重点的

药物，这样对症用药，疗效才比

较明显。

不要剧烈运动

感冒患者常听到“多休息，

多喝水”的叮嘱，但多数人只记

得多喝水，却忽略休息，错误地

认为运动在任何时候都能增强

抵抗力。其实，感冒发烧时，人

的新陈代谢比平时加强，能量消

耗大，抵抗力更弱，这时如果加

强运动，效果适得其反。（新华）

感冒后做这七件事就是帮倒忙感冒后做这七件事就是帮倒忙！！

吃感冒药注意事项>>

新华社电 扫二维码送小
礼品是多地经常出现的一种商
业营销手段，然而，这种方式正
被一些不法分子盯上。重庆市
民谷小天（化名）最近就遭遇街
头有偿扫码骗局。警方提醒，
二维码不可乱扫，要提高警惕，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近日，家住重庆九龙坡区
的谷小天在逛商场时，被两名
年轻男子拦下。两人自称是一
家美容养颜会所的工作人员，
正值门店开业一周年，只要扫
描他们提供的二维码，关注公
众号，就可获赠天堂雨伞一
把。谷小天感觉捡了大便宜，
遂不加防备地在男子指点下扫
描了二维码，进入操作界面后，

点击了一个陌生网址链接，随
后下载安装了一款名为“绿宝
猫人”的应用软件。

一周后，谷小天的手机上
突然接到支付宝后台发来的 3
条支付信息：短短两分钟不到，
她账户里的 800 元被人全部转
走，谷小天随即报警。

重庆九龙坡警方经侦查发
现，谷小天的手机被植入了恶
意执行文件，也就是俗称的“手
机病毒”。这种病毒通过“绿宝
猫人”应用软件“潜伏”在手机
内，并通过日常启动支付宝程
序被激活，在窃取支付宝的支
付账号和密码后，最终将谷小
天账户内的资金转走。目前，
本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警方提醒，随着信息化的
发展，二维码已经普及到人们
的日常生活，民众在扫码时，一
定要加以提防、辨别来历。切
勿因有偿诱惑放松警惕，造成
更大损失。

莫贪小礼品 街头有偿扫码需警惕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体彩七位数
第17194期：1 5 9 4 0 2 4

体彩大乐透
第17145期：4 7 17 18 19+3 10

体彩排列5
第17339期：1 3 1 9 2

福彩双色球
第17146期：1 19 25 26 27 33+10

福彩15选5
第１7339期：1 2 12 13 15

福彩3D
第１7339期：8 5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