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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632分，电影《亲爱的》原型中的小孩彭文乐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回家11年，他慢慢把“心”交给父母
记者 李静 张锡坤

超出预期的高考

彭文乐说：“我十分感谢大家
对我的关注与支持，是你们的云
陪考给了我信心……到了大学之
后，我也会继续努力完成我的学
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做一个感
恩的人。”

6月25日，湖北省高考成绩公
布。当天早晨，彭文乐守在电脑
前，准备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

“632！”彭文乐兴奋地拍着桌
子，“语文算是超常发挥了，没有
一科考差的！”妈妈熊依妮摸了摸
儿子的头，在一旁激动地说：“心
跳得好快。”

彭文乐查询分数时，远在深
圳工作的彭高峰通过视频连线知
道了这个好消息，他红了眼眶。

“我就祝贺他。他自己挺满
意，也超出了他的预期。”彭高峰
随即在社交平台发视频分享，“星
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尘埃落定，未来可期。”网友点赞
评论，“爸爸妈妈也苦尽甘来了”

“一转眼小伙子都上大学了”。
其实，彭高峰在6月25日凌晨

2点，就偷偷查询了儿子的成绩。
“我睡不着，我想第一时间知道孩
子的成绩。后来儿子跟我分享，我
就装作很惊喜。”说这话时，彭高
峰呵呵地笑了。

彭文乐高考期间，彭高峰请
假回家全程陪儿子考试。彭高峰
说：“他每一门考完的状态，我都
是知道的，有两门对他影响比较
大。”所以，原本彭高峰预期文乐
的高考分数在580分到620分之
间。“我查出成绩，发现超出了我
的预期，我心里就有点控制不
住。”那天夜里，彭高峰想了很
多。

彭高峰很骄傲：“文乐从小学
习很好，成绩上从来没有让我们
操心。虽然孩子觉得有一些遗憾，
但是谁的青春不留遗憾呢？他已
经很不错了。这个成绩，也是他辛
苦拼搏来的。”

在彭文乐备考期间，妈妈熊
依妮早早地为他准备着惊喜，想
给儿子一个仪式感。3月6日，熊依
妮埋下了向日葵的种子。“向日葵
有一举夺魁的寓意，我们也图个
好彩头。一切都是刚刚好。高考的
时候，天非常热，刚好向日葵就开
花了。”彭高峰说。高考结束时，彭
文乐夫妻俩和小儿子文博就在校
门口等着彭文乐，文博抱着向日
葵送给了哥哥。

说起报考意向，彭文乐想去
北京或者上海读大学，选择计算
机类专业。因为聚少离多，彭高峰
想利用这个暑假多陪陪儿子。“在
他开学之前，我想陪他去他喜欢
的地方玩玩。另外，我们老家还有
升学宴，我也想请大家庆祝一
下。”

彭高峰还给儿子彭文乐报
了兴趣班。“他长时间用功学习，
略瘦一点，我想让他去健身班锻
炼一下。小时候学过架子鼓，他
想继续去学习。”彭高峰也在琢
磨文乐的想法，“他跟高中同学
将有一个短暂的告别，应该会聚
一聚。”

关于彭文乐的这个暑假，彭
高峰做了很多规划，他补充说：

“我不知道我给他的，是不是他想
要的。”

全国首家寻子店

算起来，彭文乐回家已经有
11年时间。“我就感觉，我找回他，
好像还在昨天。”彭高峰讲着讲着
泪流满面。

时间拉回到彭高峰一家命运
被改变的时候。2008年3月25日，
在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合水
口社区一家电话超市旁，3岁的彭
文乐被一名陌生男子抱走。那时，
彭高峰刚带着妻子儿子从湖北老
家到深圳做小生意。为了找孩子，
彭高峰踏上寻子路，并将电话超

市改成寻子店，店面上写着“寻亲
子，悬赏10万”。他也被大家称为

“中国首家寻子店店主”。
“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三

年。”彭高峰学会了上网发帖，还
在网上写下“寻子日记”，记录他
的艰难寻子历程。

2010年，小儿子文博出生的
时候，彭高峰内心充满纠结。彭高
峰说：“孩子出生以后，我也没有
真正带过。在家里享受快乐的话，
我感觉是一种罪过。我不能高兴，
我只能痛苦。”小儿子出生没多
久，他又外出踏上寻子路。

2011年2月初，彭高峰终于得
到有效线索，最终在江苏邳州找
到了儿子彭文乐。彭高峰去接彭
文乐那一天，看到警察带着文乐，
他想扑上去。他大声喊着，“文乐！
文乐！”彭文乐也认出了他，“这个
哭鼻子的男的是俺爹。”一屋子人
都忍不住掉下眼泪。

回家前一晚，彭高峰没有跟
文乐住在一起，而是让文乐住在
宾馆的隔壁房间，和“养母”待在
一起。这一晚，彭高峰整夜未眠。
凌晨两点，他在微博里写道：“我
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他不愿意和
我回家。这次的解救，可能比他三
岁被拐卖时的创伤更大，因为他
已经记事了。”

彭高峰的喜悦被忧虑笼罩。
“在小孩的世界里，他还不知道是
是非非，他已经依赖那边。我们出
现，又要把他从熟悉的环境带走，
这肯定对他的心理是有影响的。”

彭高峰和儿子认亲，被镜头
聚焦，一时轰动。2011年2月底，彭
高峰在微博中写道，“我会一直做
个默默的志愿者，现在我希望我
们早日过上平淡、普通的一家四
口的生活。”

爸爸和儿子

漫长而绝望的寻子路结束
了，然而新的难题又摆在了他们
面前。彭文乐回家后，彭高峰发现
儿子身上有很多“刺”。

“他会乱扔垃圾、随地吐痰。
他总是不吃亏的，我怕他跟同学
相处不来。饮食、语言方面的习
惯，这都不是问题，最主要的在于
他的心理。乐乐说过，‘你们不喜
欢我，我就回去。’”彭文乐身上的

“刺”，狠狠地扎痛了彭高峰。为了
弄清楚儿子身上的“刺”的原因，
彭高峰决定探访“他生活了三年
的地方”。

彭文乐被拐后，生活在江苏
邳州一个农村单亲家庭。“拐走
他的那个人已经去世，那边还有

‘养母’和妹妹。他要是不强大，
就没办法保护妹妹，就会经常受
欺负。因为严重缺乏安全感，他
必须故意表现出自己有多强
大。”彭高峰还到了彭文乐曾经
上学的地方，校园里全是土路，
课桌等设施条件都很差。“我就
能够理解他的行为习惯了。”彭
高峰心如刀绞。

原本，彭高峰在湖北老家已
经给文乐找好了学校，但最后他
执意将文乐留在深圳，哪怕是借
读。彭高峰的想法是，“我们要跟
他建立非常好的父子关系和母子
关系，让他慢慢地把心敞开，体会
到父母的爱。”这不是一朝一夕，
或者通过一件事两件事，就能做
到的。

为了让文乐更快地融入城市
生活，跟同学有共同话题，彭高峰
决定教他上网。但是彭高峰发
现，文乐迷上了玩游戏。有一次，
文乐放学后就一直在玩游戏，彭
高峰说：“你先写完作业再上
网。”随后，彭高峰关掉了电脑。
文乐突然就拿起一个凳子砸了
过来，彭高峰觉得眼冒金星。彭
高峰的手都举起来了，最后还是
放了下去。“这不是孩子的问题，
肯定是我在教育上出了问题，孩
子本来就是一张白纸啊。”彭高
峰恨自己。

彭高峰想把所有都给文乐，
但他知道，这对孩子并不是好事。
他开始咨询心理医生，希望用更
科学的办法走近文乐。另外，他还
手把手地教他改正一些生活习
惯。

整整又花了三年时间，彭高
峰和熊依妮小心翼翼地跟彭文乐
磨合，文乐终于收起了身上的

“刺”。彭高峰说：“我认为父亲母
亲的爱，终究会化解我们之间的
隔阂，化解他的不信任和不安全
感，他就会把心交给你。”

“后来，他就和其他小孩一样
了。”彭高峰说。借读不是长久之
计，文乐和文博又回到湖北老家

上学。熊依妮成为全职妈妈，而彭
高峰继续留在深圳打拼。

“现实生活没办法。我需要工
作来养家糊口，有些地方不能兼
顾，就错过了很多陪伴孩子的时
间。”彭高峰有些无奈。

彭文乐读高中时，对彭高峰
说过，“老爸，我已经过了需要你
的年龄，但我还是希望你多回家，
因为文博还需要你。”儿子的懂
事，反而让彭高峰心里特别难受。

其实，最初文乐和文博之间
也会有矛盾。“因为在那边，文乐
有一个妹妹，所以刚开始他不认
弟弟。长时间接触以后，兄弟俩感
情很深，弟弟很崇拜哥哥。”彭高
峰说。

在彭高峰看来，文博的性格
暖一点，情绪表达比较直接；文乐
的性格“高冷”，有时候会把事情
藏在心里。有一次，妈妈带着两个
儿子到深圳，要回老家时，文博因
为舍不得，就哭了。文乐也舍不
得，但他不会表现出来。

文乐长大的过程，也是彭高
峰重新学习当“爸爸”的过程。“心
理阴影，我到现在都有，就像一朝
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就特别
紧张，连做梦的时候，我都会梦到
我小儿子丢了，到现在还会做这
种梦。”好在两个儿子的回馈，逐
渐治愈着他的心理创伤。

彭高峰最欣慰的是，“文乐的
性格很开朗，甚至找不到拐卖留
给他的痕迹了。以前他还会刻意
回避，现在他能够接受了。何其幸
运，我们是父子，也是朋友。”

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在寻找孩子最痛苦的时候，
彭高峰和“难友”们互相鼓励。“难
友”们给予彼此的理解和支持，让
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怀揣希望。
当彭高峰找到儿子后，他从一个
寻亲父亲变成了寻亲志愿者。彭
高峰说：“我找到乐乐后，有流量
了，我能做的就是用这些流量让
大家关注寻亲群体。”

现在，为其他寻亲父母发声，
帮助寻亲父母已经成为彭高峰很
重要的事情。他告诉记者：“被拐
孩子家庭的伤痛，和那种暗无天
日的生活，我是有切身体会的。我
们共同寻找孩子，共同经历苦难，
大家能够感同身受。”那些还在路
上的寻亲父母们知道，大家不会
分开。

今年彭高峰44岁，经历分离、
团聚、陪伴，他的人生观已经改
变。“这个事情改变了我一生，以
前那种生活可能回不去了。年轻
的时候，我就是想努力挣钱，给
家人很好的生活。后来，我觉得
家庭幸福、子女平安，就是最圆
满的。”

“妻子在我最艰难的时候陪
着我，我很感谢。”彭高峰和熊依
妮一直扮演着“严母慈父”的角
色。“反正两个孩子调皮的时候，
一惹到妈妈，倒霉的就是我。”彭
高峰笑着说。对他来说，这就是平
淡、普通的一家四口的生活。

眼看着文乐就要上大学，文
博的个头也快赶上爸爸。彭高峰
说：“他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这
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另外，特别重
要的一点，文乐能够回家，得到了
很多人的帮助，所以我希望他能
够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彭高峰一家四口的合影，后排左一为彭文乐。 受访者供图

《亲爱的》原型中的小孩彭
文乐已长大，今年高考考了632
分，他也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2008年3月，彭高峰3岁
的儿子彭文乐在深圳被拐。
2011年，彭高峰历经重重磨
难，在江苏邳州找到了彭文
乐。2014年，电影《亲爱的》
上映，彭高峰正是四个原型
之一，电影以他的故事为引
子展开。另外三位原型人物
中，目前只有杜小华仍在寻
亲路上。

彭文乐被拐，彭高峰一
家的命运被改变。彭高峰从
未放弃，最终寻回儿子。团圆
之后，彭高峰一家努力改写
着命运。

当年找到彭文乐时，彭高峰高

兴地抱着儿子。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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