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雄梦想实现的那⼀天
第⼀章
第⼀幕

时间：⼤雄26岁的那年除⼣，傍晚， 地点：东京新宿附近
静⾹下班回家的路上，堵车堵在半路，静⾹⼀脸疲惫与焦急。突然，⼿机铃声响。
静⾹打开和⼿机相连的车载电话。
静⾹：喂，我是源静⾹。
⼤雄：静⾹啊，好久不见，我是⼤雄。
静⾹：（看了⼀眼⼿机屏幕，确认号码）⼤雄！？好久不见，你回来啦？
⼤雄：是啊，我刚下飞机，我在美国的学业已经结束了，并且我申请了东京的⼯
作，所以我回来了。
静⾹：哇，好意外，真是好多年不联系，都不知道你的状况了。
⼤雄：呵呵，我就顾着⾃⼰的事情了，都忘了和你们联络。你现在在哪⾥啊，晚
上有空吗？我们见个⾯吧。
静⾹：唉，我现在堵在新宿这⾥，车⼦的速度就像乌⻳爬，真是急死⼈了。晚上
吃饭可能不⾏，我和⼩杉约好了要吃饭的。
⼤雄：⼩杉？
静⾹：对啊，就是你也认识的那个⼩杉，他也是学机器⼈的诶，你或许听说过他
吧。
⼤雄：没有诶…
静⾹：他现在是我男朋友，我们也有四年了，估计再不久我们有可能就会结婚了，
到时候婚礼你要来哦。不会再去美国了吧。
⼤雄：这个样⼦啊…好吧，那改天再聚吧。
静⾹：啊，前⾯移动了，就先这样吧，改⽇再联系。

第⼆幕
时间：晚上6点， 地点：⼤雄家⼤雄⼩时候的房间
（⼤雄回到家，从出租车⾥拖出旅⾏箱，和妈妈笑脸相迎，妈妈帮着拎着⼤雄的
书包，⼤雄把旅⾏箱抗到⼆楼。⼤雄很吃⼒地把旅⾏箱放在地上，妈妈唠叨让⼤
雄赶紧整理房间，完了后就⾛出了⼤雄的房间，房间⾥只剩下⼤雄⼀个⼈，⼤雄
看着书桌的抽屉，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雄：哆啦A梦，你骗⼈，什么长⼤以后静⾹会嫁给我啊，哪⾥有⼀丝⼀毫的迹
象表明她会嫁给我啊，你个⼤骗⼦！
（⼤雄脑中浮现出了⼩时候的画⾯，地点：⼤雄的房间）
⼤雄：（捶着地板）哆啦A梦，你骗⼈！谁说静⾹以后会嫁给我的，你看她和⼩
杉今天下午又去后⼭写⽣了，这哪⾥像她以后会嫁给我的啊，你骗⼈！
哆啦A梦：可是，那是我们⼀起坐时光机到25年后看到的啊，又不是我乱说的。
⽽且未来是会改变的啊，只要现在努⼒，就会向好的⽅向改变。
（回到现实）



⼤雄：哆啦A梦，你⾛了之后，我真的有努⼒啊，我那么努⼒，可是，静⾹都要
和⼩杉结婚了。你骗我啊！
（⼿机铃响）
⼤雄：喂。
胖虎：⼤雄，我听说你回来了诶，怎么样，今天晚上出去喝⼀杯，好久不见。
⼤雄：没⼼情。
胖虎：什么？你竟敢拒绝我的邀请？⼩⼼我让你好看！
⼤雄：啊啊啊，没有啦，我去，我去就是啦。
胖虎：这还差不多，那就在我们以前经常去的那家居酒屋碰⾯吧。
（电话挂断了）
⼤雄：哆啦A梦，我努⼒了这么多年，可是呢？可是到头来我还是要被胖虎欺
负，还有⼩杉…真是的，都是骗⼈的。
（说着，⼤雄从包⾥拿出了⼀张录⽤通知书，撕得粉碎）

第三幕
时间：当晚8点，地点：某居酒屋

（胖虎不停地在看表，⼤雄匆匆登场）
胖虎：喂，⼤雄，多少年过去了，你迟到的⽼⽑病怎么还不改？
⼤雄：就迟到了⼀分钟嘛。
胖虎：我们在谈论的是迟到与否的问题，和迟到多久是两码事。
⼤雄：对不起嘛，你做了评论员后嘴巴也利索多了诶。
胖虎：⽼板，来两杯啤酒先。
⼤雄：啊，我不喝酒诶。
胖虎：⼤雄！你不给我⾯⼦吗？每次跟你见⾯都要为这种⽆聊⼩事闹得不开⼼。
⼤雄：我喝，我喝就是啦。
胖虎：区区啤酒就这么⿇烦，没见过这样的⼈。
⼤雄：话说胖虎，我昨天回来的飞机上有看你的棒球解说诶，真的很棒，很有⽓
势，我在美国看的那些棒球解说感觉都没有你说得好。
胖虎：那当然，我可是全⽇本，哦不，是全世界最棒的棒球解说。
⼤雄：嘻嘻，就是最后巨⼈赢了之后你唱的那⾸歌有点扰民。
胖虎：你说什么？
⼤雄：没有啦，我是说你就唱⼀半，让我们观众多不满啊。
胖虎：这倒是，看来下次我得跟电视台申请延长⼀点时间等我把歌唱完再放⼴告。

⼤雄：呵呵，来⼲杯。
胖虎：⼲杯。真是很多年不见啊，要多少年了。
⼤雄：从我开始读博到现在要5年了吧。我5年没回来过了。
胖虎：你在美国就不喝酒吗？像你这么推推搡搡，美国⼈肯定会不⾼兴的。
⼤雄：我在美国就是个外国⼈啊，⼈⽣地不熟的，虽然也有⼈邀我去参加各种派



对，但混在他们之中我也感觉浑⾝不⾃在，所以基本就埋头在我的课题⾥，除了
⼼情糟糕透了的时候，还真不喝酒。不过话说回来，今天还真是适合酒呢。
胖虎：我还以为美国是天堂呢。不过美国的棒球真是厉害，我⼀直想去现场观看
⼀次⽐赛呢。
⼤雄：哈哈..（突然边上传来“这不是野⽐⼤雄吗”的声⾳）
（⼤雄和胖虎回头⼀看，是⼀个头发已有些花⽩的中年⼈，穿着西装，他把酒杯
放在⼀旁，朝⼤雄他们⾛过来）
⽴川裕⼆：你是野⽐⼤雄吧？
⼤雄：啊，我是，您是？
⽴川裕⼆：我叫⽴川裕⼆，是东京⼤学机器⼈⼯学专攻的教授，这是我的名⽚。
（⼤雄接过名⽚，放到⼀边）
胖虎：（打了⼤雄⼀拳）⼤雄，你怎么⼀点规矩都不懂，你的名⽚呢？
⼤雄：我？我…
⽴川裕⼆：没事，我知道野⽐先⽣常年在美国，不了解我们这⾥的习俗。这我能
理解。
⼤雄：不好意思。
⽴川裕⼆：野⽐先⽣，我最近拜读了你的那篇论⽂，真是让⼈感动啊，能把⼈⼯
智能推进到那个地步，这个⼯作根本就不像⼀个博⼠⽣写的毕业论⽂。你既然回
到了⽇本，⼀定要来我们东京⼤学啊。
⼤雄：这个…
胖虎：哇，⼤雄，回⽇本你能去东⼤却不去，这个没有道理的啊！
⽴川裕⼆：是啊，难道除了东⼤你还考虑了别的什么地⽅吗？
⼤雄：这个，也不是啦，我只是真的还没想好下⼀步该怎么⾛。话说您怎么认识
我的？
⽴川裕⼆：我们学校看了你那篇论⽂后就轰动啦，⾃然就会去搜你的照⽚，履历
之类，我们都很惊奇，这么厉害的⼀个⽇本⼈为什么我们之前都没听说过。才发
现你⾼中毕业就去了美国留学。
⼤雄：呵呵。
⽴川裕⼆：请⼀定要考虑我的邀请啊。我⾮常期待能与你共事。以后还请多关照。

⼤雄：彼此彼此。
（⽴川裕⼆下场）
胖虎：（拍拍⼤雄的肩）⼤雄你现在也了不得么。
⼤雄：哪⾥有。不过啊，哆啦A梦⾛了之后…
胖虎：又是哆啦A梦，每次和你见⾯你都要扯到哆啦A梦，都多少年过去了，⽽
且这个故事我都听你说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你不嫌烦啊。
⼤雄：是啊，⼀晃过了这么多年了。
胖虎：来，这么⾼兴的⽇⼦，喝酒。



⼤雄：好，⼲。
第四幕

时间：当晚⼗⼀点，地点：⼤街上
（胖虎和⼤雄勾肩搭背地⾛在街上，唱着：あれこれいいな、できたらいい
な…）
胖虎：今天真是太⾼兴了。
⼤雄：是啊，太⾼兴了。我⼤雄活了这么多年，第⼀次有被⼈器重的感觉。
胖虎：⼤雄，下⼀家，鹤屋，出发！
⼤雄：男⼈啊，就是没有恋爱，没有交际，没有⼀切的繁杂琐事，才能成就的。
今天真是太⾼兴了，⼀醉⽅休啊。
（胖虎和⼤雄进了⼀家居酒屋）
胖虎：（⼿⼀摆）⽼板，两杯⽇本酒。
（两⼈坐下）
（恍然间，哆啦A梦仿佛又出现在了⼤雄的眼前）
⼤雄：（喃喃）哆啦A梦，你⾛之后啊，我遵守了我们的承诺，我试图独⽴，试
图⽤努⼒弥补我之前被别⼈落下的那些，但我没有成功，我没考上⼀所像样的⼤
学，我去了美国的⼀所三流学校，但我没有放弃努⼒，⼀直到了今天，是不是我
终于可以说，我也有出头之⽇了呢。哆啦A梦，我⼀定会努⼒，把你带到这个世
界上来的，等着我。
旁⽩：脑海中是否不经意间浮现出了⾃来也的那句话呢？男⼈只有在被甩之后才
会变得强⼤。

第⼆章
第⼀幕

时间：第⼆天中午，地点：⼤雄的房间
⼤雄的妈妈：⼤雄！都⼏点了！你要睡到什么时候，该吃中饭了！
⼤雄：知道啦。
（起⾝，感觉头很痛）
⼤雄：啊，果然不该跟胖虎去居酒屋的。唉，话说要不要留在东京呢。叫我怎么
有勇⽓去参加静⾹和⼩杉的婚礼啊。哆啦A梦，怎么办啊。如果你在的话，是不
是会拿出什么道具呢？让静⾹喜欢上我的那个蛋，还是什么。唉，我还是离开东
京⽐较好吧。
⼤雄的妈妈：⼤雄，快点起来，你都⼏岁了，还要我叫你这么多遍。
⼤雄：知道了，我又不是⼩孩⼦了，我⾃⼰会吃饭的啦。

第⼆幕
时间当天中午，午餐时间，地点：某餐厅
（静⾹和⼩杉在吃中饭）
静⾹：这家中华料理真的好好吃，你记得吗，我们想来吃这家，想了好久了呢。
⼩杉：静⾹。



静⾹：⼩杉，你怎么了，为什么表情这么严肃。
⼩杉：静⾹，你知道⼤雄回来了吗？
静⾹：我知道啊，他昨天⼀下飞机就打给我了，说申请了东京的职位什么的。
⼩杉：你知道⼤雄现在很了不得吗？
静⾹：是吗？
⼩杉：⼤雄的论⽂，我读了以后惊讶不已，我感觉我已经被远远地甩在后⾯了，
他现在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哆啦A梦”的⼈了。
静⾹：哆啦A梦？
⼩杉：是的。照这个趋势下去，我觉得⽤不了⼏年他就可以开发出哆啦A梦的原
型机了，⽽这也正是我想做的。我这些来花了太多的时间谈恋爱，如果⽤到研究
上，或许我还有瓣回来的可能。其实，我昨天就想说了，只是昨天是除⼣夜，所
以…
静⾹：啊？
⼩杉：静⾹，我要去美国了。所以，我们…分⼿吧。
静⾹：所以说，都是我不好咯。我害你离“哆啦A梦”越来越远的？
⼩杉：可以这么说吧。好了，单我已经买了，就先这样吧。
（⼩杉起⾝离开）
（静⾹没有任何反应，呆坐在座位上。直到⼩杉离开饭店，两⾏泪才夺眶⽽出）

第三幕
时间：当天下午⼀点多，地点：饭店门⼜的⼈⾏天桥上

（静⾹靠着栏杆，望着川流不息的车与⼈群，独⾃流着眼泪）
（⼩夫拿着⼀⼤束花，登场）
⼩夫：（把花举⾄与肩平齐）jiang。
静⾹：（抹去眼⾓的眼泪）怎么回事？
⼩夫：静⾹，我听说了你和⼩杉的事情就⽴刻赶了过来，想跟你说，我喜欢你。
（静⾹呆呆地看着⼩夫）
⼩夫：我能给你你要的⼀切。对了，我们家最近买了架直升飞机，我们坐它去冲
绳散散⼼吧。我们家在冲绳有⼀栋别墅哦，那可是绝佳的观海位置，⼀般⼈我不
让他进哦。
静⾹：够了！⾻川同学。我们都知道你很有钱，但你到处炫耀你有钱很招⼈讨厌
你知不知道，⼀见到你你就开始炫耀。告诉你，我不缺钱，我挣的钱⾜够我⾃⼰
花。
⼩夫：对不起。
静⾹：（转过⾝继续⾯向街道）我现在很烦，求你不要来烦我了。

第四幕
时间：当天下午三点左右，地点：⼤雄的房间
（⼤雄坐在书桌前打电脑，突然电话铃响）
⼤雄：喂，我是野⽐。



静⾹：⼤雄，你能过来⼀下吗？
⼤雄：静⾹？怎么啦？你在哪⾥？我马上过来。
静⾹：我在TOKYO DOME边上的⼈⾏天桥上。
⼤雄：好，我马上到。
旁⽩：挂了电话，⼤雄夺门⽽出，把妈妈“你去那⼉“的问句远远地抛在了⾝后

第五幕
时间：当天下午三点半左右，地点：⼈⾏天桥

（⼤雄⽓喘吁吁地登场）
⼤雄：静⾹，你没事吧。
（静⾹看着⼤雄，脸⾊异常难看）
⼤雄：静⾹你眼睛好红。谁欺负你了？我帮你去揍他。
静⾹：（哭了起来）⼤雄，我失恋了…
（⼤雄⼀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过了⼀会⼉）
⼤雄：⼩杉还真是可恶啊。
（静⾹越哭越厉害，⼤雄不知所措）

第六幕
时间：当天下午四点左右，地点：后乐园附近的公园

（静⾹的哭泣渐渐停⽌）
静⾹：⼤雄，你说是不是恋爱真的会拖⼀个⼈后腿啊，阻碍他成功？
⼤雄：没有吧，静⾹你不是很成功吗？
静⾹：我不⼀样吧。我在职场上也没有那么⼤的追求啦，⽽且感觉男⼈和⼥⼈还
是不⼀样吧。
⼤雄：怎么会，我觉得男⼥平等的，男的怎么样，⼥的就可以怎么样啊。⽽且我
觉得静⾹做得很好啊。
静⾹：有些问题，你还不懂吧。
⼤雄：确实经常有⼈嘲笑我的绝对男⼥平等观，但我没觉得我哪⾥错了啊。嗯…
我没谈过恋爱不是很清楚，但我觉得吧，恋爱应该是两个⼈互相⿎励，互相扶持
的过程吧。
静⾹：可⼩杉他说，恋爱耗了他很多时间，使得他研究的时间⼤⼤减少。
⼤雄：你听⼩杉胡说什么，他⾃⼰不⾏，拿别⼈当借⼜，我最讨厌这种⼈了。
静⾹：⼤雄不是也没有谈过恋爱吗？如果是我，我也会想，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杉他那么聪明。
⼤雄：不是啦，我是…
静⾹：还有，刚刚我把⼩夫骂了⼀顿，说他⽼是喜欢炫耀，⾮常讨厌。我是不是
做得有点过分啊。
⼤雄：哪有，他本来就应该被骂骂了，他这么炫耀，确实很让⼈讨厌啊。我早就
想骂他了，静⾹骂得好。
静⾹：你说我会不会嫁不出去啊？



⼤雄：呵呵哈，你开什么玩笑，你是静⾹诶。
静⾹：静⾹怎么了？
⼤雄：静⾹…（低头）静⾹，其实我…（⼿机铃声响）
⼤雄：喂，妈妈，怎么啦？
⼤雄的妈妈：⼤雄，我刚接都个电话叫你去⾯试。你是不是报了什么公司啊？
⼤雄：⾯试？⼤过年的⾯试？
⼤雄的妈妈：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诶，但我确实接到电话了，叫你⽴刻去。
⼤雄：好，我知道了，就这样吧。（挂电话）
静⾹：你要去⾯试啊？
⼤雄：是啊，好奇怪。
静⾹：我听⼩杉说，你们在造哆啦A梦？
⼤雄：呵呵，嗯，可以说我们的⽬标就是造出类似哆啦A梦但功能和智能要弱很
多的所谓原型机的东西啦。
静⾹：好复杂。反正很快又就能见到哆啦A梦了吧。加油啊。
⼤雄：嘻嘻，嗯。我得去参加什么倒头⾯试了，回头再联系。
静⾹：Bye bye。

第七幕
时间：当天晚上七点，地点：空地

⼤雄：没想到当年的空地真的被改造成了⼉童游乐区了呢。这种事情在10年前的
东京都是不可想象的啊。现在的⼩孩真幸福。社会的进步还真是吓⼈得快啊。这
么看来，失去的⼗年什么的，也不是那么糟的事情吧。呀，这不是⼩咪么。
（⼩咪登场）
⼩咪：喵。
⼤雄：⼩咪啊，哆啦A梦⾛了之后不知道你寂寞不寂寞诶。话说转眼你都已经是
只⽼猫了呢。当年你还那么⼩。想当年啊，哆啦A梦接近你的时候，紧张得要死
呢，还是我去跟静⾹表⽩，给他做的⽰范，他才勇敢地迈出的第⼀步。可是转眼
那么多年过去，我好像退化了诶。以前是因为⼩杉在的缘故吗？危机感让我总能
很主动地去找静⾹。可是，现在⼩杉离开了，我突然感觉到，今天就是我⼈⽣的
转折点。我既兴奋又难过，我真看不得静⾹那样。我连跟静⾹正常说话都做不到
诶，我感觉我说出来的每句话都有问题，说出了⼜就想改正。真的是到了这个节
点，不知道该怎么开⼜表⽩了。
⼩咪：喵，喵，喵。
⼤雄：好吧，我不是哆啦A梦，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抬头仰望天空）哆啦A
梦，我感觉我们看到的未来是真的呢。

第三章
第⼀幕

时间：⼀年后的某⽇，地点：⼤雄的房间
（⼿机铃声响）



⼤雄：喂，胖虎啊，好久不见，什么事啊？
胖虎：好久不见。⼤雄，我跟你说啊，刚静⾹跟我说，她有喜欢的⼈了，⽽且说
我知道的。可我什么都不知道诶。
⼤雄：（表情带笑）是吗，怎么回事，她怎么会和你说这种事情？
胖虎：我想她和⼩杉分⼿那么久了，失恋的伤也快好了吧，就表⽩了啊。然后她
跟我说：“刚⽥同学，你知道我⼼⾥有⼈了的啊，你也知道是谁的啊”，然后我又
不好问是谁，就来问你了。你知道是谁么？
⼤雄：我不知道诶。
胖虎：这样啊。我听⼩夫说最近你和她来往很多的样⼦，⼤雄，不会是你吧。
⼤雄：呵呵，开什么玩笑。
胖虎：那你表⽩的时候她说什么啦？
⼤雄：表⽩？
胖虎：不会你没表⽩过吧？不要告诉我你不喜欢她哦。我可记得你当年还和⼩夫
争静⾹到底喜欢谁的勒。
⼤雄：我怎么可能不喜欢静⾹，可是…
胖虎：不要告诉我你连表⽩的勇⽓都没有，你是不是男⼈啊。
⼤雄：我…
（电话被挂断了）
⼤雄：哆啦A梦，我还真的是没有勇⽓诶，我都不知道我的勇⽓是什么时候丧失
的了。

第⼆幕
时间：当天下午，地点：空地

⼤雄：⼩咪，我又来看你了。
⼩咪：喵。
⼤雄：⼩咪啊，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和哆啦A梦认识的吗？嗯，对了，我想起来，
是哆啦A梦问你“我们可以做朋友吗？”，可是这招对静⾹没有⽤诶，我和静⾹已
经是朋友了。真是伤脑筋。你说我怎么办好呢？（低头看⼩咪，⼩咪不在）
⼤雄：啊，⼩咪，你跑哪⾥去了啊？唉，真是的，⼩咪都不愿意听我诉说。
（起⾝回家）

第三幕
时间：当天傍晚，地点：⼤雄的房间

⼤雄：（望着书桌的抽屉）哆啦A梦，今天连⼩咪都对我爱理不理的诶。⼩杉离
开后已经⼀年了，我和静⾹仍然没什么进展。虽然时不时地见⾯，吃个饭什么的，
但离男⼥朋友关系还差得很远诶。我之前觉得，她在伤愈期，不想刺激她，所以
⼀直没有开⼜，可过了这么久，我都找不到阻碍我⾃⼰的理由的时候，我却开始
莫名地恐惧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和她见⾯真的很好，我们有很多的话可以说，
可是时间久了，我就发现，渐渐开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真的很担⼼，即使她
同意了，我们能维持下去吗？我真的是个懦夫，要是你在就好了。我就是个懦夫



啊！
⼤雄的妈妈：⼤雄，你⼀个⼈吼什么呢？（开门进来）多⼤了，还哭⿐⼦呢？怎
么啦，跟妈妈说？
⼤雄：我不想说。
⼤雄的妈妈：是恋爱的事情吧？（见⼤雄没有反应，继续说）我也不知道具体是
什么情况，但有些事情啊，顺其⾃然就好，不要急，⼼急吃不了热⾖腐。
（见⼤雄仍没反应，⾛出了⼤雄的房间）
⼤雄：（⾃⾔⾃语）顺其..⾃然..吗？

第四章
第⼀幕

时间：三年后的某天傍晚，地点：⼈⾏天桥
⼤雄：（⾯对着车来车往）哆啦A梦，从那之后已经四年过去了，我最近突然明
⽩了⼀个道理，⼀道题，不管是谁拿到都会不安，不知道该怎么做，即使知道了
⼤概的套路，也总会担⼼是不是在哪个细节上会卡住的吧。所以，真正⼀道题被
解出来，并不是从这些不安被消解以后开始的，⽽是解题者写下“解”这个字开始
的。⼏年前我担⼼的那些问题，仍然⼀个都没有被解决，甚⾄我都想象不出答案
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决定要勇敢地写下那个“解”字来了。没错，我终于⿎起
勇⽓要告⽩了。我在花店定了⼀束花，晚上和静⾹约了吃饭的，等吃完，我就…
嘻嘻，你是不是也和我⼀样激动呢？
（听到远处传来⼀个熟悉男⼈的声⾳：“⼤雄”，⼤雄四处张望，没看见熟悉的⾯
孔）
（⼤雄把头再回过来时又传来⼀声：“野⽐⼤雄”）
（⼩杉登场）
⼤雄：（略惊讶）⼩杉？
⼩杉：⼤雄，好久不见啊。
⼤雄：（略冷淡）是啊，好久不见，你怎么回来了？
⼩杉：我听某⼈说，静⾹⼼⾥有个他，我又听某⼈说，那个⼈不是你⼤雄，所以
我在想，是不是她在等谁回来呢？
⼤雄：你少臭美，静⾹才不会喜欢上你呢！
⼩杉：是吗？当年可是静⾹倒追的我哦，我觉得这次我主动⼀点，⼀定能把她拿
下的。
⼤雄：你这种⼜⽓很让⼈不爽诶。
⼩杉：⼤雄，真是这些年谢谢你替我照顾静⾹了。
⼤雄：我才不是替你照顾的静⾹呢！
⼩杉：对了，你有拜读我最近新发的论⽂吗？我现在可是全世界离“哆啦A梦”最
近的男⼈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哦，⼩时了了，⼤未必佳啊。
⼤雄：拜读？！⼩杉，我以前是很讨厌你，但是是因为你太优秀地讨厌你，可是，
现在我讨厌你，是因为你就是个混蛋！⽽且，⼩时了了这句话应该是说你的才对



吧。
⼩杉：是吗，我是混蛋哦。你不觉得“⼈渣”这个词更适合我吗？哦，我忘了，你
⼤雄啊，脑⼦不好，不知道⼈渣这个词怎么说，哈哈。
⼤雄：你个⼈渣！
（⼩杉掏出⼿机，拨通了⼀则电话）

第⼆幕
时间：接第⼀幕，地点：新宿附近

（⼿机铃声响）
静⾹：喂，⼤雄啊，不好意思，我这⾥堵车，可能会晚⼀点才能到。
⼩杉：静⾹，是我。
静⾹：⼩杉？你回来做什么啊？
⼩杉：静⾹，这四年来，我⼀直在反思我⾃⼰的错误，我已经⽆法明⽩我抛下你
时的⼼情了，当时，我就是个⼈渣，我都不敢想象那之后你是怎么样的⼼情。
静⾹：…
⼩杉：静⾹，能再给我⼀次机会吗？让我倾尽所有来弥补这⼀切吧。你知道吗，
在N.Y.的地铁上，你的脸总是会不⾃然地就浮现在我脑海，你知道吗，在L.A.的
sushi bar，每每吃到家乡的美⾷，我都会情不⾃禁地落泪，我真是太傻了…

第三幕
时间：与第⼆幕同时，地点：⼈⾏天桥

⼤雄：（⼼中默默地想）哆啦A梦，我真是个懦夫，⼩杉在给静⾹打电话，这样
下去，他们会复合的，可就这样，我却连骂⼀句“⼈渣”的勇⽓都没有。我到底是
怎么了？我好像是在等待静⾹回绝他，却有极度不安，⼩杉的等级⽐我想象的要
⾼很多啊。哆啦A梦！
（依稀传来⼩杉的声⾳“晚上我请你吃饭吧？”“好，⽼地⽅见。”，⼤雄惊呆了。
⼩杉合上⼿机盖微笑地看着⼤雄）
⼩杉：野⽐先⽣，空想永远没有实证来得靠谱，静⾹已经答应见⾯了，⽽你呢，
就等着被放鸽⼦吧。
⼤雄：（紧皱眉）…
⼩杉：（转⾝离开，⾛到⼀半，回头）⼤雄，最后给你⼀个忠告：静⾹是我的，
“哆啦A梦”也是我的！后会有期。

第四幕
时间：晚上七点，地点：⼤雄家

（⼤雄开门进家门）
⼤雄的妈妈：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
⼤雄：…（径直⾛回⾃⼰房间）

第五幕
时间：晚上七点零五分，地点：⼤雄的房间

⼤雄：哆啦A梦，我竟然相信了整整四年，觉得你没有骗我。可是呢，可是到最



后呢，我都告⽩了诶，在这个档⼜…为什么我那么不幸呢？我真的有很努⼒啊，
真的。
（打开电脑，Google“Dekisugi, robot”，画⾯出现“Dekisugi, robotの学術記事”，点
开，看见⼩杉的论⽂赫然出现在第⼀个）
⼤雄：哇，才发表⼀个⽉，被引⽤数500多！到底什么内容啊？

第六幕
时间：当天晚上⼋点左右，地点：⼤雄的房间

⼤雄：哆啦A梦，我刚读了⼩杉的⽂章，真的像他说的，他已经离你⾮常近了，
我觉得我不是他的对⼿，你原型机⼀定先从他⼿⾥开发出来的。我觉得我根本就
不适合搞研究，我脑⼦这么差，⼩杉那么聪明，我怎么可能是⼩杉的对⼿呢。哆
啦A梦，我准备辞职，下海经商了。我要去关西，我不要呆在这⾥了，我绝对不
要参加他们的婚礼，我必须离开这⾥，对，必须！
（⼤雄累倒在地上，脑海中开始回忆起与静⾹有关的，这么多年来，尤其是这四
年来的点点滴滴，不禁落泪，可是回忆却怎么都关不掉…
此处省略1000字）

第七幕
时间：当天晚上九点左右，地点：⼤雄家

（⼤雄的⼿机铃声响）
⼤雄：喂，我是野⽐。
快递员：野⽐先⽣您好，我是XX花店的送货员，您定了我们店的⼀束花，我们
现在就准备发货，您希望我们送到哪⾥呢？
⼤雄：送我家来吧，XX区XX町X－X。
快递员：OK。马上给您送去。

第⼋幕
时间：两天后的中午，地点：⼤雄的房间

（⼤雄在整理箱⼦，看着前些天送来的那束已经⼏近枯萎的花，却不舍得扔进垃
圾桶，把它收进了箱⼦⾥，这时⼿机铃声响）
⼤雄：喂，胖虎，怎么啦？
胖虎：⼤雄，我听⼩夫说你要去关西啦。
⼤雄；是啊，话说⼩夫的消息还是⼀如既往地灵通啊。
胖虎：⼩夫就是这样的⼈么。我还听说啊，静⾹和⼩杉复合了。原来静⾹⼼⾥那
个他还真是⼩杉啊。
⼤雄：呵…呵…
胖虎：既然你也out了，我妹妹在九州，没有合适的结婚对象，⼲脆你就去九州，
然后你们做个伴好了。
⼤雄：啊…
胖虎：我可是看得起你才把她托付给你的哦，你敢对她有⼀丝不好，我绝对让你
好看。



⼤雄：好吧。
胖虎：⾏了，过些天我们三个⼈见个⾯，筹划⼀下婚礼的时间什么的。就这样了。

（电话被挂了）
⼤雄：啊，哪有这么急的啊！
（⼤雄失望地拍着⾃⼰的额头，但愿⼀切都是个梦）
⼤雄：（瘫坐在地上）⼩⼩雄（セワシ），真的对不起，哆啦A梦帮我那么多，
可我的⼈⽣轨迹好像注定⽆法改变，我可能只能像你的那本相册上那样了，要祸
害你们⼦孙直到很久之后了。
⼤雄：哆啦A梦，为什么想着即将发⽣的那⼀切，我完全丧失了继续去⾯对⽣活
的勇⽓了呢，明知道⾃⼰开公司会失败，我还应该去开吗？明知道和胖花结婚后
⽣活会很不幸，我就避不开这条路吗？哆啦A梦，为什么我的新娘还是胖花，不
是静⾹呢？这样你来的意义不就完全被否定了吗？我从我既定的命运中偏离了⼀
⼩段，就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命运什么的，注定还是不能改变的对吧。如果
不是，那我岂不是太对不起你了。哆啦A梦！

第五章
第⼀幕

时间：第⼆天下午，地点：东京站
（⼤雄提着⾏李，站在改札⼜前，准备进站台了）
⼤雄：哆啦A梦，虽然我很害怕，但既然命运如此，我觉得我也不能不去⾯对，
真的是我难得有的勇⽓呢。可是这样凄凉的告别，我实在不想道与我⽗母，所以
我就不告⽽别了。相信他们会原谅我的⾃私的吧。好了，我要进站了，向着悲惨
的新⽣活勇敢进发吧。
（⼤雄提着箱⼦往⾥⾛，听到⼀个熟悉不过的声⾳在喊“⼤雄～”）
（⼤雄回头，看见静⾹⽓喘吁吁地跑来，⼤雄放下⾏李，跑了过去）
⼤雄：静⾹，你怎么来了？
静⾹：你⾛都不告诉我，如果不是⼩夫和我说起这件事，我是不是就再也碰不到
你了？
⼤雄：…
静⾹：⼤雄，我等了你四年，你却要这么⼀声不吭地就离开了。
⼤雄：静⾹，我…我觉得你和⼩杉在⼀起会很幸福，所以，不想再打扰你们了。
静⾹：所以呢，（笑），所以那之前的四年呢？
⼤雄：我…我没有勇⽓…
静⾹：你真是个没有⽤的⼈！废物！这种事情还要我开⼜，还要我跑到车站⾥来
挽留你？
⼤雄：对不起，可是，你不是最后还是选择了⼩杉吗？
静⾹：我知道他打电话的时候你肯定在场，所以想激你⼀下的，我以为以前你那
么主动都是因为有⼩杉这个对⼿存在呢，可是现在⼩杉来了你都⼀样窝囊…



⼤雄：所以说都是假的？
静⾹：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后来我放了他鸽⼦，去我们约好的地⽅，可你已经
⾛了，所以你放了我鸽⼦诶，你知不知道。
⼤雄：（⾼兴地笑），真的对不起，我嘴巴好笨，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对了。
（说着⼤雄跑去把箱⼦提过来，打开箱⼦，拿出那束已经枯萎的花）我那天其实
想表⽩的，所以，所以神经有点太敏感了啦，呵呵，你不嫌弃这束花的话，能收
下它吗？
静⾹：开什么玩笑，这么枯的花你也好意思再回收利⽤啊，再去买⼀束来啊。
⼤雄：哈哈，是。（抓后脑勺）

第六章
第⼀幕

时间：10年后的某天，地点：⼤雄研究室
（⼤雄在摆弄什么器材，⼿机铃响）
⼤雄：喂，⽼婆怎么啦？
静⾹：⽼公，⼩雄（ノビスケ）又在学校欺负同学了，⽼师叫家长去。我今天要
加班，你有空去⼀趟吗？
⼤雄：好，我马上就去。
（电话挂断了）
⼤雄：（把⼀个螺丝拧到⼀个实验体上，揭开覆盖实验体的布，出现的是和有⽿
朵的哆啦A梦长得⼀模⼀样的⼀个实验体）哆啦A梦，welcome to our world. 这⼀
天，我们等得太久太久了。
（说完，⼤雄放下⼿头得活，出了研究室）

第七章（尾声）
第⼀幕

时间：当年的另⼀天，地点：电视台演播厅
胖虎：欢迎收看，胖虎杂谈，我是刚⽥武。今天我们请来的特别嘉宾是我幼时的
玩伴，现在席卷各⼤新闻档的著名科学家，野⽐⼤雄。
胖虎：（转向⼤雄）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雄。
⼤雄：谢谢，我⾮常荣幸能参加这个节⽬。
胖虎：⼩时候总觉得你这家伙长⼤不会有什么出息，没想到现在能这么不得了啊。

⼤雄：呵呵，有⼀句话⼀直挺激励我的，中国的⼀句古话，叫⼩时了了，⼤未必
佳。所以，我很重要的⼀个朋友⾛了之后，我就开始相信，不管以前如何，只要
现在努⼒，⼀定能赶上去的。
胖虎：⼤雄你真是福份不浅啊，不光是事业有成，还娶到这么漂亮的⼀个妻⼦。
⼤雄：呵呵，我确实运⽓不错。以前我妻⼦问过我⼀个问题，是关于恋爱和⼯作
是否会互相牵绊的问题。我当时没能回答出来，但我现在终于得到答案了：⼈最
佳的状态莫过于和⾃⼰喜欢的⼈相互⽀持的状态的，在这个状态中，没有谁为谁



牺牲之说，更没有谁成为谁的牵绊⼀事。所以，那些⽣活穷困，却拥有与⾃⼰相
互⽀撑的⼈，我想跟你们说，珍惜它吧，不要为了所谓的事业的成功或是⽣活的
改善⽽抛弃⼈⽣最好的状态，那都是借⼜，是幌⼦，那些美好的东西都是从最好
的状态中⽣产出来的。
胖虎：多年不见，你说话⽔平提⾼了不少，还开始讲道理了诶。
⼤雄：哈哈，是吗，我以前这么糟？
胖虎：那是，不是⼀般地糟。
…（笑声）
（剧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