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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石屏
我的父亲和母亲是大学同学，
1938 年他们考入西南联大，在五百
里滇池侧畔相识，一生携手，养儿
育女，白首成约。父亲赵伯礼，
1915 年生，江苏武进人；母亲刘世
琮，1917 年生，成都新繁人。时光
如梭，又至清明，绵绵追思间，父
亲和母亲的历历往昔，又都一齐来
到我的眼前……

李
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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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破碎
文脉传承不绝

1937 年上海沦陷后，日本侵
略者的铁蹄踢碎江南明珠一样的
水乡，时艰愤激，国破无家，父亲
离开武进老家，流离颠沛，辗转千
里去到武汉。之后武汉沦陷，父
亲逆长江、入夔门、来到了当时的
陪都重庆。之后考入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
丰碑，在国运维艰、物质极度匮乏
的 8 年办学时间里，名师云集，人
才辈出，声誉盖世。
时值抗战，国家饱经苦难，
父亲和母亲不知多少次给我们讲
国破山河碎的国难之殇，家恨之
痛。那时日本的飞机毫无障碍地
定期轰炸，而且在上一周就要预
报：下周某日、某时，轰炸西南
联大，侵略者欺负人可以到如此
猖狂的程度。所以躲防空警报是
那时联大师生的常事。听父亲
说，一次华罗庚和几个学生藏身
的防空洞被炸塌了，他和几个学
生在里面努力用手挖，外面的师
生用工具接应才脱离险境。
母亲说，一次往防空洞跑的
时候，她忘了外公给她的怀表，
跑回宿舍去取。再跑回来时，刚
才还在身旁的女生被炸倒在地，
满身是血，回过头看女生宿舍，
已经被炸坍塌。母亲说，日本飞
机何等肆无忌惮啊，总是飞得很
低，且对准宿舍屋脊正中投下炸
弹。后来有了史迪威将军的飞虎
队机组，才遏制了日本空军的嚣
张气焰。我曾经问父亲，西南联
大并非军队，日军为什么这样凶
狠地轰炸呢？父亲说，因为中国
最优秀的文化人聚集在这里，他
们想要炸断的是中国的文脉！
《曲礼》 曰：
“父之仇，弗与
共戴天”。父母反反复复讲述的
国恨家仇，那种痛，那种传承文
脉、振兴国运的誓愿，就这样深
深根植于我们心底。至今每次国
家阅兵，当中国空军驾驶的雄鹰
在轰鸣声震之中呼啸而过的时
候，我都忍不住热泪满面。中国
文化五千年历经血与火的磨砺而
不断，是因为文脉的基因深深根
植于中国的每一个家庭，在每一
个家庭里世代传承。

父爱静默如山

文脉传家 相濡以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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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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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小就喜欢翻父母的藏书
来读，根本不懂的专业书也翻来
看，只要看书就专注得很，我好几
次读着读着就趴在书边酣然入睡。
有一次爸爸带回一本好书，母亲说
让我们先看，谁知天快亮时姐姐发
现母亲挑灯夜读竟已经读了大半。
一本好书带回家就是全家的好心
情，一家人真正入了读书的“三
昧”境界。
父母的历史古文极好，古诗文
烂熟于心、吐韵如锦、珠落玉盘，
我常常笨拙地效仿。小学时候读了
唐诗三百首，背诵 《琵琶行》 给父
母听，将“初为霓裳后六么 （音
yao） ”读成“什么”的“么”，父
母开心地笑弯了腰，说我认真读错
字的样子好可爱。读中学时第一次
听父母说到“日近长安远”“不闻
人从日边来”的故事，古人的思辩
如此高明、生动，让我惊奇万分。
父母那慈爱的笑容至今还在眼前，
让我一如初读唐诗的蒙童，永远在
父母的循循之中，向往书香、向往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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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 绘

反知识年代，
反知识年代
，
文脉传家绵延

在后来那段风雨如晦的反知识
笔走龙蛇。现在我的墙上所悬皆为 ‘如时雨化之’，我们知道了何为学
年代，父亲和母亲饱受坎坷，身陷
父亲遗墨，俊逸流畅，结字隽永。
识，何为学者，何为家国情怀。故
囹圄时最担心的却是我们少不更
弟弟也是从那时开始临帖 《灵
而不敢固步，不敢懈怠，高山仰
事、丧失理想，迷失人生。于是不
飞 经》， 父 亲 总 是 笑 着 鼓 励 说 ： 止，卑以自牧。
断写信反复叮嘱我们：“困境中的 “嗯，再写。”又将王献之习书法写
古人云：国之将兴，必有世德
坚守最可贵；要有理想，爱日惜
干一池清水的故事讲给我们。现在
之臣；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如持
力；一个国家不可能不办大学，我
弟弟在家里独辟了练书法的小书
左契，交手相付。父母把中国文脉
们还会重上大学讲台，你们也还有
房，所临之帖都是父亲留下的，他
的基因和智慧传递给了儿女子孙，
机会读书，一定要有准备，机会来
说临帖如父亲在侧，见帖如人，不
文脉在我们这个家庭中生生不息，
了才能抓住。”我们听进去了，手
禁唏嘘。
“见其进，未见其止”。我们延续着
不释卷成了习惯，积水成渊，期月
中国文脉有“德才学识”
“ 修齐
父母的生命，努力实现着父母的平
有成。
治平”之谓，父亲和母亲时常深深感
生之志，孩子们无不奋发向上，成
失学十余年之后，我们姐弟都
念西南联大恩师们的道德文章、绝
为各自领域的专业精英，足可告慰
以优异成绩抓住了读大学的机会，
世才情，也几十年努力践行着西南
父母。
父母极为欣慰。父亲提笔手书，叮
联大的学识卓越、德性高洁。父亲
更可告慰父母的是，如今的国
嘱我考上大学只是学问之伊始，要
的学生对我说，你不知道你父亲的
家再不是 80 多年前任人欺凌的中
不断进取，以成真正的学问。迄今
学问有多渊博、对学生有多好、讲
国，江苏老家明珠一样的江南水
四十多年过去了，父字手书一直放
课有多精彩、字有多漂亮，你不知
乡，更加美丽如画。母亲常引用
在我的桌面，过庭之训，每饭不
道我们学生是用“伟大”二字来形容
《孟 子》 所 说 的 “ 七 十 者 衣 帛 食
忘。
你父亲，你不知道……的确，我只知
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
我家的藏书在文革时被抄一
道，父亲的德才学识，无愧于西南
未之有”，如今中国，民富国强，
空，父亲从“牛棚”回来后，就借
联大。
时和岁稔，黎民丰衣足食，远远不
来唐诗宋词元曲、诗词格律等古
义方之训，如川之流。父亲和
止衣帛食肉。多少年为之奋斗的小
籍，用手抄的方式重新开始积累家
母亲专业精湛，博学卓识，人格卓
康已经光明初现，中华盛世的朝阳
学的文本，挥毫泼墨，吟诗赋词，
著，精神百世。几十年耳濡目染，
已经再现。

白首成约，
文墨相濡相偕

父亲精通诗词曲赋，琴棋书画，
才华横溢，母亲更是满腹诗书。父
亲喜欢题扇，母亲总是替父亲研好
墨，然后在一旁做手里的事情。父
亲一边写一边念着，有时候记不准
确了，停下笔回头望着母亲，母亲总
是笑吟吟地脱口而出，父亲也满面
笑意，接着写下去。写完了，两人议
论一番，然后母亲帮着压好纸扇，父
亲选出他满意的印章盖上——此情
此景，穆如春风。如命俦啸侣，一觞
一咏；
如天机云织，生死契阔……
父亲写的最后一个字，是给母
亲 70 岁生日写的“寿”字。那是父

亲去世前半年，重病卧榻，站立已相
当困难，双目视力也几乎为零。我
在方桌上准备好纸笔墨砚，扶着父
亲从卧室走到小厅，把蘸好饱满墨
汁的毛笔放到父亲手里，然后把父
亲的手移动放到“寿”字第一笔的起
点，轻声说：
“ 爸爸，从这里写，你要
站稳哦”，然后全力扶着他。母亲站
在方桌另一边默默看着。
父亲凝思片刻，全靠着几十年
谙熟的书法笔道，用已经不灵活的
右 手 挥 动 着 巨 大 的 毛 笔 ，舞 动 乾
坤。墨色飞舞，遒劲而飘逸。笔力
透纸，穿云而裂石。
“寿”字的最后一

点，从右上挥笔到左下，复又回锋向
右，虚墨若续若断，仿佛横绝太空，
最后稳稳落笔一点，画龙点睛，下笔
如神。当父亲聚集了全身力气运笔
收笔于最后一点时，几乎全身倒在
我肩上，
我差一点没站稳。
我用力扶着父亲，欣喜地说
“爸爸，这一点正在位置上！”父亲
说：“那就好，那就好！”坐下歇息
片刻后，我换上中楷，父亲循着我
给他指的位置，又写下几行“献
寿”的题跋。等父亲写完，我才发
现母亲已是泪流满面。
这个字后来用玻璃框装裱了。
第

二年又到母亲生日
的时候，父亲已经不
在了。之后每年母亲的生日，她都要
取出这幅字，
放在桌上，
久久凝望。
后
来母亲在病重卧床中过生日那天，
母
亲久久地凝望着父亲的遗墨，
久久地
抚摸着字框，
轻轻呼唤着父亲的名字
说：
“ 你走了 8 年了，我也病了，你为
什么还不来带我走啊？
”
再一年，到母亲生日的时候，父
亲已经带走了母亲。从此他们——
共守福地，千古相随。
（作 者 系 重 庆 师 范 大 学 教 授 ，
重庆市家庭教育专委会理事长）

外公一眼就看透了人生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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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咏梅
在我最初的印象中，外公并不
来，妈妈的话或许有点夸张了，
其实
公立刻送回，惹得售货员一脸不高
慈祥，
他身材高大，
一口地道河南话，
我并不是第一个让外公感到骄傲的
兴。他还时不时把街上遇到的乞讨
厚厚的镜片后面有一只眼睛是瞎的，
子孙。我的大舅是在 1945 年 8 月
者（尤其口音是老家的人）带回家，
让小时候的我不太敢亲近。后来才
15 日日本投降普天同庆的那天接到
一本正经地叫着外婆的名字说“你
知道，那是外公年轻时参加西北军，
南京中央大学录取通知书的，
成绩是
老乡找你”，每次从不让人空手而
在古北口同日军作战时被炮弹炸坏
贵州省第一名；
1955 年，
三舅从清华
归。而住在外公外婆楼上的纪伯伯
了左眼。外公作为伤员退出火线后
大学被选为第一批派往苏联的留学
纪妈妈一家，原来是第一浴池的搓
来到大后方贵阳自谋生活，
在民族巷
生；
四舅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参加
澡工，
因住房困难，
外公让出两间房
28 号置办了一个小院子，在那里一
了人民大会堂的建设；三姨 20 岁就
给他们落脚，
几十年分文不取。
直生活到1991年去世。
上了抗美援朝的前线……
我印象中只见过一次外公发脾
外公去世 30 年了，在每次的家
“做人要谨记‘温良恭俭让’” 气，
那是两个十来岁的外孙淘得没边
族聚会中，家人都会从不同角度回 “要像铜钱，
内方外圆，
要严以律己宽
儿，
跑到家附近的南明河边去玩儿，
忆起外公的音容笑貌，往事或风光
以待人”
，
这是1983年我即将启程来
天黑了也不回来吃晚饭，
急得家里人
或平淡，并不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
北师大上学时外公的叮嘱，
当时16岁
到处找。等他们回家后，
外公气得发
漠。而我越追思外公在这个大家庭
的我似懂非懂（今天也很惭愧仍没有
抖，
哆嗦着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
中留下的痕迹，就越感念外公的睿
做到），
但一路走来，
特别是遇到
“事
在他们手心上狠狠地打了几下。这
智和坚韧。他仅余一只好眼睛，却
儿”
的时候，
外公的话还是会在耳边响
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什
一眼就看透了人生的真谛。他的进
起，
外公的影子还是会出现在脑海中，
么叫忠厚温良，
什么叫用爱管教、在
退取舍，他的简朴淡泊，他的忠厚侠
提醒我该如何选择。
爱中管教，什么叫设立边界又克制
义，是后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
妈妈跟我说过，外公经常把不
情绪，
这一课是外公给我上的。
神遗产。
太新鲜甚至蔫得没法吃的菜买回
重亲情、爱朋友、好助人，是亲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
这
家，理由是“谁都不愿意买不好的
友们对外公侠义风范的共同感受。
不是外公说出来而是活出来的价值
菜，最后只好扔掉，
国家的损失怎么
外公广交朋友，
人缘特别好，
曾担任
观。妈妈说外公曾经拿着我的大学
办 ？”
（那时还是国家统购统销的菜 “贵州省冀鲁豫同乡会会长
贵州省冀鲁豫同乡会会长”
”
。他总
录取通知书，
录取通知书
，从巷口的第一家走到
店）。有一次在国营粮店凭粮票买
。 有一次在国营粮店凭粮票买
是助人为乐，
是助人为乐
，还帮助过开国上将苏
巷尾最后一家，
巷尾最后一家
，欢喜相告
欢喜相告。
。 现在想
米回家，
米回家
，发现售货员多称了斤两
发现售货员多称了斤两，
，
外
振华的岳父阎百川经重庆去延安。
振华的岳父阎百川经重庆去延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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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
外公被定为民主人士，
被聘
为区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
虽然文
革中受到冲击被停职停薪，最后还
是平反昭雪，以公务员的身份直到
退休，
他还曾担任贵阳市志的编委。
外公和阎百川是磕头拜把的兄
弟，
解放前夕，
阎百川看出国民党大
势已去，劝外公弃军从商。外公听
了好友的劝告，后来创建了贵阳市
最早的洗浴中心——远东饭店浴
室，解放后他将整个企业捐献给政
府，担任后来改名为遵义饭店第一
浴池的总经理。
当时远东饭店的大部分股东都
在国民政府有官有职，浴室就像个
交流信息的文化中心。外公并不独
善其身，而是设身处地苦口婆心地
劝这些官员投诚，对贵阳市的和平
解放做出很大贡献。解放后阎百川
曾让女儿特意来家里致谢，
说
“我们
共产党人是知恩图报的”。后来外
公无论处于何等逆境都心怀盼望，
应该与这段经历有关。
1982 年 ，外公平反后补发了 1
万 5 千元工资
千元工资。
。这在当时是一笔巨
款，
外公没有留作自己养老，
外公没有留作自己养老
，
而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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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全家老小几十人。大舅在回忆录中
说，
外公是为了
“让家人深刻地相信党
是实事求是的”
。
坚韧，内敛，不抱怨，是外公在近
一个世纪的人生风云中锤炼出的气
质。外公一生勤劳，85 岁时还能从街
道的公共水井挑水回家。搜寻记忆中
的片段，
翻看发黄的老照片，
我发现外
公任何时候都衣着整齐，
一尘不染，身
材修长板正，
到老也如玉树临风。
我和外公相处的时日并不多，从
他那里听到的从来都是温言良语，不
曾听到他抱怨生活的艰难。其实，少
小离家，异地生根，四世同堂，开枝散
叶，
重孙们还远涉重洋留学就业，日子
并不总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的。我
不知道外公经历了怎样起伏跌宕的心
路历程，
只想能像他那样，
不管生活多
么不易，
都能坚守一份不抱怨的坚韧。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到今天，
我们
家在全国各地的亲戚还经常走动、
互相
牵挂，见面很亲热，不见面就彼此想
念。诚实
诚实、
、
简朴、
简朴
、
互助，
互助
，
在儿孙晚辈中蔚
然成风。
然成风
。外公没有攒下多少家产
外公没有攒下多少家产，
，
留给
我们的物质遗产极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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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留下的社
会文化资本却让我们一生受用
会文化资本却让我们一生
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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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的父亲节，其时父亲已病重在床。
因为参加上海一个主题为
“发现父亲”
的沙龙活
动，让我有机会好好回忆和“发现”了父亲在自
己生命中的影响。
活动一结束，
我在朋友圈发了
一条信息：曾经以为父亲缺席了我们的成长过
程，
但事实上父亲的爱一直都在。
本想回家后和父亲当面说一声“谢谢”，但
因一个不得不参加的培训，我又继续赴外地学
习了。
学习期间，
对父亲强烈的牵挂让我决定提
前回家，
并买好了回程的机票。
然而刚到家就接
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我忍不住失声痛哭！
还是
错过了和父亲当面说一声“谢谢”的机会，令我
至今心中隐隐作痛，
无法释怀。
父亲 39 岁那年才生了我这个小女儿。尽管
对我很是疼爱，
但迫于生活的重压，
我的童年记
忆里几乎没有父亲陪伴的印迹。我每晚入睡时
父亲还在忙活，早上醒来也几乎没有看到过他
的身影，似乎他从来就不睡觉休息。听母亲说，
我两岁的时候，
父亲因一次挑担过于负重，
在跨
过一个沟渠时摔倒折断了大腿，因此在床上躺
了几个月，
母亲忙活的时候，
我就在父亲身边爬
来爬去。也许那是父亲为数不多的在家休息的
时间，
但可惜我那时太小，
对这段时光并没有什
么记忆。
父亲本来就身体羸弱，受了这次重伤后身
体更是走下坡路了。
那个年代农村血吸虫泛滥，
父亲也染上了这个病，而且还落下了肝硬化的
毛病。
在我上小学时，
父亲还因胃出血送到医院
抢救过。
因为身体原因，
尽管父亲兢兢业业地劳
动一天，
一点不比村里人干活少甚至干得更多，
但他的劳动还是经常被打折记工分。父亲对此
从不抱怨，
只是说
“人亏欠你的，
老天会还你”。
为了不让一大家子人挨饿，父亲精心耕作
每一寸自留地，
连家前屋后的杂地也不浪费。
他
开创性地挖沟种山芋，
让山芋藤爬上墙。
记得有
一次跟父亲挖山芋，曾挖到最大的一个山芋足
有十多斤重。
他种的土豆、
冬瓜等也都是又多又
大。
每个季节，
家里都会堆满丰收的农作物和农
产品。
后来政策放开，
国家允许在集体劳动之余
发展个体副业了，于是父亲将他的手艺发挥到
极致。父亲心灵手巧，他用干秧苗编的草垫子、
草窝精致又耐用，
很受城里人欢迎。
他炸爆米花
的火候也恰到好处，
一个个又大又脆，
村民经常
排长队等候父亲炸爆米花。
后来父亲年纪大了，
干不了什么体力活了，
他就凭借从小练就的一手好字，给人写对联或
卖中堂字画。
父亲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但爷爷
读了点书，
他让我父亲从小练字，
我们家也算沾
染了一点书香气。
父亲还很有钻研精神，
他自学
并熟记《本草纲目》，
一辈子研究草药。
他一边医
自己的病，
一边研制土方，
医好了远近不少人的
疑难杂症。
父亲善良本分也不善言辞，
拙于与人交往，
他只知道尽自己所能去辛勤劳作，从来都不闲
着也不偷懒。
我一直想不起来，
父亲对我们有什
么特别的教导，现在想来他一直是用自己的身
体力行让我们明白，人只要勤劳只要有一技之
长就不会饿死，
就能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虽然父亲和母亲一直希望我们靠读书改变
命运，
但对我们的学习很少过问，
父亲一直对我
很放心，
也会用他的方法给我一些鼓励。
记得我
上小学时的一次考试，平时一直名列前茅的我
马失前蹄，
因粗心和失误数学没有考好。
我很自
责难过，又怕父母责怪，吃饭时头也不敢抬。父
亲看出我的心思，过来摸摸我的头说：
“90 分也
不错了啊！
”
我的眼泪顿时哗哗流出来……
回忆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对父亲最多
的记忆仍然是他默默劳作的场景。我上初二那
一年，母亲生病住院，哥哥上高中在校寄宿，父
亲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他每天早出晚归在
外奔波，
还要照顾住院的妈妈。
我白天除了上学
和管好自己的生活，
就是照顾好家里养的鸡鸭，
中午休息时还要抓紧时间跑步回家喂猪，因为
那几头猪是解决妈妈住院费用的最大指望。那
个学期的期末考试，
我依然考了年级第一。
我知
道，
父亲虽然没有时间关注我太多，
但他对待生
活的那种坚忍和乐观，已经默默地影响了我很
多，
我希望自己也能和他一样，
即使在生活的尘
埃里也能开出花，
在瓦砾堆里也会生根发芽。
父亲一生普通平凡沉默寡言，以至于我很
长一段时间都只看到母亲的强悍能干对我们家
的贡献。殊不知父亲是我家那块最大最可靠的
基石，
他对我们的影响是浸润无声的，
早已融入
我们的血液。父亲的爱静默如山，他不会表达，
却那么沉稳有力量。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 4 年了
年了，
，每年的清明节
我都会来到父亲墓前，
我都会来到父亲墓前
，仔仔细细擦一擦他的墓
碑，
恭恭敬敬献上一束花，
恭恭敬敬献上一束花
，
然后在心里深深地说
一句没有来得及对他说的话
“谢谢您
谢谢您，
，
爸爸！
爸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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