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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书 摘 录

在敌人的 “督促” 下运动

你几次来信都收到， 未曾单独给你回信

并非忘记了你们， 而是当着有人要走时来不

及单独给你写信。 你和远征走后我时常想念

你们， 特别当我捉臭虫时， 就会记起你们，

后来搬动了几次地方， 每处都有很多臭虫，

现在住的地方初来时每夜要捉四十个， 要起

来寻一二次。 后来杨主任到此， 为我们带了

杀臭虫粉和蚊帐， 现在少了， 可谓免除了对

臭虫的恐怖。

从你和你妈妈来信中得知你到三交 （陕

西地名———任远志注） 后找到教员补习国

文算术和英文，这很好，下学期如果没有适当

学校可进，就只好这样继续补习下去。读书主

要在于自己用心，希望你能坚持用功学习，而

且在国文算术方面多用功， 平常要多看解放

区出版的报纸借以增加你的政治常识。

自从你和远征走后二十天， 敌人 （三万

余） 就向我们驻地地区进攻， 六月七号晚边

（傍晚———任远志注） 我们离开王家湾， 当

时敌人距我们只有二十多里， 九号敌人就到

了青阳岔 （你们回去时第一天经过的地方），

十一号敌人回头时又经过距我们二十余里地

方走过。 在这短短不到十天当中我们搬动了

三次， 两次夜行军都遇着大雨， 有一次夜行

军天又黑雨又大， 当时我想着幸喜你们没有

随我们行动，不然那是可以引起病痛的，因为

所有的人全身衣服都打湿了。 从那以后我们

又安静的驻到现在，几乎有一个半月没移动，

最近敌又集中到保安、安塞地区，时常有小部

到龙安镇、杨家园子、花子坪（即你们学校以

前驻过的地方）一带游击，如果再向我们地区

进攻那我们又得有一时期要行动。

来信很关心我的身体健康， 感谢你的关

心， 但在这时期幸而未曾生过病， 也未感冒

过， 一般说身体比在延安时更觉健强些， 原

因正是因为在敌人的 “督促” 下， 使我们得

到更多运动的机会， 这不独我个人如此， 其

他几位伯伯叔叔也是如此。

（摘自

1949

年

7

月

27

日夜任弼时写给任远

志的书信）

遵约不吃烟酒

你来信说我走后没有生过病并且比以前

胖了， 我十分高兴！ 我高兴你有了较为健康

的身体， 就能够完成你将来学习的计划， 我

希望你和你的姊妹兄弟， 都能培养成为于中

国建设有用的人才。 更加爱惜身体！ 更加努

力学习吧！

你现在大概是在学校里度着寒假的生

活， 想补习功课也会有成绩。 现寒假又快结

束了， 此信到时， 大概又已开学了。 时间是

过着多么快呵！ 我出国已足足三个月九十天

了， 这三个月中修养有成绩， 经过已从给你

的信中可以看见； 同时这三个月中也时常想

念到你们， 本来三月内可以看到你们， 现在

延长修养一个月， 要到四月份才能和你们相

见。 这三个月中我是遵约完全没有吃过烟和

酒， 想必你也会遵约不致吃辣椒吧！

（摘自

1950

年

2

月

25

日任弼时写给任远志

的书信）

不要上这计算尺的当

上次单独给你写的那信收到了没有？ 这

次要算是第三次单独给你写信， 你不怪我写

信太少了吧！ 你说我替你们买了圆规， 就算

得是爸爸中的好爸爸， 我现在再给你们寄来

计算尺及小三角板 （各两套）， 那么不要算

是更好的爸爸了吗？ 计算尺可以推算加减乘

除， 还可做更高的计算， 我是不知道有何用

法， 你可问问你们的数学教员， 但有一个很

大的缺点就是容易使学生依赖它办事， 而平

时反而不注意数学的学习或作业。 因为这缘

故， 我虽买了很久但没替你们寄来， 准备在

回国时带交你们并向你们说明不要上这计算

尺的当！ 就是说绝不要依靠它， 主要是靠自

己好好去学习， 能独立自主地计算， 那计算

尺只是作为参考的东西， 并望你把这意思告

诉远征。

（摘自

1950

年

3

月

26

日任弼时写给任远志

的书信）

有了文字基础便于学科学

你虽然没有插上二年级， 这也不要紧，

但绝不要因为许多功课已经学过， 就不必用

心了。 以前对你说过， 学习要靠自己努力，

要善于掌握时间去学习。 你们这辈学成后，

主要是用在建设事业上， 即是经济和文化的

建设事业， 需要大批的干部去进行， 建设事

业就是要有科学知识。 学好一个工程师或医

生， 必须先学好数学、 物理、 化学， 此外要

学通本国文并学会一国外国文， 有了文字的

基础， 又便利你去学科学。 外国文又以学俄

文为最好， 因为将来帮助中国建设的， 不是

英美而是苏联， 许多建设事业， 必然要向苏

联学习。 但如果你们学校将来只有英文， 那

你只好随着， 也学习英文， 如果有英俄两种

文字， 你可选学俄文。 你说不会把已学的一

点俄文忘记， 那很好， 寒暑假回家时还可以

帮助你补学一些。 将来进高中或专科大学

时， 会要以俄文为主修课的。

（摘自

1950

年

10

月

6

日任弼时写给任远志

的书信）

影响任弼时的教育生涯

■

本报记者 杨桂青

“毕业后，我最想找的工作是教师。 我

到一家师范学校试讲， 因为身体不好，试

讲到一半时，在讲台上晕倒了。 ”这是任弼

时大女儿任远志一个小小的遗憾。

从事教育事业，可以算是任家的一个

传统了。 而从任弼时的成长轨迹看，教育

生涯对他影响深远。

生活在忧国忧民的家庭氛围中

1904

年

4

月

30

日，任弼时诞生在湖南湘

阴县塾塘乡（今属泊罗市）唐家桥（今弼时

镇）任氏“新屋”。 取名培国，取“培植为国

人才”之意，取号二南。

任家历来重视教育。 任远志说，任氏

在当地曾是望族。 祖父这一辈，据不完全

统计，男子

60%

以上离家或赴县城、省城就

读，女子在省城接受中等教育的也近

30%

，

还有的走出了国门，成为享誉中华的教育

家、学者和工程师。

任弼时曾祖寄园公曾任资政大夫（正

二品）， 堂叔任企虞辛亥革命前参加了黄

兴筹组的秘密组织， 为启发民智卖地兴

学。 另一位堂叔任凯南公费留英，回国后

与好友数人创办私立大麓中学，曾任湖南

大学首任校长， 在经济学界与马寅初齐

名，有“南任北马”之称。

任弼时的祖父名裕道， 考秀才未中，

在族中开设蒙学，被亲朋视为名师。

任弼时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的。

考进湖南第一师范高小部

辛亥革命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

潮通过各种媒介逐渐传播，办实业、兴科

学成为时尚。 塾塘乡间最突出的是改革教

育，大办新式学校。 任弼时的勤俭救国、合

群、爱国等情感、品质在其间培养起来。

任弼时

11

岁考进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高小部，任远志说：“这是父亲学生时代的

一个转折点。 他是从这里开始走出塾塘

乡，走出湘阴，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的。 ”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时任校长孔昭绶，

具有现代民族教育思想和爱国精神。 孔昭

绶极力主张进行“军国民教育”，认为我国

历年外交失败，由无战斗实力以为折冲后

盾，而世界唯有铁血可以购公理，唯有武

装可以企和平。 任远志说：“孔昭绶的这一

思想，对父亲是很有影响的。 ”

任远志说：“这段时间， 对父亲触动比

较大的事件是， 袁世凯登基后任命的湖南

总督汤芗铭在反袁声浪中仓皇出逃， 败兵

途中到处劫掠，老家唐家桥也没有幸免。 ”

“如果说内乱激发了父亲戡平内乱的少

年壮志，那么外患则引发了父亲的爱国御辱

之心。父亲从地理课本中的地图看到被瓜分

之地， 在作文里写道：‘若能时存卧薪尝胆之

年，励精图治，何患收回割地之不能乎！ ’”任远

志对父亲的这段心路历程刻骨铭心。

明德和长郡的成长路

任远志说：“

1918

年秋， 父亲考取了长沙

私立明德中学。 创办人之一是辛亥革命元勋

黄兴，文学家苏曼殊、历史学家周谷城、音乐

家黎锦晖等都曾在明德任教多年。”明德中学

秉承黄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育思想，

常结合时事引导学生，教育学生。

任远志说：“没多久， 父亲就转学到长郡中

学，因为祖父一度失业，长郡学费比明德中学便

宜。 ” 长郡中学校长彭国钧是一位教育救国论

者， 认为教育的目的 “在培养社会有用之人”。

“长郡中学的半年，父亲的学业大有长进，思想更

加活跃，考虑问题也深刻了许多。 ”任远志说。

正在这时，“五四” 运动爆发了。 任远志

说：“在时代风潮中，父亲开始面对社会。父亲

提篮上街贩卖国货，到‘贫民半日学校’任教，

走上街头表演宣传反帝斗争的活报剧……”

“到俄国去”

1920

年，任弼时毕业在即。有

28

位同学赴

法勤工俭学了，长郡校友李立三、李富春等均

在此行列。

暑假了， 任弼时和好友肖劲光还滞留校

中，寻找毕业后的出路。

有一天，任弼时自校外归来，很兴奋地对

肖劲光说：“有办法了，到俄国去！”任远志说，

原来父亲遇到了同乡任岳， 得知最近长沙正

在筹组“俄罗斯研究会”，由毛泽东、彭璜等人

负责，提倡留俄勤工俭学。

去，还是不去？两人最后横下一条心：去！

文凭，不要了！

这年

8

月，任弼时和肖劲光、任岳 、周昭

秋、胡士廉、陈启沃等

6

人一起，作为长沙俄罗

斯研究会派出的第一批学生， 去上海外国语

学社学习俄文和共产主义基本知识。 后者由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复旦大学教授、最早

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任教，这是任弼

时正式接触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的第一课。

这也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任远志说：

“在外国语学社，父亲结识了俞秀松、刘少奇、

罗觉（罗亦农）等。他们有的成为职业革命家，

有的为革命壮烈牺牲，有的成为文学家、剧作

家、诗人，也有个别的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

1921

年春，任弼时一行启程了。 那年，任

弼时

17

岁。抵达莫斯科时，时值共产国际第三

次代表大会召开。 任弼时一行当即被安排在

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馆， 和与会代

表享受同样的生活待遇，轮流列席大会。这次

大会上，列宁被选为名誉主席。

会后， 任弼时于

8

月

3

日正式进入莫斯科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东

大”专门培养革命干部，学制

3

年，任弼时和刘

少奇、罗亦农等是中国班第一批学生。任远志

说：“为了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一

进中国班，每个人即获一个俄文名字，父亲叫

布林斯基。 他还改名为‘任弼时’。 ”

1922

年

12

月

7

日，在中共旅莫组召开会议

期间，任弼时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列宁“荣誉守灵”

1924

年

1

月

22

日，列宁逝世。 苏共中央将

列宁遗体移至莫斯科工会大厦大厅三日，以

便机关、厂矿、学校等各界人民向列宁告别。

任远志说：“可能是因为父亲俄语讲得好，

担任过中国支部执行委员，与‘东大’支部局的

人熟悉，他随同‘东大’支部局参加遗体告别仪

式，不用排队。 父亲找上当时正在苏联的萧三

一同去了。 ”在湖南第一师范高小读书期间，

萧三是任弼时的老师， 两人是忘年交。

任远志说：“当他俩随队伍沉重地步出瞻

仰大厅时，又被指派代表东方民族参加‘荣誉护

灵’。 每批

4

人，每次

5

分钟。

4

人分立距列宁遗体

周围约六七米远的四角。 父亲站在列宁右肩方

向， 萧三站在列宁左脚方向， 垂头默立。”

就在这一年， 国民党在孙中山主持下召

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次国共合作

形成。 此时国内急需大批干部， 旅莫支部即

陆续派人回国。

任远志说：“

1924

年

7

月

23

日，父亲结束了‘东

大’

3

年的学习生活回国，开始了新的行程。 ”

我眼中的任弼时

口述：任远志（任弼时大女儿、军事博

物馆离休军人）

整理： 本报记者 杨桂青 实习生

王小虎 黄朔

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1950

年

10

月

27

日， 父亲突发心血管意

外，病情恶化，去世。 第二天，中央成立了

以毛泽东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毛泽东来到

家中亲视父亲入殓，亲自扶柩，亲笔题词：

“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并亲

笔题写墓碑。

在隆重的追悼仪式上，朱德总司令沉

痛地举起右手，向并肩战斗了

20

多年的忘

年战友致军礼告别。

父亲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周总理从日

理万机的繁忙中赶到我家，看望母亲和我

们。 突然，周总理嚎啕大哭。

在我们眼里，父亲又是怎样的人呢？

在家庭里，我们从来都没有感觉到他

是伟人，他就是父亲，是疼我们的好爸爸。

父亲是个非常疼爱孩子的人。 但是，

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他可以牺牲个人的

一切，能够毫不犹豫地离开只差几天就要

分娩的妻子， 把儿子寄养在老乡家里，把

女儿留在异邦。 但一有机会，他会尽可能

把深沉的父爱以各种方式默默施予我们。

我冲着父亲喊了声 “爹

爹”，朱老总却爽朗地答应了

我

15

岁时才第一次见到父亲，直到父

亲病逝，和他相处的时间总共才四年零三

个月，其间因为战火和父亲的疾病，我们

总是聚少离多。

1932

年， 母亲去苏区前， 把我送回老

家， 我和奶奶相依为命。 大约

1937

年下半

年，母亲把远征妹妹也送回老家了。

但是不久，奶奶去世了。 那时，父亲和

母亲正在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

负责人的途中，无法回家治丧，只回了电

报。 我便替父亲披麻戴孝。

奶奶去世那年，我七岁，远征一岁多，

邻村好心的王婆婆带着我们苦熬生活。

抗战胜利了，父亲赶紧通过组织关系

派人到湖南老家寻找我和远征。

1946

年

6

月

的一个深秋，趁天漆黑，接我们的人雇了

两顶滑竿抬着我们离开了唐家桥新屋。 到

了南京，在梅园新村，我们见到了董老（董

必武）和他的长子良羽，董必武叔叔和曾

宪植阿姨把我们当宝贝，特地为我和妹妹

买了新衣服，我们俨然换了一个人。

几天后， 我和妹妹乘飞机去延安，不

料，到延安上空时遇到大雾，只好改飞北

平。 旅途颠簸，水土不服，我的胃痛犯了，

但第二天我又和妹妹上了飞机。 叶剑英伯

伯怕我出意外，硬把我拉下来。 到了

7

月

11

日，一个朗朗晴天，我才又登上了飞机。

到延安一下飞机， 我就四处寻找来接

我的父母。此前听接我的叔叔说，父亲留着

小胡子，拄着拐杖，叼着烟斗，可我伸长脖

子瞪着大眼把周围看了个遍， 也没发现这

么一个“小胡子”。后来是母亲先找到我，父

亲本来是要一起来的，但突然接到任务，去

接从新疆监狱里出来的叔叔阿姨了。

当时延安只有一条大街，叫新市场。我

们刚到大街上，迎面一辆吉普就停住了，从

车上跳下一个“小胡子”，叼着烟斗，手拿拐

杖。直觉告诉我，他就是父亲。我很想叫他，

但叫不出口。我愣在那里，父亲却满脸笑容

地看着我，向我伸出双臂。 我冲过去，抱着

他就哭了。 父亲抚着我的头连声说：“大女

儿你回来啦！ 大女儿你回来啦！ ”

父亲把我抱上车， 车上坐满了人，印

象中有

3

排座， 前面坐着朱老总和康克清

妈妈，中间坐着父母和我，李伯昭夫妇坐

在后面。 母亲一一向我介绍，长辈们也亲

切地对我嘘寒问暖。 我一直盯着父亲看，

鼓起勇气突然喊出“爹爹”（湖南老家叫爸

爸都喊“爹爹”）时，父亲却看也不看我，坐

在一旁的朱老总倒爽朗地答应了。 我鼓着

嘴问：“你不是我爹爹， 你怎么答应？ ”当

时，满车的人都乐开了花。 后来我才知道，

那时延安的小孩子都把朱老总叫“爹爹”。

父亲和总司令是忘年交，据说 ，总司

令曾叫父亲“被子”，依我的理解，那就是

说父亲对战友就像“被子”一样是生活的

必需；就像“被子”一样默默地给以温暖。

多少年以后， 父亲在弥留之际昏迷不醒。

正在忙于组织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司令，得

信立即赶来， 一进屋就大声呼唤：“弼时，

弼时同志，我来啦，我在这里……”父亲听

到呼唤，猛地坐起，睁开双眼，伸伸手，总

司令马上绕过栏杆抢步抓住父亲的双手，

父亲突然倒下。

跟着父亲，我学到了很多

到延安后不久， 我被送到了延安中学。

那时胡宗南快要进攻了， 经常有飞机来轰

炸。我们都跑到山洞里，拿石头当椅子，黑板

就挂在树枝上。飞机走了，我们就到外面玩，

飞机来了就往防空洞跑。 为支援前线，我学

会了织毛袜、毛衣，有时还帮着挖地雷。

我们只有礼拜天才能回家，爸爸一见

到我就会问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甚至连

每天吃些什么菜、每顿吃多少小米饭这么

细小琐碎的事都问。

周末跟父亲在一起时，他会带我到河

边散步，给我讲行军故事，讲舅妈赵一曼

和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还讲毛主席的老

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

公移山》。 他和朱老总去打猎，我就跟着他

们，帮他们瞄猎物。 那时候，父亲干什么，

我就学什么。 打枪也是跟着他学会的。

父亲对我的学习丝毫都不放松，对我

的生活也有着很严格的要求，不允许我搞

特殊化。 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对待工作，即使再细小的事 ，他都要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记得有一次父亲和

毛伯伯、朱爹爹在屋里谈工作，我和妹妹

在马槽里玩，无意间在马槽下面发现了警

卫叔叔的枪。 当天刚好有个陌生人（后来

才知道是神经病人） 闯进了我家院子，我

看到了，心想着一定是个特务坏蛋，就拿

着枪，偷偷地跟了去。 要不是他们发现得

及时，我差点闯了大祸。

回到家，我抢先一步向父亲告状。父亲

说，警卫叔叔做得对，凡事都要调查核实，

在没有弄清事实情况前，不能妄加推断，随

意行动，不能放走阶级敌人，也不能冤枉无

辜的群众。

父亲是一个实事求是、 刚正不阿、有

政治远见的人。 他耿直，说话直来直去，从

来不掩饰自己的想法。 父亲讲信用、说话

算话，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做到。 他对每一

个人都非常尊重， 哪怕只是一个警卫员、

一个勤务兵，父亲都会十分关心他们的生

活和工作。

父亲一直都非常努力地工作，在去世

的前一天，他还在开会，回家之后还看朝

鲜地图、思考问题，然后才休息的。 可是这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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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人风采

★

荩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时任校长孔昭绶极力主张进行 “军国民教育”，这

对任弼时是很有影响的。

荩

长郡中学的半年，任弼时的学业大有长进，考虑问题也深刻了许多。

荩

在上海外国语学社，任弼时正式上了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第一课。

荩

在“东大”，列宁逝世后，任弼时被指派代表东方民族参加“荣誉护灵”。

穿越时空的淡定

采访任弼时的大女儿任远志女士 ，

是在

2009

年

8

月， 在庆祝新国成立

60

周

年之际， 成稿却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90

周年之际。 其间的耽搁，我只能归咎

于自己时时被淹没于琐碎的日常工作

中，和自己那颗总也静不下来的心。

我几乎羞于再与任奶奶联系， 但电

话还是拿起来，接通了，请任奶奶原谅。

任奶奶还记得我，依旧那样淡定，从容，

“不要紧，我愿意给你们当参谋！ ”

我感叹这种朴实、大气的家风。

这样的家风， 也曾被我的导师领略

过。 导师的爱人，我们称“师公”，父亲是

位老革命。 长征路上，他沉疴累累，与队

伍走散了。 就在他无力再走下去的时候，

任弼时遇到了他，并把马借给他骑。 师公

的父亲对家人说， 他是或骑马或拖着马

尾巴走完长征路的。

就在去年， 导师和师公去看望了任

弼时的二女儿任远征， 表达了一家人珍

藏了几十年的感恩。 临别说，任远征淡定

地说，只要对同志们有帮助就好。

同样的淡定， 也呈现在任远志的先

生白世藻老人的身上。 两年了，这种淡定

依然未变。

白爷爷是抗美援朝的随军记者 ，是

唯一走进司令部拍照的记者。 退休后，他

以中医治疗癌症，治愈了很多人。 再次见

面时，我问他：“白爷爷，您还在治病吗？ ”

白爷爷说：“不治了，老了。 ”

白爷爷写过 《朱德的扁担 》、 《赵

一曼》 等文章， 有些文章曾收入了语文

课本。 我们是读着这些文章长大的， 这

么突然地见到作者， 真是喜出望外， 就

请他讲故事。 当时， 白爷爷淡淡地说：

“写了多少， 我都不记得了。 现在有的

已从课本里删掉了。”

我们一时无语。

那时， 最欢快的是陪伴了他们

10

多

年的小狗“宝宝”，宝宝是只巴哥狗。 照相

时，宝宝最爱抢镜头，两年后依旧。 只是，

动作没有那么灵活了，但多了一份淡定。

任奶奶说，宝宝认识我，宝宝喜欢我。

（杨桂青）

学 校 生 涯

父 女 情 深

任弼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这样一位伟人，在女儿眼里，是

一位真正的父亲。 纪念中国共产党

90

周年、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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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之际，任弼时大女儿任远志再次回忆父亲，我们又一次领略到了任弼

时的人性之美。 这种美好，至今感动着我们。 ———编者

一休息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转战陕北一路欢歌

撤离延安之后，按照父亲的要求，我跟随延

安中学转移，妹妹远征跟随宝小学校转移。 在转

移路上，我们碰到了。 父亲当时是中央部队的司

令员，负责保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

与敌人在陕北周旋。 当时很多人劝父亲把妹妹

（当时还不到

10

岁）接到身边，父亲拗不过，就派

人来接她。 我刚好摔伤了腿，于是来接妹妹的叔

叔把我也顺便带了过去。 父亲很高兴，却故意瞪

着我说：“都说轻伤不下火线！ 你怎么也回来

了？ ”其实后来，父亲带着我们，别提多高兴了。

当时父亲和毛伯伯、 周伯伯等人一起住在

王家湾。 那里蚊子和臭虫特别多。 每到晚上，

我和妹妹远征， 就用缴获的洋蜡， 顺着窗子缝

儿烧， 烧得臭虫噼啪响。 父亲就给我取了个外

号， 叫 “炒芝麻”。 时间长了， 周伯伯看见我

和妹妹拿洋蜡， 就逗我们， 说： “大女儿， 今

晚还要给我们 ‘炒芝麻’。”

父亲和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四个人经常

工作到深夜， 他们只有一件军大衣， 常常是你

给我盖上， 我再给他披上。

那段日子， 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大家之间的

相互关心， 整个部队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一段时间后， 中央考虑到行军作战的不便，

再次决定把孩子和一些年纪小的工作人员以及

体弱有病的同志全部送过黄河， 安顿到晋绥根

据地， 我和妹妹也要被送到那里去。

和父亲分别的那天，我干了件“不可思议”

的事。 我偷偷溜进了毛伯伯的窑洞里，他正好躺

在一张躺椅上，我就跑过去就趴在他的膝盖上，

说毛伯伯您给我题个字儿吧。 毛伯伯摸着我的

头说：“大女儿，你要过河了，我给你题个什么字

呢？ ”他想了一下，就题了“光明在前”四个大字。

后来我才知道， 毛主席离开延安， 给两个人题过

字，第一个就是给我题的，第二个是给佳县县委书

记张俊卿题的———“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面”。

全才父亲的魅力

父亲这一辈人是很有才华和能力的， 他们

在很多领域都做得非常出色。 父亲在很多方面

都很优秀，的确可以称上“全才”二字。

祖父是教书先生，父亲

4

岁时，祖父就教他

描红写字。 毛笔字的练习，父亲一直不曾断过。

母亲原来不识字， 一天， 父亲专为母亲买来毛

笔、钢笔和练习本，说：“从今天起，每天工作之

余，你就练习写字。 ”从此，父亲成了她的“家庭

教师”。 母亲直至

90

余岁还每天都在练习毛笔

字，可见影响之深。

父亲儿时喜欢绘画， 曾在小学毕业时为祖

父作画， 那幅肖像画现在还悬挂在故乡老房子

里。

1930

年，父亲被派到武汉工作，他和母亲就

在汉口租界的闹市开了个“画像馆”，以此来掩

饰身份。 父母一边热情地接待求画的客人，一边

用高价打发走他们。 这个既不门庭若市、又不会

冷清得让人生疑的画像馆， 为父亲在那时的秘

密工作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父亲还会弹钢琴、会打猎、会钓鱼，喜欢摄

影、唱歌。父亲弹钢琴很有特点，有时不用手指弹，

而是用拳头弹，弹得很好，直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在摄影方面，弟弟远远和父亲很像，可以说

深受其影响。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我和先生能够

结成百年之好，还是因为远远喜欢摄影，因而找

到了当时身为摄影记者的白世藻同志， 从而撮

合了我们的婚姻。

父亲会工作也会休息， 他认为休息好了才

能更好地工作。 父亲休息的时候会带着我们来

到河边， 我们自由自在地玩耍， 他则躺在躺椅

上看着我们。 现在想起来， 真是温馨。

①1923

年

4

月，任弼时（左一）与罗亦农

（左二）、刘仁静（左五）等在莫斯科。

②1946

年夏，任弼时和任远志、任远征

在延安团聚。

③1949

年春， 任弼时在斯大林送给他

的 “吉姆

150

” 汽车旁。

④

任弼时在给陈琮英、 任远远拍照。

（本版照片由任远志提供）

采 访 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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