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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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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父亲马建民

养父经历过民国乱世和三年经济困难时
期，从小饱尝饥饿折磨之苦；大集体时代他
又担任过生产队粮食保管员，掌管过一、两
百号人的嘴巴和肚子，因此对粮食怀有一种
特殊的感情，常有不近情理之举。听说他曾
经不依不饶，硬是把一个企图多吃多占、搞
特殊化的生产队长告下了台，还把两个挖洞
潜入粮仓、盗窃粮食未遂的亲属送进了监狱。

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后，养父如鱼得
水，在村里率先引种杂交水稻，采用科学施
肥技术，通过精耕细作，我们家的粮食连年
丰产，自给有余。接着他又主动承包了地处
偏远山区的一片荒田，扩大水稻种植规模，
并利用我们家靠近圩场公路边的优势，自酿
自卖开了一间水酒店。尽管生活环境、经济
条件大为改善了，但他始终坚持粗茶淡饭，
从不大吃大喝，对家里的吃穿用度管制到近
乎抠门的地步。

我小时候爱挑食，每次进餐都会落下
一桌面的饭粒菜屑，养父总是低着头、伸出
嘴，仿佛一台轻便精密的吸尘器，小心翼翼
地把渗透着我的鼻涕和口水的混合物一扫而
光。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因家访滞留
在我们家吃饭，也许是饭菜实在不合她的口

味，一碗饭只吃到一半时，她欲言又止地想
找个地方倒掉。养父见状，急忙接过来倒在
自己的碗里，一边吃一边咂巴着嘴自嘲：“我
要的就是这个味道！”

养父木讷寡言，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只
好编造“浪费粮食要遭雷公打”之类的迷信
谎言来吓唬我。其实，那时他就是讲得出，
我也不会听，更不会懂。直到我十二岁那
年，山上的野猪骤然增多起来，一夜之间把
我们家的稻田糟蹋得颗粒无收，养父一个老
男人竟绝望得嚎啕大哭，犹如混混沌沌中一
声霹雳，真把我给吓坏了，隐隐约约感受到
了粮食对于农民的份量。

事后，养父一连数日带着干粮和砍柴
刀进山，意外地捉回了一窝刚出生不久的黑
毛小野猪。用现成的米糠、酒糟精心饲养了
几个月，城里的野味餐馆闻风而至，全部高
价收购。养父又用这笔“巨款”买回来一头
健壮的大水牛，农忙时除了耕作自己的责任
田，租给别人每年还能收获十多担稻谷，如
此也算是因猪得牛、因祸得福了。正因有上
述种种经历，养父被无聊之人添油加醋，取了
两个半褒半贬的绰号——“黑面猪”、“骚牛
牯”。

文 / 刘 小 连 （ 中 国 江 西 ）

年轻时的母亲

然而好景不长，这头大水牛终究是功不抵
过，给我们闯下了一场大祸。那天下午，我听
从养父的吩咐上山放牛，由于只顾着采摘野果
子吃，没有注意到它溜进了山脚下刘二狗的庄
稼地里。正在干活的刘二狗抡起锄头就打，结
果把那厮给打疯了，撒开四蹄漫山遍野一阵狂
奔，邻居钟三娘的小孩躲闪不及，整个人被牛
角尖扠了起来。危急关头，幸亏本族一个堂嫂
挺身而出，她“呃哞呃哞”的柔声叫唤着，终
于成功地稳住了受到刺激的水牛，把小孩从牛
角尖上救了下来。

晚上，刘二狗、钟三娘两家人找上门来
闹事，张口“黑面猪”、闭嘴“骚牛牯”的骂
不绝口。养父自知理亏，低声下气地答应给予
他们适当的赔偿，好不容易才把风波平息。随
后，他拿起一块竹片劈头盖脸向我打来，这是
记忆中养父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我动粗。
我惊恐地连连后退，不料被身后的椅子绊住了
脚，重重地一下跌倒在地上。这一跌，后果很
严重，我的左手臂立时红肿起来，痛得我呼爹
喊娘，遍地打滚。养父见势不妙，赶紧把我背
去医院检查，原来是手臂关节骨折了，虽然得
到了及时医治，但未能复位到原状。

都说“积谷防饥，养子防老”，养父终

我的父亲
很羡慕那些有慈父的家庭。
这一生中，我写过很多纪念文章，为草原

上的知青，为反四人帮而判长期徒刑的同事，
为陷入囹圄的北大同学，为帮助过我的中国留
学生，为晚年反璞归真的母亲……我甚至都给
自己的继父李蕴昌写过纪念文章，却没心思给
父亲写。因为，我对他有很多不愉快的回忆。
父亲是母亲的入党介绍人，也是《青春之歌》
中江华的原型。但在我眼里，真实的他远不像
电影里的江华那么高大全，那么和蔼可亲。现
在父亲去世30周年了，应共识网之约，为他写
篇文章。

一、对孩子冷酷
1951年，我离开了河北深泽县农村，离开

疼我的姑姑、奶奶，来到陌生的北京。4岁的
我本能地与父母有隔阂。见了父亲“爸爸”叫
不出口。可能为此让父亲不高兴。他下班后不
理我，从没抱过我，也没单独带我去公园玩，
也没跟我单独照过一张相（长大了更是没有）。
我生病了什么表示没有（两次动手术，都是阿
姨和哥哥陪我去医院的）。所以感觉父亲对自
己没啥感情。记得有一次从骑河楼胡同出来上
了北河沿大街，他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后
来他越走越快，我跟不上，眼见着他的身影变
遥远模糊，我急哭了，他头也不回。忘记后来
自己是怎么回到家。反正我跟父亲上街，就别
指望他给买一块糖，一根冰棍，一件玩具。只
记得过年时，他给过我一些火柴般细的红色小
炮儿。

我从托儿所到小学，到中学长年住校。每
星期回家一次。到家后，他从不到我的房间看
看我，我去他的房间，也冷冷淡淡。

他出去看望朋友时，从不带我，好像嫌我
给他丢人。跟老战友说起我时，总是数落，陈
述我的种种毛病。他有个习惯，喜欢在老朋友
面前述说自己孩子的种种错误。不只是对我，
对哥哥姐姐也都这样。他好像以向外人批判自
己孩子的缺点毛病为荣，特爱表现他不娇惯孩
子，对子女严格要求。

在不娇惯孩子的旗号下，他经常狠狠打
我。在农村老家，大家都呵护我，没挨过打。
可在父亲身边却屡屡挨打。母亲1951年5月3日
的日记里也记载：说我非常顽皮粗野，姑姑秀
端把我惯得很不像话，于是她和父亲狠狠打过
我两回。父亲抽耳光是抡圆了胳膊抽，打屁股
的手也很重。他是个30年的党员，老干部，大
学校长，在外面和颜悦色，平易近人，对自己
的孩子却说打就打，眼睛瞪得溜圆，样子狰狞
可怕。

我小学4年级11岁时，一次家里有票去看
表演。本来说好让我去，后来又不让我去了。
父母走出门后，我在保姆面前哭了。父亲可能
忘了什么东西，返回家来拿。见我哭了，上来

就抽我一耳光。还有一年春节，二叔带着女儿
来北京过年。吃饭时，可能是我迫不及待，抢
先动了筷子，父亲发怒，当着大家面，抬手抽
了我一大嘴巴。50多年后的2014年，见到二叔
的女儿妙然，她还记得这次抽我，认为父亲对
孩子太粗暴。

所以，我对父亲亲热不起来。他对我没感
情，我对他也没感情。管父亲叫“爸爸”非常
勉强，尽量不叫他。平常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
猫，害怕之极。一到寒暑假，父母嫌我在家淘
气，都要送我回河北农村老家。在奶奶姑姑那
里才能尽情享受到亲情的温馨。所以每次从老
家回到北京都要大哭一场。舍不得老家土里土
气的穷亲人，他们真诚关心我，待见我。回老
家吃的，卫生条件都不如父母家好，但老家人
是用全部心意对待我，把我当回事，我能够说
了算。不像在北京家中，跟寄人篱下一样，被
忽视，被冷遇，被遗忘。

困难时期，回家吃饭也要交粮票，还吃不
饱，偶尔母亲会偷偷给我点吃的。父亲从来没
有。他根本不把我当回事。学校开家长会，他
从来不去。总让在供销总社看大门的姑父代表
他参加。记忆中，父亲对我最好的表示是初一
时，他曾送给我两根深绿色的绘图铅笔。平时
他没给过我什么东西，送我这两根绘图铅笔让
我感激得眼泪差点流出来。受宠若惊，立刻就
把自己买的一本新新的《中国分省地图册》，
交给母亲，托母亲转给他（那时候，我特别害
怕他，他不叫我，都不敢进他的房间）。但一
顿骂，一顿打，又把我对他少有的一点感激之
情全部化为痛恨。

父亲不止打我，还打姐姐小胖。小胖在父
母身边带大，最被溺爱，也最敢跟父亲顶嘴（我
小时可一点不敢）。小胖都上大学了，父亲一
生气还抽她耳光，不许小胖在家吃饭，让保姆
把家里的食物都放在柜里锁上。小胖为此给妈
妈写信控诉，痛斥父亲的“怒吼如虎狼一般的
凶恶，他的黑心如豺狼一般的狠毒。”

我二叔（爸爸的大弟弟）在农村老家务
农，他只有一个儿子景波，十分疼爱，从没打
过他一下。那年二叔带七八岁的景波来北京家
中看望。一次父亲见景波跟二叔顶嘴，看着看
着就狠抽了他一耳光。把那孩子打懵了，呆若
木鸡。二叔心疼得敢怒而不敢言。打自己小孩
的很多，可连几年没见面的弟弟的独苗儿子也
说打就打，下手那么重，恐怕就少见了。人家
是客人，是大老远来看望父亲的。几十年后，
景波跟我讲述了此事，说一辈子也忘不了。

尤其是我为申请入团割破手指被打，令
我对父亲恨之入骨。1963年，我初中三毕业
前，很想入团。就写了个申请书，在交给班团
支书时，用小刀割破左手中指，将血洒在申请
书上。之后，也没去卫生室包扎，就把手放在
左裤口袋里。血把左裤腿都浸透了。不料回

日劳碌、一生节俭，含辛茹苦把一个毫无血
缘关系的弃婴抚养长大，但我并没有尽到“
雏既壮而能飞兮，乃衔食而反哺”的孝道责
任，反而给他制造了很多麻烦。自此以后，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和
肝炎，但他坚持不肯住院医疗。按照有关政
策，他本来可以申请五保，入住敬老院，但
他也选择了放弃。他说他不中用了，没有必
要为他浪费钱财。就这样，他每天只吃两餐
稀饭，服几片止痛药，安祥地在千禧年六月
那个火热的父亲节驾鹤西去了，享年76岁。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我自己
也变成了三个孩子的衣食父母，一天到晚总
在为一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真切地体会到
了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遗憾的是，孩子们跟
我小时候一样“饱人不知饿人饥”，浪费粮
食相当严重。我不得不学着养父的样子替他
们处理残羹剩饭，凭着多少识得几个字，照
本宣科向他们大谈“民以食为天”、“粒粒
皆辛苦”。我不愿意他们都如上一辈那样辛
苦麻木地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垮掉的
一代”那样放浪不羁地生活，他们应该有更
安全、更可持续发展的生活。

             （版权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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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父的粮食情结
◆  读 者 投 稿  ◆

老鬼： 本名马波， 著有《血色黄昏》、《血与铁》和《母亲杨沫》等。老鬼父母均是正宗的革命干部：父亲马建民在新中国建立后，曾
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党委书记等要职，后官至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母亲杨沫以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迈入革命作家之列。

到家后，父母得知我是为申请入团，割破了手
指，都大发雷霆。父亲越骂越生气，开始梆梆
抽我耳光，并用大皮鞋踢我。我万万没想到为
申请入团表决心竟会这么挨打（当年根据地有
人为表抗战到底的决心把一个手指头剁下来交
给他，他还表扬过这人）。我也没干坏事，凭
什么拳打脚踢我？当时我16岁，挨打时一声不
吭，首次愤怒地瞪着他。打完后，我回到自己
的南屋当即把父母的合影照片撕成碎片。自己
流了那么多血，左裤子湿透了，还挨顿暴打！
实在忍无可忍，我决定给周总理写信，因为父
亲的委任状上有周总理署名。我悲愤填膺，流
着泪控诉了父亲的野蛮行径，说他在家里实行
法西斯专政，是个暴君，根本不配当大学校
长！

父亲没料到我会给周总理写信告他。从
那以后，再没打我，但跟我在感情上越发疏
远。1965年，父亲去山西长治地区四清，发他
了一个军棉袄。1966年他回北京后，母亲开始
说要把军棉袄给我。我听后非常高兴。那时
候，中学生们最梦寐以求的就是穿件军装。
可最后，父亲却没给我，送给别人了。理由是
给我穿，会助长我的特殊化思想，容易有高人
一等的意识。我白高兴一场，自然对他产生怨
恨。——难道别人穿军装就不特殊化了吗？

家里孩子的私人物品，父亲随意翻动，甚
至偷走（如我买的抗战歌曲集）。他反对哥哥
练武术，我亲眼目睹他把哥哥练武的沙袋、飞
镖、三节棍等扔到窗外楼下的荒草中。我也攒
了一些摔跤打拳的书，非常珍惜。下乡时没来
得及拿，后来都被他当废品卖掉。

文革中他受批判，处境开始不好，我无
动于衷，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认为他官气十
足，在家里称王称霸，该炮轰炮轰他了。后来
北京红卫兵有一小股去越南打仗的风气。我也
动了心，并在1967年4月毫不依恋地打砸抢了
自己的家，企图一去不复返的上前线抗美援
越，宁肯死在战场，也不再回这个家。因为感
觉不到一点家庭的温暖。甚至后来还派同学去
北师大贴他的大字报。揭露他把邓拓的题词挂
在房上，烧毁了很多罪证等。这在全北京恐怕
不多见。

父亲自然深受伤害，认为白养了我一场，
大骂我是白眼狼。我下乡内蒙古后，被兵团打
成现行反革命，他不理不睬，一点不管，可能
还隐隐高兴兵团替他报了仇。

1976年初，发现我写的下乡经历手稿被他
偷走后，写信向他索要，并警告他不要烧毁，
否则一切后果由他负责。他的回答是声明跟我
断绝一切关系！当时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
潮，他生怕我写东西连累了他。那时，我孤身
一人调到大同矿山机械厂，举目无亲。他不但
跟我断绝来往，还让他的老战友－－把我调到
大同的高万章叔叔也不要理我。等于从背后给

了我一刀，令我猝不及防。我在草原后期结
识的女友，也随之离我而去。那段举目无
亲，无家可归的日子，刻骨铭心。

打倒四人帮后，父亲的秘书蒋雪姣去
看望父亲，得知我在大同，说“恰好要去大
同办事，可以去看看小波。”父亲坚决不同
意，说：“你不要去看他，照顾他，让他自
己锻炼，自己闯。”蒋秘书认为这体现了父
亲对孩子的严格教育。真实原因是父亲跟我
断绝了来往，并让家里所有人跟我划清界
限，自然不许蒋秘书看我。

1977年底，凭自己的作文，考上北京
大学之后，在母亲的劝说下，父亲与我恢复
了关系。趁他高兴时，我对他说：你要对我
好，我绝不会在文革中打砸抢你。谁料他听
后勃然大怒，一点不承认对我不好。反问：
我们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学，帮你摘了
帽子，给你调回内地，哪点对你不好了?痛
骂我“忘恩负义”、“过河拆桥”、“胳膊
肘往外拐”、是个“内奸”、“白眼狼”等
等。

不久，又因为政治观点问题，跟他争
辩起来，父亲见我顶撞他，再次跟我断绝关
系。姐夫给我介绍了一个女翻译，他逼姐夫
告诉那个女翻译，我是个危险分子，劝她不
要与我来往……在北大期间，寒暑假时，外
地和北京同学全回家了。只有我一个仍住在
宿舍里，饱尝了“丧家之犬”的滋味。

因此，我对父亲的回忆就是挨打，就
是训斥，就是冷遇，就是被赶出家门的屈
辱，从他那里感觉不到父爱。

晚年，父亲跟我的关系缓和一些。逢
年过节，他会把人家送给他的吃不了的，都
长了毛，发了霉的糕点杂粮等，送给我。但
平时我仍旧刻意跟他保持距离。因为你一接
近他多了，待他好一些，他就怀疑你对他有
所图，会突然变脸。

所以从来没有心情写怀念他的文章。

                         （下接第10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