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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在海外闯荡，和年轻的学生们打交
道，常常忘却了自己的年龄。但有时还是免不了
会察觉到时间的痕迹，我深切地体会到，时代不
一样了。现在的年轻人在幼年时受到的教育和
我们当年完全不一样，他们从小玩电脑，电脑很
熟，英文阅读不错，可是字写得好的不多，文章写
得好的不多，能吃苦的不多。常常觉得，如果在
现在的教育中增加一些传统文化教育，恐怕对后
代会有很多帮助。想到自己小时候受到的父母
关爱和帮助，深深感到有这样的父母是多么幸
运，这些关爱和帮助潜移默化，对我们今后的成
长影响很大。

文化大革命中，家里许多东西都丢失了，我
心爱的书、作文簿都丢了，钢琴也贱卖了，许多珍
贵的古籍没有了，但是我的小楷簿却逃过此劫，
留了下来。我一直珍藏着，每每翻阅，小时候的
情景便历历在目。家庭的温暖，父母的关爱，学
习的乐趣，回味无穷。

父亲作为一个作家具有极敏锐的观察力和
极强的洞察力。对我们总是因势利导，从不强
迫。我小时候酷爱书法，这点应该是受父母的影
响，特别是父亲。我爱看父亲写字。他写字的速
度不快，但总是整篇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流畅
遒劲。我 1989 年夏天出国前，他书赠与我两幅
字，一幅是“学海无涯”，另一幅是李白的诗“朝辞
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那时，他已是 79 岁高龄，可
笔法仍然是如此的有力优美，显示他依然精力
充沛，才思敏捷，无论是看整篇还是琢磨每一个
字，都令人赞叹不已。不想来年 4 月竟然就辞
世而去。

我高中起便住校。每日中午趁午休时，必写
三行小楷后才去休息，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每
周回家，父母轮流圈点，眉批，打分。父母都在我
的小楷簿上留有墨迹。每次父母圈点完了，我心
里都非常高兴，我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进步，也
体会到父母的关爱，感到学习的乐趣，更重要的
是培养了做事的恒心。后来搞科学，在国外办公
司，搞研发，都是靠的这股恒心，毅力，克服困
难。这么多年来，深深体会到，世界上没有容易
的事，但另一方面则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
人，凡事只要认真，有恒心，一定能成功。

文化大革命刚过，我因病在家。1977年，我
家被抄走的一台带短波的飞利浦收音机被还回
来了，我找到了英语 900 句的广播节目，正好教
到第四课。我就跟着天天学。爸爸看到了，就到
外语学院找人要了一本“英语 900 句”的教科书
给我，我拿到书时真是喜出望外，我并未开口，也
没想到他能找到书。那时听“美国之音”还不能
公开，“英语 900 句”十分难弄到。有了这本书，
我不但学会了 900 句，还做了全部的练习，背诵
了所有的短文。1982年出国前，就能和外宾交流
无碍。

那时我们的工资都很低，我每月才46.5元人
民币。而父亲的问题还未解决，工资也未恢复。
我想要一台录音机学英文，市面上根本没有卖
的。北京的一位朋友说，他的一位朋友可以弄到
一台二手的录音机，要500元人民币。那可是一
大笔钱，但父亲答应了。我们在那位朋友家等了
足足 4 个小时，才拿到那台二手的 AIWA 录音

机。父亲还又请他们到饭店吃了顿晚饭。不过，
这钱没有白花。我用这台录音机做英文听写练
习，很快就能听美国之音的特别英语节目了。

正如爸爸在我的小楷簿中写的：“写字须如
行云流水，通畅而有力，切忌呆滞。缺少灵气。
临帖非一味模仿，意在得其神味，从而创造自己
的风格”。他自己的字和书做到了这一点。他也
总是鼓励我们独立思考，创造自己的前途。我从
小喜欢科学，初中时常常在实验室给老师当助
手，还喜欢拆东西。父亲出国访问带回来机械类
的玩具，让我自己做吊塔，搭房子。到了高中，我
的作文也不错，老师常常在课堂上作为范文念。
临高考时，我又动了读文科，以后当作家的念
头。爸爸对我说，作家不是读书读出来的，有了
生活，今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写作。你从小爱科
学，还是搞科学。后来经常想到爸爸的这些话，
觉得这话深刻极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我的弟弟
妹妹们也有过类似的故事。父亲不是多产作家，
但是他的作品是生活的结晶，是现实主义的作
品。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他对我说的话其实也是他对自己的创作经历的
总结。

那些年，中国国情的特点就是频繁的政治运
动，爸爸是个老“运动员”了，每一次运动他都首
当其冲，我们家原来在南京，爸爸1952年因建军
人文化俱乐部而被报刊点名批判，整肃一通之
后，离开了军队，来到了上海，写成了他的成名作

《红日》。他的被贬，使得他反而有机会专心写

作，将他多年积累的生活素材写成书。
他的小说《红日》使他成名，也给他带来灾

难，十年浩劫之中，他因此而吃了不少苦头，但爸
爸是个意志坚强的人，逆境中他总能看到光明，
总能冷静地分析情况，克服困难，迎来最后的胜
利。“文革”之中，我因为“是反动老子的孝子贤
孙，修正主义的苗子”而被学校的造反派屡屡批
斗，昔日的同学、好友成了不相识的陌生人，甚至
对头。那种孤立无援的感受，使人觉得世界之大
竟容不下小小的我了，那种气愤，伤心，真是难以
描绘的。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别无瑕疵可寻，尚
且遭此待遇，爸爸那样有许多政治运动的“前
科”，又写了一部大“毒草”，他受的苦更是可想而
知了，他多次遭受全市电视大会批斗，扫厕所，戴
高帽，蹲看守所，60 多岁的人还要挑土，圈海造
田。爸爸的许多熟人，朋友都因受不了这种折磨
而弃世。但爸爸对人生的热爱，对世事的洞察，
对家庭，对子女的爱，使他渡过了人生道路上的
一个个难关，他说当时他什么都想过了，一定不
能死，要活着看到把事情弄清楚，要看到那些整
人的人的下场。

爸爸一生笔耕不已，去世前几个月在巴尔
的摩的小妹妹处，仍然在写，直至不能持笔为
止。翻阅我保存的爸爸的书信，他1985年写信
到美国给我时，还在说“春节之后，就到南京
去写小说，再瞎混下去，东跑西颠，过一年、
两年，一旦写不动了，那将后悔莫及，我将珍
惜这个晚年的光阴，再写一两部长篇小说，你
赞成吗？你会预祝我成功吗？”是年，他 75
岁。那年 5 月，我由美国回国，爸爸仍在南京
写作，我由上海回合肥中国科技大学时，到南
京去看他。次年，他写信给我时又说，“我已经
76 岁，再不写点东西，心中不安。”写作是他
的生命线，也是他的精神支柱，写作使他的思
维敏捷，年轻，使他的晚年充满活力，人，一
定要给自己的一生树立一个目标，只有不断地
追求自己的目标，才会觉得生命的意义，生命
也才会因之而发出光彩。

他看上去一点也不显年老，精力充沛，谈吐
风趣，头脑清楚。他不仅以文交友，以棋会友。
年纪越大，他越欢喜和年轻人交朋友，越注意自
身的修养。爸爸是个热情，乐观，豁达，好帮助人
的人。给朋友、亲友资助是常事。他待人真诚，
平易近人。我出国之前，在合肥科大工作，托学
校的司机趁去上海之便带东西，司机有一次碰见
我，十分真诚地说，“你爸爸给我的印象很好，一
点架子也没有，你以后有事只管找我。”我也听爸
爸说过他是如何与这位从不相识的司机师傅交

上朋友的。爸爸的这些小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我那年回家探望母亲，整理挽联，看到许
多挽联都提到真诚。如田芜写的：“真诚方可成
知己，平易自然能近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
史料编辑部的挽联是：“磊落平易，文采照人”，追
悼会上不仅许多老人拄着拐杖而来，还有许多年
轻的朋友。

日前，在美国与儿时的朋友徐阜相逢，聊起
往事，才知道徐阜的弟弟林羽的命还是我父亲吴
强救的。那还是在1946年，在苏北农村，小羽才
两岁。在那战争年代，小羽生下来便被托付给当
地的老百姓抚养. 小羽的父亲徐平羽在部队各
处奔波，母亲林琳则在苏中某地的青救会忙
着。 小羽不知怎的，不断拉稀，眼看不行了，林
琳闻讯赶回来，急得直掉眼泪，看着奄奄一息的
小羽，束手无策，无奈之中，只好准备好棺材，着
手办后事了。已是黑天，我父亲随部队路过，顺
便去看望老朋友的家人，一见此景，不免大吃一
惊，再一看小羽，还有一丝气息，就对林琳说:”你
真糊涂，孩子还没死呢！”那时不仅是天黑，还下
着瓢泼大雨，我父亲策马飞奔了几十里地，请来
了医生，救活了小羽。我立即和在北京的小羽通
了电话，小羽长大后成为骨科大夫，事业有
成，电话中小羽说，妈妈林琳常对他说，“你的
命还是吴强伯伯救的”。

可是我们几个子女却从未听父亲说过此
事，可见父亲并未把自己救人一事放在心上，
这种帮助人的事对他来说太寻常了，不值一
提。爸爸倒是常提起，他小时候出天花，眼看
不行了，家里人把他用席子捲了，扔在路边，被
一个好心的老奶奶捡回家，用米汤一口一口地
喂，硬是把他救活了。

1946 年，父亲 36 岁，和许多年轻人一样，
他向往自由民主，他早年参加共产党，浴血奋
斗，打败了日本鬼子，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奋
斗。近 70 年过去了，人们看历史的角度和深度
也同样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谓千秋功罪，由
谁来评说。可是，我想爸爸写的《红日》，忠于历
史史实，他写出了中国近代史这关键一战的孟良
崮战役是怎么打的，许多战术的细节都不马虎。
他既写了我方的胜利，也写了我方的失败，写了
我方的可圈可点之处，也写了我方的可批可叹之
处，他也实事求是地这样如实地描绘了我们的敌
人。他的现实主义使得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
了苦头，但这也使得他能立足于中国文坛，特别
是中国军事文学，可以经受历史的考验而不倒。
他作品的生命力就在于艺术性和真实性，所谓文
如其人。他能做到这一点和他的为人有关。他
实事求是、心地善良、爱帮助人，反右时，他自己
差点被打成右派，可他还设法帮助照顾其他的

“右派”。我们在他去世后，才从人们的回忆中知
道，他这一生，救了不止一个人，救小羽仅是其中
一例。

我1982年出国，到美国做访问学者，1985年
回到中国科技大学，工作了 4 年。5 月份我回国
后，父亲特地到合肥来陪我住了一个月。我白天
上班，他便在宿舍写作，傍晚一起在校园里散步，
父亲和我的同事们都成了好朋友。他们都经常
来和父亲聊天，下围棋。他一生有两样业余爱
好，下围棋和打弹子。这两样他都不错，下起棋

来更是茶不思饭不想。他还是上海围棋联谊会
的会长。在科大一个月，他和我的许多同事成了
朋友。他的敏捷思维给人印象极深，青年人都欢
喜和他交朋友，他也能叫出许多我的中学、大学
以及工作时的同事、老师的名字。

1987年我开始业余翻译美国著名作家诺儿
曼·卡曾思的《人的选择》。这本书是1982年中
国作家代表团访美时，卡曾思先生送给父亲
的。我在美国深深体会到美国人民对卡曾思先
生的崇敬和热爱。他的以乐观主义克服疾病的
事例被列入美国的教科书。爸爸对此非常关
心，为我看稿，此后又应出版社要求为书写了
序。此书于 1989 年出版，爸爸在 1989 年 12 月
来美时，还亲自为我带来10本。现在每每拿起
这本书，便感叹不已。想想自己一生得到的他
的关心和帮助，真是难以胜数。而今却再也无
法报答了。

1989 年 2 月，爸爸去巴尔的摩我小妹妹
处，转来温哥华时，已身患绝症。尽管不知道
是什么病，但他已意识到自己病的严重性了。
在旧金山转机时，他已不能持笔签名。到温哥
华，我去机场接他，见他比12月份到旧金山时
瘦了许多。强烈的生存欲望支持着他，他不愿
意向疾病低头。他坚持不坐轮椅，自己慢慢地
走出来。他在我这里 4 天，是我们父女在一起
的最后日子。他当时已经不能表达复杂的意思
了，只能说些短句子，可是思维仍然十分清
楚、敏捷。他喜欢打弹子，我便带他去社区活
动室的弹子房看看。有一个老人正在打弹子，
打得好时，爸爸眼神流露出赞许，眼光和以前
一样有神。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么一双活泼而
有生机的眼睛在一个月后竟然永远闭上了。他
在我这里对我的最后嘱咐是要我和妹妹互相关
心、照顾。他说：“爸爸妈妈总是要死的。”我
当时一听便不禁潸然泪下。

他在温哥华时，我开车带他游览观看温哥华
的市容。他十分欢喜这个北美城市的美丽、干净
和宁静。我总说以后等他好些再接他来，此愿是
再也不能实现了。他离开机场时的哀伤、留恋的
眼神，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眼圈红红的。我多
么后悔没有留他多住几天，好多看他几眼啊！

2010 年，为了纪念父亲诞辰 100 周年，我写
过一首诗：

练字亦练人，眉批透亲情。
临帖需创新，下笔才有神。
人生多跌宕，坚韧方能行。
理解何需言，点拨入儿心。
言传并身教，著书也育人。
时光不虚度，潇洒对人生。
廿年弹指间，父女情长存。
一转眼，爸爸走了24年了，但他驰骋一生的

文坛，他的读者，朋友们都仍然在怀念他，他的小
说《红日》仍在流行，电影《红日》的插曲人们百唱
不厌。人总是要死的，在离开这个世界时，能带
着丰硕的成果，这么多的友谊和怀念而去，那就
再没有什么可抱憾的了。

爸爸已经走了，可是，我还总在心里和爸爸
谈心，倾诉自己的高兴和烦恼，就好像当年一样，
我愿意想他仍然和我在一起，他也确实和我在一
起，我永远怀念他。

忆爸爸吴强
□尹 彦

爸爸为我铺就了音乐的道路
□ 尹 松

爸爸逝去20年了，我常常凝视着这张摄影家朱延龄拍摄
的照片：爸爸手捧着书在卧室的窗前，坐在他最喜爱的那张藤
椅上微笑地看着我，阳光暖暖地从侧面照射进来，我的心中也
是暖暖的。爸爸在我们孩子们的心中既是强大的，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也是这么充斥着满满的柔软的爱的。

记得我们姐妹深夜畅谈时候，爸爸会兴致勃勃地来参加，
天南海北什么都谈，谈国家大事，谈个人的工作、生活上的烦
恼，也谈电影、小说。我们每一个子女至今怀念那些充满家庭
情趣的深夜——我们围坐在一起，有讲不完的话，夜深了，冲
上一杯咖啡，或吃块冰淇淋。爸爸喜欢这样与儿女们在一起，
我们之间没有代沟，谈得很投机、畅快。我们姐弟无论碰到什
么困惑和困难，总是向爸爸求助，而爸爸总是那么的愿意在各
方面给我们帮助。

我参加工作后，和同时代的青年一样，屡遭坎坷。我先是
到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后来又到了哈尔滨。每年回家探亲，家
里人到火车站接送简直就是场战斗，大家都带许多行李，要抢
列车上的行李架放行李。有一次把妹妹模模都挤落到站台下
面去了。爸爸几乎每次都参加这样的“战斗”，那时他已经是
60多岁的老人了。一次为了搬一袋我带回来的黄豆，他一脚
踩在车站搬运行李的行李车上，一脚踩在火车车厢上，不知何
故火车突然开动了，他差一点就摔下来。每当我离开上海回
建设兵团，火车开动后，我望着渐渐远去的爸爸的身影，心里
总是激动不已，后来我读到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时，眼泪不禁
夺眶而出，我曾为此给爸爸写过一封长信表达了我的感激之
情，他的回信只是淡淡的、不以为然的。1990年，我在深圳分
到了房子后，赶紧添置了一些家具，想让爸爸来后能享受一
下，可是他却没能赶上。想到这些我心里总是揪心地难过：您
给了我一辈子，而我能够给您的却太少太少。

24年前的3月18日，我从深圳赶到上海，从机场直接到华
东医院。爸爸当时还能够坐在一个藤椅上，看到我时他上下
打量我，他喜欢看我穿漂亮的衣服，那是表示欣赏我的服装，
我当时穿着海蓝色的呢子大衣，下面是红格子呢裙，我故意逗
他说：“怎么样，漂亮吧！”他笑着点点头，说，“漂亮”，那时他还
能够重复别人的话，自己主动说话已有困难。但没想到致命的
脑瘤已压迫了他的语言神经，使他无法说话，而正在迅速增大
的瘤子，最后终于压迫到他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呼吸神经。

4 月 10 日，爸爸临终时我在他的身边，他两眼盯着我，似
乎有话要对我说可又说不出来，我知道他是要关照我们姐弟
今后要互相帮助，前几日他总是困难地说“团结，团结”，而他
是遗憾再也帮不了我们了。我一再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会
互相帮助，我们一定会生活得很好的”。我紧紧握着他那软软
的暖暖的手，心里仍然拼命地盼望着想，我们几个孩子都在拉
着你，你不会离开我们的。可是爸爸还是离去了，我们依赖的
大树还是倒了。20多年过去了，我却觉得爸爸还是活在我心
里，他总是微笑地慈爱地看着我，一如既往地鼓励着我。

20多年来，爸爸对子女的鼓励推动着我们不断进取。我
从当年的钢琴助教，成长为一名钢琴国家一级演奏员，开过多
次独奏音乐会，重奏音乐会，双钢琴音乐会，与国内外指挥合
作演奏过多首钢琴协奏曲，至今仍然活跃在舞台上，而且在钢
琴教学领域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我在深圳开办了萧邦钢琴
艺术中心，我的学生获得了国内外多项钢琴比赛的大奖，许多
学生走上了从事音乐专业的道路。今天，回想起我几十年的
音乐之路和成长之路，是爸爸一直陪伴我走过来的。

我从小和姐姐一起学钢琴，一开始家里并没有钢琴，我们
俩要到常熟路口的老师家里去学琴和练琴，每天只能练习45

分钟，后来有一天家里买了一台钢琴，是进口的立式琴，我们
可以在家里尽情地练琴了，而爸爸也为我们重新找了一位更
好的老师来家里教我们。直到我已过而立之年，在南京艺术
学院担任钢琴专业的助教工作时，才在南京军区的朋友那里
得知了我们家钢琴的来历。在解放初期，爸爸曾经担任过华
东军区（南京军区前身）的文化部副部长，在那期间，爱才的爸
爸将部队文工团的许多有才能的军人送到上海音乐学院深
造，他们当中有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的作曲家陈钢。一位后来知名的音乐家来看望爸爸，谈到学
习作曲没有钢琴的苦恼，此时爸爸已转业到了上海，并出版了
一些作品有些稿费。爱才的爸爸立刻豪爽地买了一架钢琴送
给他。过了一段时间，音乐家又提到那台琴不太好。爸爸又
再买了一台钢琴给他，说，那一台就拉到我家里来吧，我的两
个女儿正在学钢琴。我就是这样和姐姐一起有了钢琴，那年
我7岁。

爸爸出生在苏北的一个小镇，又经过了多年的戎马生涯，
在50年代能够有让自己的孩子学习钢琴这样的见识真是难能
可贵。而他仗义疏财，帮助过许许多多的人，我亲眼见的，听
说的，他生前身后有太多人提及了，但他从来没有放在心上，
更没有放在嘴边。

爸爸特别高兴我和姐姐会弹钢琴，特别是我考上了上海
音乐学院附小专业学习钢琴后，他总喜欢带我到各种场合，总
喜欢说“我这个女儿会弹钢琴”。记得刚进附小，一次考试成
绩不错，老师鼓励我让我参加学校的演出，其中有一首曲子叫

“小丑”，我在家里练习的时候，他在旁边做出各种滑稽的表情
跳舞来启发我，至今还清楚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我们孩子们
从小就被教育见人要有礼貌，要叫叔叔阿姨，可是爸爸给了我
一个特权，那就是只要我在弹琴的时候，家里来任何人我都可
以不予理睬，专心弹琴。我想，我弹琴一直有很好的完整性，
与此是有一定关系的。

1988年，当时我已经从钢琴专业研究生毕业，拿到了上海
音乐学院的硕士学位，刚调到深圳交响乐团工作不到1年，事
业上还没有完全打开局面，平时还要去酒店宾馆之类的地方
去“捞外快”。那期间他两次到深圳，在中国作协的“创作之
家”写东西，有时还会晚上跑到我找外快弹琴的酒店来听我弹
琴，甚至还有一次把花城杂志的总编李士非先生也拉来听“我
女儿弹琴”。爸爸一直是这样用欣赏的方式，鼓励我，使我在
艰难的曲折的学琴道路上走了过来。可惜他没有听过我的正
式的演出。他为我写的书法：“松儿座右——艺海无涯”成为
我终生的座右铭。

自从我进了上音附小专业学习钢琴后，爸爸认为我应该
接触各类艺术形式，特别是表演艺术，来丰富自己的艺术修
养，他赞同和鼓励我去观看各类艺术表演，他特许我在他不

在上海的时候，直接打电话到作家协会，让郭信和阿姨帮忙
买票给我，任何演出票都可以，无论多贵都可以，票钱直接
从工资里扣。拿了票，我就兴致勃勃地自己去看，可能的话
他也陪我去看过。我那时候把能够看的名家的演出几乎都看
了，戏曲有京剧、昆剧 （京昆、苏昆）、越剧、沪剧、扬
剧、汉剧、吕剧、黄梅戏、京韵大鼓、河南坠子、评弹、说
书、歌剧、舞剧、话剧等等，大艺术表演家周信芳、荀慧
生、李玉茹、俞振飞、袁雪芬、徐玉兰、王文娟、尹桂芳、
范瑞娟、傅全香、蒋月泉、徐丽仙、刘韵若、余红仙、任桂
珍、施鸿鄂、舒巧等等的表演我都看了，而且都不止一次地
观看，还有许多艺术家现在已经数不出来了。从附小到附中
一直是这样尽情地看各种表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停止了。
多年下来，受着中国的文化艺术的熏陶，那些点滴的精华已
经融化在我的血液中，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些积累，使我对艺
术的理解，对我的艺术生涯有多么重要！

我从事钢琴专业的工作至今已有近40年的时间了，演奏
和教学常常交织在一起。前15年是在学校教钢琴，以教学为
主演出为辅。自1988年到深圳交响乐团工作，做了专职钢琴
演奏家，但是一直没有离开过钢琴教学工作，还开办了自己
的业余钢琴艺术中心，从事业余钢琴教育。可以说我一直
从事教育，而在如何对待教育的问题上，却是爸爸教育了
我。我深深受到爸爸的影响，最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我自己。

我曾经对学生、对儿子都不够耐心，常常大发雷霆。爸爸
是看到过我给学生上课，如何教学生的，他不能容忍我对学生
发脾气。课后他十分严肃地批评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学
生！老师就是这么当的吗！对我对儿子的粗暴更是不能容
忍，他经常在信中说到此事，在一封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对
4岁不到的娃娃，不能用大人的标准衡量，即使对青年、成人，
也要允许犯错误，也要允许犯了又改，改了又犯，犯了再改。
这个，每人想想自己，对照一下就行了。要求一个三四岁的孩
子，循规蹈矩，五讲四美，天天向他进行说理教育，一见到他有
无理无礼之处，就大发雷霆，甚至打骂相加，只能给他效法，今
后对人又打又骂。我一见到对孩子凶狠打骂，不但心痛，而且
非常仇恨，我以为那是‘不仁’，是残酷，是违反童心人性的粗
暴之举。”我当时还不以为然，觉得他是祖孙隔代亲，有溺爱之
嫌，而学生家长都认可我的严格的嘛。可是时间长了，我对照
父亲对我的教育，认识到打骂发火并不意味着严格。爸爸从
来没有打骂我们但并不是没有要求啊。渐渐地我也学会了不
再粗暴，学会了包容，学会了慢慢地引导。学会了从孩子的角
度思考问题。

爸爸对家庭对子女倾注的是温情、是爱抚。他从不使用
暴力，从小到大，他几乎没有打过我一个巴掌。我小时候对他

的印象是，要么是在书房写作，因为大量抽烟，房间里烟雾弥
漫。他规定了，只要他在写作时是不许我们去打扰的，除了吃
饭时间。要么就是带我们子女上文化俱乐部，那是我最爱去
的地方，有电影看，还有冰淇淋吃。爸爸常爱带我出去玩，上
朋友家，也许因为四姐弟中，我的年龄适中，再则也可能我有
一点音乐天赋，钢琴弹得不错，在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就
读。可有时候我不识时务地硬缠着要跟他出去，跟到家门口，
他无法摆脱，于是就把我推到房间里，可我人小灵活，又坚定
地跟到门口，他虽然心急如焚，可仍然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将
我推回到房间里，从不粗暴，直到我泄气为止。

在我读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初二的学期末，音乐界刮起了
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三化”之风，现在看来就是文化大
革命的前奏，爸爸和我的学钢琴的同学邓小妮的爸爸邓旭初

（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听说了中央的精神要大量地
砍掉钢琴专业，除了少数尖子外，钢琴专业的学生都要改学民
乐，而我和邓小妮的条件只能改学二胡，眼看培养我们成钢琴
家的愿望将由于政治风云变换而破灭，两位爸爸这时候想让
我们转学改学文化课。虽然现在看来他们轻视民乐的观点不
一定正确，但我只是想说，爸爸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
法，使我至今仍十分佩服。

爸爸知道当时的我已经死心塌地地爱上了音乐，不会轻
易同意转学，因为他跟我谈过，我根本就不同意。有一天他
忽然问我：“你最崇拜的作家是谁？”那时，爸爸的小说《红
日》已红遍了全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我却没
有看过，理由是“不喜欢看打仗的书”，我看 《红日》 是在

“文革”中造反派来抄家，抄走了所有的小说，我们几个孩
子趁他们不注意藏起了一本 《红日》，这时才认真地看了，
此是后话。当时我正迷上了闻捷的叙事长诗 《复仇的火
焰》，于是我说“是闻捷”。没想到过了几天，闻捷竟然到我
家来了，原来爸爸认为自己说服不了我，于是让我崇拜的闻
捷来劝我改行转学的。总之最后我还是被说服放弃了学音
乐，转学到了普通重点中学——上海市二女中读初三。当然
谁也没有料到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和邓小妮的命运经
历了很大的波折，庆幸的是最终我们又都回到了钢琴身边。
但当时爸爸为了说服我所花的心思却使我钦佩不已——他是
用智慧来进行教育的。

后来爸爸在病中已经不能言语，也无法书写，但我可以从
他的眼神、他的表情中猜到他的意思，他常常紧紧握住我的
手，也这样紧紧握住弟弟的手，抖动着，我能明白这“紧握”中
的千言万语，但我却不忍去想，那一定是说他不能再为我们做
事了，他感谢我们对他的照顾，希望我们好好地生活工作。他
就是这样总是在为我们做事，可对我们为他做的事总要说声
谢谢。别人都感到奇怪，可他却说：子女不是父母的奴隶嘛，
平等的嘛，孩子为我做事当然要谢谢。爸爸，可您殊不知我今
天为无法报答您而终生抱憾！虽然那病中的20多天给了我最
后的机会，可这机会来得太不近人情。

爸爸虽然故世20年了，但我觉得他始终和我在一起。在
我们孩子们的心中爸爸既是强大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也是宽容温和的，充满慈爱。他始终是我的榜样，始终在激
励我。我时时感受到父爱是如此的深厚，源远流长，父亲的
恩情是如此博大得无法言谢。爸爸帮助我走上了音乐的道
路，又鼓励我在音乐的道路上不断追求，成为了一个钢琴
家，和一个懂得用智慧的钢琴教师。我在这条艰辛的音乐道
路上享受到了无尽的快乐。我想，这也一定是他所希望看到
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