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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以来，作家文人依然命定

是写写画画之人，惟有“写写画画”才

是作家文人最重要也最常见的行为特

征。他们能够在习以为常的写写画画

之间或激扬文字、挥斥方遒；或摹形

传神，立像立人。即使在利用闲暇从

事自得其乐的“余事”时，也常是“翰

墨蕴乾坤”，“笔驾云涛，翰墨传情”，

于不经意的挥洒泼墨之中多有寄托，

由此使其作品妙趣横生、意趣盎然、雅

意充盈，遂能片纸如金，令人珍视、珍

惜、珍藏。

如端木蕻良的书法作品《春意盎

然》《香远溢清》《大江歌罢掉头东》《林

黛玉问菊》《腾飞》《元旦献词》《寻黄庭

坚诗》等，绘画作品《双松图》《兰为王

者香》《十剎海白荷》《牛背读书图》《葡

萄》《雄鸡》等就是如此。来自东北的

端木蕻良是读者熟悉的重要作家，也

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过个人书

画展的作家，该馆也为他举行过纪念

会并珍藏了他的一些书画作品。仅就

书法而言，端木蕻良兼善诸体（篆、隶、

楷、行、草等）和多种书法形式（条幅、

中堂、对联、镜心、扇面及手稿、书札

等），笔墨运用自如并多有变化，也堪

称是 20 世纪中国文人书法的代表书

家之一。倘从书法文化角度看，他在

书法文化创造方面确实有着相当的自

觉，不仅在书法创作与收藏、书法活动

及研究等方面都有所作为，即使在书

法用具的选用方面也确实是相当考究

的，如他订制了印有自己姓名的专用

花笺，这便非常内行或相当“专业化”

了。

文人书画妙在文人情怀的自然抒

发和才情与笔墨浑然一体的结合。端

木蕻良丰富的文化素养和人生阅历滋

养了他的书画，使其书画焕发出了生

命的光彩。他的书画大都融进了自己

的深挚情感和对人生的深刻感悟以及

率真坦诚的人格力量。其笔墨挥洒自

如而不凝滞，他的书法和绘画作品都

在努力追求意象化效果，体现其对书

画精神境界的神往。他对艺术境界所

讲求的道法自然亦颇多契合之处，难

怪汪曾祺、方成等对其书画有着充分

的肯定性评价。大致说来，端木书法

用笔的主要特点是汉字结构力求规

范，章法和谐自然，墨迹线条顺畅秀

雅。特别是他的行草作品，柔中有刚、

神态自如、书风潇洒、古意盎然。他的

绘画形神兼备、生动自然，特别崇尚写

意，画笔运作时常介乎写意与工笔之

间。他的画热衷于文人的传统题材，

如芭蕉、葡萄、荷花、兰花、菊花、丝瓜、

青松、向日葵、枯藤老树、雄鸡、鸟、鱼

等。他的创作注意传达生活情趣，并

能将绘画与文学紧密结合起来，从其

绘画的题名、题词便能够领略到其将

文学和书法结合的妙趣。

端木一专多能也非常勤奋。在文

学上他创作了 1000 多万字的作品，在

书法上他也创作了难以计数的作品，

在绘画上也大致有四五百幅作品存

世。他的画作形式多样，包括中国

画、版画、素描、插图、肖像、漫画

等。正是由于端木在书画方面颇有造

诣且声名远播，许多单位和个人都或

直接或间接地设法请他题字作画。他

曾为辽阳钱币馆题名，为蒲松龄纪念

馆题赠字画，为 《杨默画集》 题词，

为王统照诗集题词，为尹瘦石画展留

影题诗，也曾为南京 《红楼梦》 纪念

馆、辽阳曹雪芹纪念馆、香山曹雪芹

纪念馆、武汉的黄鹤楼等赠送其墨

宝。他在全国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墨

迹，由于长期在北京工作，所以他在

北京留下的墨迹尤其多。就在他展览

书画作品的同时，又由其夫人为中国

现代文学馆奉上了 10 多幅他的书画作

品。而中国现代文学馆，不仅为端木

先生搞过书画展、百周年纪念会，也

将其书画作品收入 《中国现代文学馆

馆藏珍品大系·书画卷》，并编辑出版

了其多部代表作品。此外，中国现代

文学馆还专门为其布置了展室，展室

中既悬挂着装裱好的端木书法作品，

也展示了他常用的文房四宝，在书柜

中还存有他使用的书籍和创作的手

稿。展室中的每一件物品都闪烁着端

木沧桑的人生和生命的光辉。

端木是一位至情至性的文人，他与

萧红的结缘留下了悲欢离合的故事，

而与第二任妻子钟耀群的相爱相知也

为他留下了动人的故事。他与心仪一

生的曹雪芹及其《红楼梦》的结缘同样

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书画作品。为了表

达亲情，端木创作了不少作品，亲人们

也将之视为珍宝而密藏。为了联络友

情，端木创作了更多的作品，尽显翰墨

情缘的深广。他创作了漫画《“方成”

出租车公司》，为尹瘦石夫人吕秀芳创

作了《牵牛花》，为老友柳倩书写了自

己创作的贺寿诗，为书画家赖少奇的

80 华诞书写了自撰贺联。而对仰慕他

的一些读者、朋友，他也常能赠以书画

表达共勉的情意。端木晚年爱画墨荷

图赠友人。钱仲联赏图之余，曾为之

赋诗一首：“污泥不染玉池莲，香海教

参画里禅。自是骚人工写意，芳菲裳

配想当年。”《花城》杂志前主编范若丁

也曾回忆：20 世纪 80 年代他常去北京

组稿，其间曾数次拜访端木蕻良，由此

也与端木建立了翰墨情缘。每到新

年，他会寄上崭新的挂历给端木，端木

则寄来自制的贺年卡，形式非常别致，

是其亲自在宣纸上绘画书写而成的，

他的友人见之莫不称道。有位老友盛

赞后还恳请他代为求字。考虑到这位

老朋友是端木的同乡且特别喜欢其文

学和书法，他终于向端木介绍了这位

老朋友并说了他的心愿。当时的名人

书画伴随时代发展已经“身价”越来越

高，但端木很快为他和朋友各写了一

幅字，这位朋友欣喜不已，遂将这次得

到的端木书画精心装裱，一直挂在自

家的厅堂。

由书画而思人想事，作家文人们的

翰墨往来造就了许多人文佳话。往事

并非如烟，翰墨生命永恒。历史上的

文人雅集和墨迹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而这种绵绵不绝的文人间的交谊与翰

墨的融通岂是市场上纯粹用金钱购求

的书画所能带来的？此种作家文人同

仁挚友之间的书画情缘故事，也曾生

动地发生在端木与老友李白凤和红学

专家陈诏等人的交往中。兴之所至，

他有时候还会充分发挥自己诗、书、画

兼通的优势，以诗书结合、书画结合或

诗书画合体的“复合”形式进行创作，

友人得之“复合文本”自然更是珍爱有

加，视为无价的墨宝了。而他于 20 世

纪三四十年代为萧红小说《小城三月》

所作的插图、绘制的世界名人肖像、

《鲁迅肖像》以及送给茅盾的端木自画

像等绘画作品，更是由于历史与情感

的复杂性、丰富性不仅具有重要的艺

术价值，而且也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作家文人从事书画创作，常被某些

人视为不务正业，更经常嘲笑其“功

底”欠缺。但对于端木而言却不然，从

他的书画中明显可以看出其传统功底

匪 浅 ，也 可 看 出 较 为 鲜 明 的 个 性 印

记。据曹革成《端木蕻良年谱》介绍，

端木从小受哥哥们的影响，喜欢看家

乡皮影戏，并自作纸板“影人”，还热衷

于剪纸、画花样等工艺。他 8岁便开始

在老师指导下每天学写楷书，10 岁便

能自觉地认真习画练字，尤其爱画韩

康的《买药图》《探梅图》等，经常按《广

艺舟双楫》提示的方法练字读帖，还涉

猎外国绘画，扩大了见识。这些表明

端木从小就具有艺术天赋，且能认真

学习书画，并获得了美术基本功，养成

了一种平生的爱好。到了晚年，他更

是对书画热爱有加，文学和书画的交

叉创作成了他日常化的“艺术行为”。

端木不仅在文人书画创作方面多

有 创 获 ，且 经 常 对 书 画 创 作 进 行 研

究。比如早在 1942 年 4 月 2 日，他曾撰

写《关于四人画展》一文点评绘画展

览，内行的眼光已经初现端倪；1949 年

1 月 1 日，端木出席关山月画展并撰写

评介短文《题关山月画展》，发表于香

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其精到的

见解在画坛也产生了影响；同年 2 月

10 日至 11 日，其画论《米谷的画》连载

于香港《华商报》副刊《茶亭》，文章纵

横捭阖、议论风生，颇有说服力。到了

晚年，端木更加眷顾书画，不仅书画作

品增多，也通过回忆评介相关文艺现

象，撰写了 《鲁迅先生和 〈大树风号

图〉》 等文章，他对书画的思考更加

深入，且有一定的学术价值。1981

年，他就撰写了 《傅青主的书法美

学》 一文，发表在同年第 2 期 《山西

师范学院学报》 上，其所见精到。端

木在论述傅山书法美学思想时，阐述

了人们所熟悉的傅山重视人格与修

养，追求书法创新的“四宁四毋”等

思想，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还以

傅山在 《病极待死》 一诗的起句“生

既须笃挚,死亦要精神”来阐发傅山注

重书法生命力的思想。端木说：“我

们不妨把这两句诗，也引申到他对书

法的准则上来：要使写出的字富有生

命 力, 就 必 须 用 笃 挚 的 态 度 来 对 待

它……这样，仍然能取得美学上的最

后胜利。”显然，端木本人的理论思

考也体现在自己的美学追求上。他作

为满族作家能在汉语文学和汉字书法

上取得“美学上的最后胜利”，其间

耐人寻味的东西是颇多的。

端木蕻良一生尤其是晚年花费在

书画上的时间应该是不少的，费心费

力颇多，目的就是要努力使自己更像

个足能体现中华文化特征的“雅人”，

这也是他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价值的

认同。但晚年将重心放在书画创作上

对其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其

晚年时光被书画创作占去较多，就多

少影响到长篇小说《曹雪芹》下卷以及

其个人回忆录的撰写，这两部作品均

未能按计划完成，在文学史上留下了

较大的遗憾。怎样兼顾文学和书画创

作，且能很好地将两者相互促进，确实

是那些“兼爱书画型”作家应该认真思

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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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走了快20年了，但这个问题却越来越让我惭愧和遗

憾。2012 年 2 月我妈妈也走了，我开始逐一清理他们的遗

物。随着爸爸研读过的古籍，写下的手札、日记，未完成的书

稿，把玩过的收藏等一一呈现，我常常被震惊，他哪儿来的时

间和精力？这真令我感到汗颜，感到惶惑。我常会不由自主

地问自己：我认识爸爸吗？

由于从小和妈妈生活在昆明，虽然从2岁开始每年妈妈都

带我回京探望爸爸，但一是我年纪小，二是时间短，直到1966

年，我才被迫到北京与爸爸一起生活。“文革”爆发，昆明很快

成了两大造反派——“炮派”和”八二三”的武斗战场，我们所

在的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大院的门口经常被带枪的民兵设置

路障，拦截、盘查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就连背着孩子的妇女也

难混于其中。流弹时常落到大院里。大院里也分成了两个阵

营——造反派和走资派。我们熟悉的一些叔叔、阿姨竟被揪

到大操场上，被另外的、我们同样熟悉的叔叔、阿姨批斗。大

人们忙于运动，无暇照顾孩子，纷纷把孩子送离昆明。到年底

时，大院里没几个孩子了。妈妈把我和姐姐送到了北京。

当时大伯、大妈和爸爸住一起。大伯早已退休，大妈没工

作过。这儿的气氛与大院完全不同，昆明虽然危险，但对我们

来说却好玩儿、刺激，而这儿呢，屋子狭窄，满眼是爸爸收藏的

书籍。和三个老人在一块儿，没多少话好说，还事事受管束。

其实爸爸早就受到了冲击。原来隔壁单元有一间屋子是爸爸

的书房，“文革”伊始，造反派就把他的书都扔了过来，说有的

人还没地方住，端木的书竟住了一间屋子。爸爸素来敏感，一

生经历的政治风浪和时事变迁更造就了他谨慎的性格。身处

“文革”的险峻环境，他变得沉默寡言。至今我还对某些场景

记忆深刻。

爸爸有天挺晚才回来，大伯、大妈有些担心，听到开门声，

大妈赶紧迎过去，想开过道的灯，却听爸爸低声斥责道：“不许

开灯！”大妈连忙退回来，跟着进了他的屋，很快大妈嚷嚷起

来：“哎呀，这是弄的啥呀！这衣服……”话没说完，就听爸爸

又低声呵道：“别吵吵！”我们想跟过去看看，大妈把我们挡了

回来。爸爸则径直躺下了。第二天待爸爸离开，我们忙问大

妈爸爸怎么了？大妈说：“准又挨斗了。”边说边拿来爸爸的大

衣：“看，上面全是糨子（糨糊）！”

如果爸爸在家，基本上不是在桌旁写东西，就是躺在床上

听半导体。晚饭后，他更是马上回他屋里，黑着灯一头躺倒，

打开放在耳边的半导体，把音量放到最低。尽管如此，我还是

常常听见一段音乐后是一男一女先后的声音：“莫斯科广播电

台，莫斯科广播电台”……对此我很是疑虑：这不是偷听敌台

吗？爸爸居然敢听敌台？我问姐姐，姐姐只嘱咐我别对人

说。我也只能心存忐忑。爸爸常听广播到深夜，不再有话。

有时，爸爸会让我当他的拐棍出去散步，可他哪儿僻静往

哪儿走，尽走没人的小胡同，一路上也不跟我说什么，只不时

地呵斥我一声：“不许皱眉头！”我心里愤愤的：“你自己就老皱

眉头，还说我。”所以我很想妈妈、想回昆明，不愿在北京。

1967 年下半年，我们终于回昆明了。但到了 11 月，一天

夜里，大院旁边的昆明纺纱厂——炮派的大本营，发生了两起

地雷爆炸，据说炸死、炸伤不少人。鉴于这么恶劣的境况，妈

妈又冒险把只有 11岁的姐姐和 6岁的我送上了飞机，因为当

时的通信差不多瘫痪了，无法与北京联系。

这次回京，生活依然沉闷，但也有些许温馨的记忆。一天

夜里刮大风，风声似鬼哭狼嚎，墙上的树影似鬼魂摇曳。我和

姐姐睡不着，对面《光明日报》社一扇遮着绿色窗帘的窗户透

出阴森森的光更令我们胆战。姐姐给我讲故事以安慰我，但

不时被呼啸的风声打断。忽然，听到门外有动静，我们更害

怕，依偎得更紧了。一会儿门开了，灯亮了，一看是爸爸，我俩

不由得笑起来。只见爸爸颤巍巍地端着个小盘儿，里面有两

块蛋糕。他坐到我们床边，问我们是不是害怕了？然后边安

慰我们，边让我们吃蛋糕，他依然没什么话，只是风声猛烈时，

赶紧说：“不怕，不怕，这是内蒙刮过来的风，看，爸爸就不怕。”

等我们吃完了，又安慰我们几句，看着我们重新躺下，他关了

灯和门，回房去了。这下，我和姐姐忘了害怕，因为爸爸的行

为让我们惊奇，更让我们感到了久违的温暖。我不禁问姐姐：

“爸爸今天怎么了，干吗给咱们蛋糕吃，还没让咱们刷牙？（他

规定我们晚上吃完东西要刷牙）。”姐姐说：“可能听见咱们说

话了，也可能是风声把他吵醒了吧。”后来他被下放到团河五

七干校，几周才回一趟家。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动荡、惶惑中

结束了。

到 1973年 7月底，妈妈突然接到北京市文化局姚欣打来

的长途电话，说爸爸病重，要妈妈赶快来京。进到家门己很晚

了，妈妈直奔爸爸床前，爸爸听到是我们，吃力地想欠起身，妈

妈赶紧坐到他床边，让他躺好。他打量了我一下，吃力地让我

过去，我俯下身亲了亲他，直觉得他的胡子扎人。屋子里闷热

难耐，弥散着浑浊的空气，大伯、大妈满脸的无奈，跟妈妈汇报

这些天爸爸的状况。妈妈边听边忙活开了，并故作轻松地和

他们聊着。爸爸的话渐渐多起来，他忽然批评妈妈把个女儿

打扮成这样：我当时上身穿一件背心，外罩一件短袖衬衫，下

身穿姐姐的一条短裤，脚上则是妈妈的一双高靿皮靴，走起来

哐啷哐啷的。妈妈很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孩子嘛，走得太

急，没考虑那么多。”这时大家都注意到了我的穿着，非让我把

衬衫脱了，我不干，爸爸有点儿生气了，说这么捂着会长痱

子。妈妈于是也站到了他们一边。我心里顿时对爸爸产生了

不满，心想，一来就管我。

起先，我以为这次回来还与从前一样，是暂时的，无非是

来过个暑假。虽然爸爸在妈妈的精心照料下，身体很快有了

起色，家里也有了些欢愉的气氛。可假期结束时，爸爸的身边

依然离不开人。所以1974年春节后，妈妈托了在丰盛街道办

事处工作的大伯的长子曹北星，让我进了丰盛中学借读。

确实，爸爸有时看上去还好，可突然就抽搐起来，挺吓

人。而且，他常说这儿疼、那儿疼，妈妈为了弄清他哪儿疼多

问一句，他就会发火，为此，我很替妈妈委屈，且觉得爸爸有时

根本就是装病。爸爸的坏脾气终究有妈妈受不了的时候，妈

妈有时甚至就像诚心气他似的，明明爸爸住口了，可妈妈又不

冷不热地甩出一句，爸爸一下就又火了，我在旁边真生妈妈的

气，心想：怎么不嫌烦呢？好不容易消停会儿，又招他。那会

儿，我心里满是对妈妈的不平和对爸爸的怨气。甚至想过他

死了就好了，我和妈妈就可以回昆明了。

大概是他病体沉重，无暇旁顾，也或许是我年纪太小、又

是女儿，又没在他身边成长，所以他不太与我交流，这倒正合

我意。那会儿，班里有个男生居然用买来的废旧电子元件攒

了一台电视。可把我羡慕坏了，我就订了《无线电》杂志，也买

来电子元件在家鼓捣，可哪儿那么容易呀，所以就把爸爸的

“美多”半导体拆开研究，最后倒真组装了一台小半导体，可爸

爸的那台却无论如何也听不了了。妈妈有些心疼，责备我，爸

爸却鼓励我，不让她干涉，有了爸爸的支持，我更来劲儿了，最

终把妈妈那台“牡丹”牌的也鼓捣坏了。要知道，这两个牌子

在当时可都是最好的。

有一天，就我和爸爸在家。我发现灯不亮，就摞上椅子，

拿了电笔，正检查灯头，就听爸爸挪步的声音，他应该是去厕

所。我没在意，继续干我的，一会儿他出现了，一见我正在捅

灯头，立刻蹙起眉头大吼起来：“你个混孩子，快下来，电能随

便乱捅吗？”我自认为用电笔不叫乱捅，没想到他竟会发这么

大火，我顿时感到既委屈又愤怒，我怔了一下，也立刻吼叫道：

“谁乱捅了？我是用的电笔！”我的突然回击令他意外，这之

前，我还从未敢反驳他，这下他更怒了：“用电笔也不行，你懂

啥，你快下来！”我既然有了勇气，干脆就鼓足了，把嗓门提到

最高：“你才不懂呢！电笔是干吗的？不就是查电的吗？你以

为你什么都懂啊，整天呲这个、骂那个的，妈妈那么侍候你，你

还老发火，我和她回昆明了看你怎么办……”我仍然站在椅子

上，语无伦次地一声接一声地质问，任眼泪、鼻涕不住地流。

爸爸看着我，表情由震怒变成了惊愕，他用手紧紧抓住门框，

以免摔倒。他努力平复着情绪，尽量和缓着态度想让我平静：

“慢慢说，慢慢说，爸爸是这样的人吗？”听到这儿，我又来劲儿

了：“就是，你从来不讲理！什么都是你对，你什么都不做，人

家做了你还老说人……”我不管不顾地发泄着，他好像有点撑

不住了，用手抹了一下脑门儿说：“好，好，爸爸接受你的批评，

你下来，下来。”见此情形，我心里生出一丝怜悯，我住了口，他

慢慢转身要回他屋去，嘴里还念叨着：“你快下来，爸爸改。”我

下来了，情绪仍难以平复，既有顶撞他的痛快，更多的却还是

长久以来积压在心里的愤懑。这之后，他有了点变化，至少不

像以前那样总训斥人了。

1976年1月8日，我刚进学校，就听到广播里传来噩耗：总

理逝世了。大家顿时沉浸在悲痛中，师生一起赶制小白花，布

置灵堂。放学回来，我也精心做了一朵，郑重地放到总理相

上，挂好。可第二天放学回来，遗像却不见了，我忙问大伯，他

边摇头，指着一个抽屉，我很疑惑，这是干吗？打开抽屉，遗像

真在这儿，我想重新挂上，可大伯示意我不行，我有点儿火，大

声问到：“总理的像干吗不让挂呀？”大伯冲我爸那屋指了指，

悄悄冲我说：“别吵吵！你爸让拿下来的。他不让挂有他的道

理。”我嘟囔了几句也没敢去和他理论。随着形势的发展，我

突然想到：爸爸怎么那么早就能料到呢？

后来我才知道，爸爸和总理是南开校友，并将总理引以为

骄傲和楷模。当时，他就写了许多怀念总理的诗词，如《水调

歌头·总理逝世泪成斯词》《哀诗10首敬悼周总理》等，其中的

“泰山石作骨，东海翠为风。任它冰雪百丈，生意带春浓。针

指山妖水魅，干铸盘根错节，亘古一青铜。”就鲜明地反映出他

内心充满了对总理的崇敬之情，但最令我惊讶的是，他竟已预

见到了“四人帮”的垮台。

“文革”结束后，他在妈妈多年的悉心照料下身体逐渐恢

复，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长期积聚的创作欲望立刻让他投身

其中，而我则在为即将恢复的高考作准备，并于1978年去哈尔

滨上大学。毕业回京后，他和妈妈依然忙于写作，社会活动更

是应接不暇，家中则访客不断。而我有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也就难得与他作深入的交流。

1989年1月，我受西方小说和出国潮的影响，去了澳大利

亚，没想到这竟使我永远失去了与爸爸深入交流的机会。

爸爸很少谈及自己。在我的意识里，也很少把他看作什

么人物，倒是他因生病时常爆发的坏脾气让我不常与他亲

近。我知道他从小身体孱弱，在动荡中漂泊半生。解放前他

经历了朝代更迭、家国沦丧、战火硝烟，前妻病亡等等人间大

悲，解放后，他又被历次政治风潮所裹挟，遭到诽谤和排挤，可

他始终坚持不盲目跟风的创作态度，以激越澎湃的厚重情感

和独特的风格表达，矢志不渝地颂扬人性的真善美。他一生

除了在文学、红学、美学上有自己独到的建树，留下近千万字

的作品外，在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在海内

外都有广泛的影响。这除了得益于他的天性禀赋，更得益于

他的广泛交友。爸爸生前有众多文化艺术界和学术研究领域

的朋友，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只要谈及文学、艺术、书法、绘画、

诗词、楹联，历史、音乐、金石、篆刻、古今名人、民俗掌故、民间

手艺等等这些他熟悉、且有兴趣的话题，那一定是谈笑风生、

兴致盎然。对其他慕名而来的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职业

的朋友，他都以诚相待、平易近人，丝毫不以名人自居，而是侧

耳倾听他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职

业特性、生活状态、俚语民谚、土特产品等等。这一切都造就

了他知识的丰厚、广博，也造就了他对世态、人性的洞悉。尽

管他的成就与声望不相匹配，对此，许多人为他鸣不平，可他

却一直淡然处之。我觉得他不盲目跟风，正说明他在政治上

的成熟和对社会、对人生的责任感。也正因此，才使他有这样

的坦然和从容，能潜心于他的兴趣爱好和艺术创作，从而取得

这样的成就。

随着我自身阅历的丰富，离开他老人家越久，我不由得常

常想与他对话，但是……人所共有的悲哀啊，失去了才知道珍

贵！庆幸的是，父母生前都很珍惜自己曾经的拥有，绝不轻易

丢弃什么，随着一件件物品的整理，我的感触和对爸爸的认识

越来越多。

爸爸那代人都渐渐远去了，与他同时代的不少风云人物

也渐趋落没、沉寂。可是却还有那么多人怀念爸爸，研究

他、纪念他，这说明爸爸一生取得的文学成就没被遗忘，更

说明无论时事如何变迁，人类的精神永远都需要高品质的文

学艺术来滋养。作为他的女儿，我惟有在整理爸爸的遗物中

体会他、感悟他，与他对话，与他交流。惟有把对自己无知

的惶恐变成学习的动力，用我的后半生弥补对他老人家生前

的亏欠。

“认识”父亲
□钟 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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