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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信仰同在
□李唯同

我的姥爷魏巍追悼会的那一天，是北方秋天少有的阴冷
天气，寒风中小雨不时飘落。由于遗体告别室不大，前来送
行的人，只好在广场上擎着伞等待。这种天气也呼应了姥姥
在追悼会前一天晚上为姥爷写下的挽联——“悼战友，天与
我同哭。”

姥爷的红叶和青松

8 月 25 日，我和父亲捧着姥爷的遗像穿过姥爷经常散步
的那片柏树林，上午10点的阳光穿过树梢照在姥爷的遗像上。
还是这条路，还是这样的阳光，姥爷和他的家人却天人永隔。

姥爷在这条路上走了20多年，只要他在家里，每天坚持在
这条路上散步，风雨无阻。

记得有一次，我陪姥爷在这条路上散步，姥爷看见路上有
一个拳头大小的煤块，便弯腰拾起来，走到不远的煤堆，把它
扔进去。当时我对姥爷的行动大惑不解。姥爷对我说，那是工
人在地底下挖出来的，他们挖煤很辛苦，我们要珍惜他们的劳
动成果，不要浪费。

姥爷和姥姥都是过过苦日子的人，深知好日子来得不容
易，所以在生活上十分简朴。

我当时戏言我家也有“四旧”，姥爷的衬衫，领子磨破了换
个领子接着穿，此为第一旧;姥爷的布鞋，底儿都快磨穿了还
在穿，此为第二旧;姥爷的袜子，不用说，当然到处是补丁，那
是第三旧；还有第四旧，是姥姥的背心，后面全是窟窿眼，洗得
像豆包布一样薄。我总是劝他们有朝一日能把这些破烂处理
掉，他们说“旧衣服穿着舒服”。他们穿着朴素，家里的家具也
是一样。电视柜、沙发和饭桌基本都有20多年的历史，与我的
年龄相同，而衣帽钩以及几个书柜则都算得上是我的兄长或
叔父辈的。直到2002年，我参加工作之后，才给家里买了第一
个DVD。

过着这样简朴的生活，人自然清心寡欲。姥爷几乎把全部
的时间用来写作和学习。有时我下班回家，看见全楼的灯都熄
灭了，只有姥爷屋里的灯还亮着，台灯的光透过紫红色的窗
帘，照在窗外洁白的玉兰树上，给人一种特别踏实、温馨的感
觉。我上楼时经常看见他伏案疾书，甚至不会察觉我的到来。

除了散步之外，姥爷平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春秋季节，
家人驾车带他到郊外转转，就是他最高兴的事情。姥爷特别偏
爱红叶和青松。每当看见这两样景物的时候，他都能站在原地

欣赏好半天。他对我说，他离开朝鲜的时候也是深秋，山里到
处都是红叶。朝鲜的山坡上长满了青松。

如今，又是一个秋天，再过几天，山上的叶子就会红起来，
我还想让父亲拉着姥爷到门头沟的妙峰山去看看那棵他曾赞
美过的不老松。但是，他再也去不了了。

与弱势群体同在

姥爷的朋友很多，除了他的战友，他的同志，还有很多生

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叫“弱势群体”。这些人来找
姥爷，有的是为了叙叙旧，有的则是请他帮忙，解决自己的生
活问题。姥爷从来没有因为工作繁忙而拒绝他们的来访，也没
有因为事情棘手而拒绝帮助。当然，在他们之间，更不存在什
么“没有共同语言”的问题。在姥爷看来，自己是他们中的一
员。他从未把自己从工农群众的队伍中剥离出去。

姥爷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捡过煤核儿，卖过烟卷儿，
替人抄过书，深深体味过旧社会带给劳动人民的苦难。同样
的，他对在黑砖窑里挣命糊口的工人们的苦难感同身受。他之
所以自觉自愿、义无反顾、从一而终地把穷苦人纳入他的视
野，不仅仅是出于他的善良，而更多的是出于他的阶级感情，
他的痛苦是他的感情带给他的。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不要
杀他！！！——我替退伍兵崔英杰说情》《教育应向弱势群体倾
斜》《也谈农民工问题》等等。这些文章都收录在他2008年1月
出版的《新语丝》中。

坚持信仰的人是可爱的人

姥爷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也正

是他的信仰，塑造了他可爱的人格。他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
事业是共产主义。

犹记得当年，当电视剧 《长征》 在中央一套热播的时
候，姥爷每集都不落地看完了，每天都赞美 《长征》 拍得
好。《长征》 的片尾曲是著名的陕北民歌 《山丹丹开花红艳
艳》，姥爷每天都要跟着片尾曲唱两遍(《长征》每天播出两
集)。当时姥姥笑着说，“你唱的那个都走调了，就别唱
了。”姥爷权当没听见，盯着电视屏幕上的字幕，像年轻人
去歌厅K歌那样兴奋，眼睛里闪着孩子一样幸福的光。

姥爷是一个很平静的人，喜怒哀乐很少表现出来，兴高
采烈的时候更是不多。在我的印象里，我只听姥爷唱过三首
歌，第一首是他曾主动为家人“演唱”的 《抗大校歌》，第
二首是他在哄我当时年仅1岁的妹妹睡觉时唱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还
有一首就是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曾用采访机录下这段
珍贵的声音，但在姥爷过世以后，我不忍再听，却又每次都
禁不住想听，每次听的时候都泪流满面。不仅仅是出于对这
个慈祥的老人的怀念，更重要的是，他让我见识了信仰的魅
力，以及一个有信仰的人的高尚情怀。

姥爷走的那天晚上，全家人扶床痛哭，表弟搂着姥爷的
头，喊着:“继续革命，永不投降。”舅舅喊着:“红杨树没有
叛变!”泪水、呐喊都唤不回姥爷再睁开眼睛看我们一眼。
我想家人的话，是对姥爷革命一生的一种诠释吧。是的，他
今生都在革命，他从未叛变。如果他知道他的家人对他说这
样的话，在九泉之下他该是很安然的。

姥爷生前曾经不止一次地教育我们说，要苦读马列，深
入群众。众所周知，现在社会上灯红酒绿十分寻常，拜金主
义和利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也在蔓延。在这个社会环境

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容易禁不住诱惑。因此，姥爷对家中
第三代年轻人的成长也就十分关注。我在英国读书的表弟，
刚刚回国，见到姥爷打过招呼，姥爷随即就从抽屉里拿出一
打有关中国国情的材料，塞到表弟手里，让他马上仔细阅
读，而后谈认识，谈体会。

就在姥爷住院期间，我去医院看他，他往往第一句话就
问我:“现在外面有什么消息？快跟我说说。”等我说完当前
时事热点之后，他就接着问:“你对这些问题怎么看？”在我
印象里，他和我们谈生活的时候少，谈马列、谈国情、谈时
事的时候多。姥爷特别注意了解我们的思想认识，不希望我
们走歪路。他希望他的后人，秉承他的信仰，在他的道路上
继续走下去;希望我们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认识社会。“你们
要成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如果不行，至少要成为一个对人
民有用的人。不管你们以后干什么工作，身处什么环境，都
要明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经常这样告诫
我们。

马列主义，一个被很多人仅仅当口号使用的名词，现在
甚至在“流行”的口号中都不再出现了。在姥爷那里，却有
着严整的外延和深刻的内涵。在一个意识形态漂浮的年代，
人们的思想观念千差万别。越是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那些有
信仰的人越是值得敬重的。

姥爷就是一个有理想有信仰的人，他一生都在践行他的
信仰。在他的晚年，最希望的事就是看到和他有同样信仰的
人越来越多。在他生病住院期间。乌有之乡网站曾为他的新
书——《新语丝》和《四行日记》开过一个作品研讨会。参会者
中，青年人占了绝大多数。会后出版了《青松与青年》一书。姥
爷接到这本书，坚决要看一看。只要稍一清醒，他就用一只手
把书举起来，能看多少算多少，或者让身边的人给他念。我对
姥爷说:“会上发言的青年人都很认同您的观点。他们都是
您的追随者。”平时一向十分平静的姥爷竟有些激动，用微
弱的声音说:“好，好。”眼中似乎有泪光闪动。

在姥爷去世的前一个月，表弟去俄罗斯旅游，带回一面
党旗送给他。姥爷看到党旗非常兴奋，“快把我摇起来!”(当
时他躺在病床上)姥爷冲着警卫员说，“快把党旗给我挂在对
面的墙上!”他凝视着党旗，像是在欣赏最美的花朵。“你们
看着它，谁也不许把它摘走，也不许让它掉下来!”

直到姥爷走的那天晚上，党旗一直挂着。从挂在墙上的
那一刻起，从未掉下来。

散 步
□魏 平

父亲平生喜爱散步。自我记事起，他每天散
步，早晚两次，不管刮风下雨。下雨时，穿上他的
军用胶鞋，打着伞慢慢在雨中走。早上散步前，先
打一套太极拳，这是在晋察冀野战军骑兵第六师
第十六骑兵团任团政委时，向一位国民党将领学
来的。他的太极拳，打得很认真，但依我看，那也
就是有个太极拳的样子，实在类似做操，活动活
动身体而已。之后，走上二三十分钟。如果在家，
父亲会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开辟出自己惯常散步
的线路，这些地方一般有花草树木，最好是有高
大的树木，爸爸觉得自然界里树木的形态最为美
丽，而且昂扬向上。如果外出，那就随遇而安了。
海边、山下、庭院，草地都是散步的好地方。

散步时，他会观察四时的景色，欣赏自然界
奇妙的变化。“今天听见本年第一次咕咕鸟的啼
声，似乎是一只未成年的稚幼而清新的啼声，她
怎么跑到前面来了？”有一次在日记中写：“虽偶
有布谷鸟的啼声，但较往年为少，不知是否被捕
鸟人捕捉去了。”更多的时候他是对要写的东西
进行构思，对一些问题进行思考。父亲在日记中
这样写到：“昨晚在归途中，一轮颜色暗红的圆月
从苍茫的东方的林莽上升起，我已在沉思对所见
到的一切如何评价。今晨散步时又集中思考了这
些问题。蠡县无疑是现在商品经济路线的一个可
以夸耀的典型，然而它究竟是表示了什么，哪些
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它究竟是不是中国农村
发展的方向？”“早晨，对评价《王震传》的文章做
了构思。”“散步时想到我在写现实题材的同时，
抗日战争的必要人物的采访也可以进行，这样是
否会省些时间。”

父亲的不少诗作是在散步时产生灵感的。例
如《五线谱》：

屋后/蓝蓝的天空里/画着五线谱，

五线谱上/是一个一个逗点/一个一个/肥大

的音符。

也许你细看/才能看出：

那不过是一群小麻雀，

在高压线上歇足，

偶尔交换一下/闲言碎语。

它们——这些肥大的逗点，

有时静止不动，就像老唱一句歌，没完没了；

有时又忽然来个跳跃，

变换一个新的曲调。

今天起风了，

高压线随着风/一摇，一摇。

小麻雀，你今天要唱什么曲调？

是不是听见/大千世界的流行曲，

也想赶赶时髦？

还有一首《山桃》，我也很喜欢。

在荒僻的山道，

有一株山桃花，

正在含苞。

我与她偶然相遇。

“山桃，你好！”我说。

“春的消息，

你捎来得最早。”

山桃淡然，

“早算什么！早，就是老。”

“不老！不老！”我连忙说，

“你的花开得很好：

只是过于寂寞，开在荒山道，

纵然俏丽，谁人知晓？”

“寂寞？”山桃觉得好笑。

“只有空虚的心，

才会受到寂寞袭扰：

再不就是生命枯萎了。”

她又说：“你看我，

上面承受着无尽的雨露，

下面连接着地下的海涛，

周围还有我的兄弟姐妹

——无边的森林，芳草！

哪里有什么寂寞，

我们朝朝夕夕

都在一起欢笑。”

山桃说过，嫣然一笑。

像是谁的胭脂瓶碎了，

星星点点洒满荒山道。

并记：1988年4月晨散步时偶得，其时，路边
确有山桃一株也。

小的时候，父母工作忙，我们都住在学校，爸
爸有点时间来看我的时候，就带我在学校附近的
小路上散步。爸爸把我的小手放在他的兜里，走
得很快，我要颠颠地才能跟上他。60多岁以前，爸
爸通常还跑上一段，不知什么时候起，他走得越
来越慢，再后来，在房后小路上走几个来回，都要
歇上几歇。新志见他靠在那里歇脚时显得很吃
力，就让警卫员小白在他散步的路上，在一棵松
树下，用石条搭了一个石凳，新志又用木条为石
凳做了一个面。每走到此，爸爸就会坐下，停一停
脚步。

我们或朋友有时间也会陪他散步，天南地北
随便聊。我会讲我在东北兵团的生活，会讲碰到
听到的奇闻异事，爸爸也会讲他的作品。对描写
长征的长篇小说，爸爸曾想过好几个名字：《大地
的诗》《云山漫漫》《晨曦》《地球的红飘带》，爸爸
征询大家的意见，妈妈和家人都觉得《地球的红
飘带》好，新鲜、形象、生动、有诗意。书名确定后，
爸爸十分亢奋，一挥而就完成了序言。

家人陪伴爸爸散步，尤其有第三代的陪伴，
是快乐的时光。父亲灵感来了，写下了《我驮着21
世纪前进》：

我驮着小孙孙在林荫道上走，

妻子的笑声跟在身后。

“高兴吗，小崃崃？”

儿媳也在旁边欢叫，

小崃崃在肩头伸着小手。

这时，我忽然觉得，

我是在驮着二十一世纪前进，

我驮的是鲜花和希望，

也是光明和欢欣。

顿时我的脚步更加有力，

就像战争年代那样，

穿着踢死牛的山鞋，

步子结实而大，兴冲冲地。

两个女人跟不上了，

她们追着，笑着喘气。

可是我走了一程，

像被石子绊了一下，

步子有些慢慢腾腾。

一个问号忽然跳出：

“难道孙孙这一辈

真像人们说的世界太平，

万事如意，一片光明？”

不，不，人世沧桑，风云变幻，

人间事往往难以判断。

三十年前决没有想到今天，

同样，今天也难以判断明天。

我肩上的这一代，

也许他们会健康地成长起来，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公民，

也许资本主义再度复辟，

他们需要看人的脸色活着，

做一个驯顺或不驯顺的资本的奴隶。

想到这里，

我的脚步沉重，

一步步迈得十分艰难。

两个女人在后面依然又笑又喊，

孙孙的小手依然向前，向前。

我又想，

判断虽然难以判断，

但总是能够判断。

前途虽然不能乐观，

但也无需悲观。

人类总有智慧和勇敢，

能排除前进道路上的艰难。

不过，人类有勇敢智慧的一面，

也不是没有弱点。

一位哲人就说过“人不如猪”

猪拱到墙角就会拐弯，

人却往往不会拐弯。

不会拐弯，不会拐弯，

头破血流也得拐弯。

……

想到这里，

我的脚步又快起来，

结实而大，兴冲冲地。

两个女人又跟不上了，

她们笑着，追着，喘气，

肩头上的小孙孙也笑得咯咯的。

父亲生性耿直，对马列主义信仰坚定，从不
隐瞒自己的观点。2001年他和一些老同志因为上
书中央，提出不同意见，被责骂并受党内留党察
看处分。他心脏病复发，住在北京军区总院，他们
当时只限家人探视，阻断了爸爸的社会交往，无
任何法律依据地限制了父亲的自由。父亲散步，
后面跟随“监护人”，非常郁闷。他晚饭后常一个
人走到离医院大门不远的地方等候家人探视。我
心痛得掉泪，尽可能早早赶到医院陪他散一会
步。我们走到小广场，看到许多孩子穿着滑轮鞋
欢快地，满脸是汗地穿梭奔跑，这时爸爸的脸上
会露出难得的微笑，说：“不知道小多多（我弟弟
孩子小名）会不会滑。”

记得 2001 年的国庆节前夜，父亲在军区总
院院中伴着灯光散步，十里长街，天安门广场正
华灯如昼，新志跟我说：“咱把爸爸拉到天安门转
一圈，让老爷子高兴高兴？”我有点担心，后边跟
着两个盯梢的，生怕爸爸与别人聊天。前几天因
为我给爸爸带了一封信，他们把我单独留下进行
盘问。可新志说：“管他呢！你带着爸爸往楼北走，
我把车停那儿，拐弯就上车，盯梢没拐弯，咱就跑
了。”新志这小子挺精的，这一招真灵，我们成功
了！我们带着爸爸驶向灯火通明的十里长街，天

安门广场，纪念碑在灯光的辉映下分外洁白，分
外巍峨，广场上的花坛，广场上喜庆的人们，十里
长街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新建筑……爸爸每年国
庆都会到天安门转一转，这次令困居医院多日的
老人非常非常兴奋，我们看到爸爸久违的心舒气
畅，很高兴！转了天安门还不过瘾，我们又带着爸
爸到他的战友肖衍庆家，爸爸更高兴了。

回到医院，医院保卫处得知“照顾对象”丢
了，紧张极了，正在责问妈妈：“病号哪去了？”妈
妈稳坐病房，她说：“我哪知道，你们前边俩，后边
俩看着，你们不知道，我哪知道？”

看到爸爸乐呵呵地回到病房，保卫处的干部
长舒了一口气，“哎呀，吓死我们了，您跑哪去
了？”

“我们就在院子里散步。”爸爸心情不错。
“我们怕您跑到美国大使馆。”
爸爸轻蔑地一笑，“我跟他干仗干了半辈子，

我可不是方励之。”
这回散步散得真精彩。
2008年，全国人民都在以各种形式迎接奥运

会的召开。其中有一项活动是要把奥运祥云圣火
插上珠穆朗玛峰。那年，父亲被诊断出癌症正在
301医院住院，身体非常虚弱。父亲有一个忘年小
朋友罗沈茹，她带着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到医院
对父亲进行采访。在301医院父亲常常散步小花

园的被竹林环绕的亭子里，父亲对记者说了这样
一段话：“奥运圣火插上珠穆朗玛峰，我听了非常
高兴，和中国人民一齐高兴，和世界人民一齐高
兴。”这时，他的声音大了起来，“我国的珠穆朗玛
峰是世界的最高峰，它是光明的象征，象征着人
类总是有光明的前途的。”父亲亲笔书写条幅：

“欢庆奥运圣火登上珠穆朗玛峰。”在中央电视台
演播室，直播我国英雄的运动员冲击珠峰顶的实
况，也同时播出了对父亲的采访，展示了父亲书
写的条幅。他的声音像是在珠峰的峰顶飘荡：人
类总是有光明的前途的。

父亲身体越来越弱，但他还是坚持散步，尽
管主要是由别人推着轮椅了。他不再说“散步”，
而是说：“出去透透气，看看我的小鱼。”在轮椅
上，他还是不断观察，关心着社会。看到高高的塔
吊，他会问：这些工人怎么上去，他们吃饭、上厕
所怎么办？医院病房的高干区又在扩建，他会给
医院提意见，说，高干病房已经够多够好了，不要
再建了。散步时，精神稍好，他就坚持从轮椅上下
来走上几步，他扶着我的手艰难地走着，问我：我
走了有50步吗？

父亲离我们而去，每每去陪伴母亲，我还会
在父亲惯常散步的地方，在长满青松的小路上走
一走。父亲的音容笑貌宛如昨日，我好像还在陪
着他，慢慢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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