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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幼失去了父亲，在姨姨、
姨夫家长大。 

56年，由于姨夫的工作调动，
全家由北京迁回故乡西安。西安先
贤巷的家，在我的记忆中是亲切
的、温馨的。这是个典型的陕西旧
式的院落，房屋的建筑有着古朴的
关中风情，它饱蘸着我童年的美好
回忆。 

每周六的晚上，我和妈妈、姨
姨、还有两个上高中的小姨都爱去
姨夫的书房一起聊天谈笑。冬天，
大家围坐在火炉旁，炉子上坐着吱
吱冒气的水壶，烤着香喷喷的馍
片，姨夫说着浓厚的陕西话，不时
发出爽朗的笑声。火炉，它凝聚着
家人的亲情，它的火焰温暖着家中
每一个成员。 

记得有一天晚饭后，家里来了
一个满身尘土，瘦弱黝黑的少年，
他见了姨夫，扑腾一声就跪在了地
上，把我吓了一跳。第二天少年走
后，姨夫对我说，这孩子是背着干
粮从韩城一步一步走来的。因为他
要读书，因家里穷，不能继续供他
上中学。他怀揣从亲戚那儿要来的
地址，一路寻来，吃了不少苦。姨
夫表情凝重地说：“你想没想过，
你生活得这么优越，可有些孩子为

生活要付出多少辛苦？” 
我比家里任何一个人都盼望周

六的到来，因为在周末聚会上姨夫
总会亲自念我的作文，边读边评。
回想起来，姨夫对我小时候的作文
表扬得多，鼓励得多，从不要求我
按什么模式写，也并不刻意教我怎
样去描写景物。我至今还记得姨夫
对我说过的两句话：“只有真实的
东西，自己真切的感受过的才是好
的”，“只有自然的美才是最美
的，比 装 饰 出 来 的 要 美 好 得
多……”。我的作文，姨夫从不删
去什么更不会加入什么，只是改掉
错别字。鼓励我完全靠自己的想象
和观察去写。小学时，我的作文经
常被老师当全班的示范。 

在周六的聚会上还有一个项
目：评选本周家里的劳动模范。姨
夫知道我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劳动观
念都较差。为此分了责任田，我负
责其中一间屋的清扫任务，但每次
的“劳动模范”大家都评给了我的
妈妈。 

有一年，姨夫好几个月没在
家，我天天盼望能听到他熟悉的脚
步声，终于盼来了他。从工地回来
的姨夫穿一件灰色的风衣，一双沾
满泥土的皮靴，他变得更黑更瘦

了，显得很疲惫，顾不上回答姨姨
的问话，等不及妈妈做好面条，就
睡着了。 

后来，姨夫给我们讲了他经历
的事情：宝成铁路建设工地遇到了
大洪水，在暴雨中，他和工人一起
顶雨抢险，在泥浆中跌滚，他亲临
了激动人心的工地会战，雨后的大
塌方，抢险的场面。被大洪水围困
的建筑工地上，断电断粮。那倾泻
的大雨，那咆哮翻滚的洪水，那些
勇敢可敬的铁路工人…… 

我似乎现在还能感受到，他所
讲述的宝成铁路的建筑工地上那排
山倒海般的气势，那悲壮宏伟的景
象，青年突击队员们争先恐后的牺
牲精神。他不是作为旁观者，而是
作为建设者亲身经历着这一切。 

我从小就目睹了姨夫是怎样不
知疲倦地投入到铁路工地，那种对
事业执着的精神，那种乐观、热情
的生活态度，一直深深地感染着
我，影响着我。 

对我来说，他不只是那个教我
古诗，改我作文，知识渊博的姨
夫，也是一个童心未泯，能在郊外
和我一起跑，一起高声大笑，能互
相作打油诗逗笑的好朋友。他一直
很尊重我的个性和思想，培养我对
各种新鲜事物的兴趣。这种培养渗
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支持我
集邮，他给我讲苏联和东欧邮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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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页） 
的人物；郊游，他给我讲古迹的历
史典故；他带我回他的老家韩城，
让我深切了解农村的风土人情，休
息日他会领我去看秦腔、碗碗腔、
眉户、话剧，让我接触中国的不同
剧种的文化……这一切的良苦用
心，是让我知道世界是多么丰富，
未知的事物是多么广泛，有多少灿
烂多彩的文化需要我们去学习。有
了兴趣，有了强烈的求知欲，那么
学习就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了。 

对于我的成长，姨夫付出了很
大心血。小时候我的调皮、任性和

突发其来的新奇幻想，常惹妈妈和
姨姨生气，唯独小姨夫对我很耐
心。记忆中，从小到大，姨夫从来
没有严厉训斥过我。每当我出现问
题，他先倾听我的申诉，认真耐心
地倾听着。他直视着我的眼睛，好
像望到了你的心底。然后，开始谈
自己的意见，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和
感受娓娓道来，让你领悟和反思。
最后他会给你建议，这件事你应该
怎么处理，总结出几条路子解决问
题。看到我露出笑脸，他就会大笑
道：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和姨夫每
一次的交谈，都会使人的心情豁然

开朗。 
姨夫给了我深厚的爱，使我这

个从小失去父爱的孩子能够身心健
康的成长。在他的身旁，我度过了
快乐的童年和充实的中学时代。六
五年我考上了大连理工大学，姨父
又亲自把我送上开往大连的火车。
他千叮咛，万嘱咐，不放心我第一
次到远方独立生活。在我的泪眼朦
胧中，姨夫挥着手的身影渐渐远
去，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作者：张晓彬，女，高级工

程师，2001年基建处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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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出生于1903年，晚清时代社会动荡，民
不聊生，她出身贫穷，完全是一个苦水中泡大困境中
求生存的人。直到1949年解放了，她才活出了幸福和
尊严，到1998年去世时，五代同堂，享年95岁。 

我的母亲一生勤劳而善良，克己让人是公认的美
德。我的家是一个比较大的家庭，我们兄弟姐妹七
个。大伯父去世早畄下的孤儿寡母三人，当时小侄儿
才一岁多。二伯父母膝下无子，我母亲就将我二姐二
哥过继给他们，二伯父身体不好，抗日战争爆发前就
去世了。尽管劳动力主要是我的父亲以及长大的哥哥
们，但我母亲从不计较得失，所有家庭成员都一视同
仁。她还将一个远房的姪孙孤儿辅育成人。而且不时
有穷亲戚来串门，一住就是几天，她也从来没嫌弃
过。在我的记忆中，家人、亲戚、邻居以及母亲三妯
娌之间一直都是和和睦睦，从来没见吵过架，红过
脸。尽管家境一般，能照顾到的尽量照顾到。所以二
伯父去世前将主持家庭的大权交给了我的母亲。 

我母亲给我说过她娘家的家史。外祖父家非常
穷，完全靠打长工、短工维持半饱的生活。男孩只要
能干活就得外出打工，从放牛、割草开始；女孩只几
岁开始就准备送人了，给人当童养媳或当丫鬟。我的
一个大姨就是当童养媳时给婆家折磨死了。我母亲非
常幸运地长到12岁才嫁给了我父亲。我有五个舅舅：
老大被抓了壮丁，一走就杳无音信；老二找了个残疾
姑娘成家，老三、老四一直光棍至解放后才成家。 

我父亲家也一样贫困。祖父早逝，三兄弟都给人
当长工。母亲说她刚嫁到刘家时，家徒四壁，只有半
片锅（破锅）、一个瞎子婆婆和一个嫂子。三个男人
给地主当长工，三个女人在家织草鞋、搓草绳。每人
每天七两米，没有莱，就点盐和辣椒。就这样拼命干
活积累一些钱，慢慢地从长工改为租地之佃农，家才
有点儿像个家了。感同身受，所以母亲非常同情有困
难和更需要帮助的人。 

我的母亲没有上过学，一字不识，可是她满腹故
事、出口成章，并经常用一些格言警句教育我们。尽
管我们生活在贫穷的乡村，我们家的孩子都很有教
养，不会说脏话骂人话。她常用有限的吃食款待亲朋
好友，教育子女说：莫图自口款待亲朋。我们兄弟姐
妹多，如有矛盾，她会调解：“众人拾柴火焰高、众
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等等。她不识字知识从
何而来？她记忆力强，听人讲故事和说书就记住了，
而且古诗词也能背下来不少。 

母亲还教育我们要勤俭节约，穿衣服要求“新三
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在我们家是“新老
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破老三”。我们知道父母的不
易，从不过多要求。节约粮食更是严格，绝对不允许
有丁点浪费。从我懂事起，虽然吃饭已经不用限量
了，但却知道浪费粮食是会“遭雷劈”的，即使饭粒
掉到地上也要捡起来吃掉。虽然母亲的教育带有传统
迷信色彩，我们却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现在条
件好了，对于有使用价值的东西都不会隨意丢弃的。 

我的母亲做事很讲章程，计划安排有条不紊。她
常说：“吃不穷、用不穷、划算不好一辈子穷”。这
在我的脑子里埋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已经快八十了，
一直保持记账理财的好习惯，也是受母亲的影响。 

父母早已亡故，他们的影响一直深入晚辈的心
中：先人后己、乐于助人、勤俭节约、精诚团结成了
后辈的行为准则，做人的根本。现在父母以下的有血
缘关系的刘氏家人己远超100人，遍布祖国各地，甚
至海外。整体文化素质越来越高，受过高等教育的有
近20人，成为各行各业的栋梁。我自己也早已为人
母、甚至祖母，喝水不忘挖井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得益于我们先人优秀品质的传承和教育，也是托
党和政府的福，我深深地感恩。 

（作 者 ： 刘 运 蒲，女，中 共 党 员，正 处 调，

1994年教务处退休） 

 

我的母亲———刘运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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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中国红色文化的摇篮之一的山东省
沂蒙山区。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就
在这块土地上上演。许许多多发生在我身边的以
红色革命为主题的故事在我的心灵深处刻下了不
可磨灭的印记，也深深地教育着我。我正是吸吮
了这样的红色文化的营养成长起来的，她必将代
代影响我和我的家庭。 

面对灾难的中华民族，面对国家的危亡，我
的先辈们不迷恋于“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
热炕头”的小农生活，也没有采取“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消极态度，而是举起了“国家兴
亡，匹夫有责”的旗帜，积极参加到拯救国家于
危难的抗战中去，为我树立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
命爱国主义榜样。 

妻子送郎上战场    

听我的叔叔们给我说：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
新婚不久，我爸爸表示要参军抗日，我妈妈表示
不拖丈夫的后腿。于是，我妈妈就把我爸爸送到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里。在抗日队伍里，我爸
爸跟随部队转战于沂蒙山区，即便在我出生的日
子里，我爸爸也没能回家看一眼我和妈妈。部队
给养困难，战士们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营养严重
不良，许多战士得了营养不良症，我爸爸得了夜
盲症，一到晚上就看不清周围一切，这在善于夜
间行军打仗的部队中是一种致命的疾病。不幸的
事情终于发生了。为了切断鬼子的交通运输线，
打击鬼子的嚣张气焰，八路军及其地方部队经过
侦察研究，决定在一个名为“峭山”的地方打敌
人的伏击。战斗是在1943年4月5日的夜间打响
的，战斗十分激烈。听老人们说那天下了大雾，
这本来有利于武器处于劣势的八路军近战夜战。
但是对于得了夜盲症的战士那就是灾难了。由于
我爸爸看不清对面的敌人，只能看到一些模模糊
糊的影子，他扣动了扳机，子弹没有击中敌人，
却暴露了自己，爸爸壮烈牺牲了，那一年他才25
岁。伏击战胜利了，战友们收敛了爸爸的遗体，
村里派人将爸爸的遗体迎接回村，厚葬于林氏墓
地。1950年，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我爸爸为革命
烈士。 2006年，我为我爸竖起了烈士墓碑，以便
后代永远纪念与祭奠我们家的英雄先辈。2015
年，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山东省平邑县
人民政府也为我爸立起了烈士墓碑。 

姐姐送弟打东洋   

我爸爸牺牲后，母亲和我相依为命。但是由
于当时日伪军猖狂、土匪骚扰抢劫，生活极不安
定。为了我们娘俩的安全，也为了地里的农活，

我二舅和我二姨来到我家陪伴我和母亲。其实，
我二姨和我二舅当时都不大，我二姨十六岁，我
二舅还不到十四岁。在我家，我二舅受到我妈的
教育以及我爸爸革命事迹的感染，立志要当兵打
鬼子。当他满了十四岁时，就抱着“为姐夫报
仇”的决心要求参加八路军。我妈妈尊重弟弟的
意见，把我二舅送到部队上，告诉我舅舅“要一
心一意打东洋鬼子”。在部队里，我舅舅开始只
能当通信兵，架设电话线、守电话，后来当了司
号员，再后来慢慢成长为班长、排长，领兵打
仗。开始，我舅舅曾回我家看过我们几次，后
来，部队开拔就再没有回来，直到1953年舅舅回
家探亲，我才又一次看到他。这时，他已经是中
国人民志愿军的侦察营营长了。 

我爸爸和我舅舅的革命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深深打动着我，是我成长的营养素、前
进的推动力、学习的好榜样。家庭的红色文化
“基因”使我对党对革命有着特殊的亲近感，使
我对红色文化有着一种任何力量都不能分离的情
怀。上世纪六十年代正是红色文化大发展时期，
那时我正在中学读书，我如饥似渴的阅读所得到
的一切红色书籍，如：《红旗谱》《红日》《革
命烈士诗抄》《红旗飘飘》《红岩》《野火春风
斗古城》《苦菜花》《迎春花》《铁道游击队》
……。在书中处处能找到我爸爸和我舅舅的影
子，因而读起来格外亲切认真，爱不释手，从中
我也吸吮了红色文化的营养，沐浴了红色革命阳
光的温暖，同时也体会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应
该倍加珍惜的道理。 

总结我的经历，我得出一条重要结论，这就
是：我的父辈用他们的实际行动给我留下的家
训—“自家事小，国家事大，有国才有家”。我
把它作为我们家族的“家规家训”的第一条，从
我开始，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这就是有关我家的“家规家训”故事。 
（作者：林青松，男，副教授，2002年化工        

学院退休） 

    自家事小 国家事大 有国才有家————林青松 

 



 
父母一直告诫我们：家和

万事兴！二老一生忠诚正直、
无私奉献、勤俭尽孝、宽厚待
人的高尚品德深深地印在了我
们的脑海里。他们用自己的行
动让我们真正理解了何为“齐
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
道理。 

父亲1947年参军，入伍后
就是一名通讯兵，打我记事
起，父亲就是通讯台台长。每
逢春节，他都是自己值班，让
战士们回去过节。我家和他的
单位最近一次相隔只有200多
米，但是我从未去过他的办公
室，因为这是纪律。2010年，
山东省老干部局要建立一个山
东籍老战士纪念墙，报名时需
要个人简历，父亲一听断然地
说：“我参军时宣过誓不能泄
露国家秘密，你们写简历不就
泄 密 了 吗？这 个 名 我 不 能
报。”我听了非常诧异，父亲
已经 83岁啦，还想着不能泄
密，真是共和国的一名忠诚卫
士啊！ 

岁月无痕时有终，相濡以
沫情无价。这是我父母相伴一
生的真实写照。父母亲1955年
相识并结婚，因父亲是野战军
军人，结婚后换防14次，母亲
也跟着搬了14次家，母亲一辈
子家务全包，从无怨言。我们
戏说老两口是夫唱妇随的典
范。父亲1982年离休，入住烟
台军休所。一天军休所开茶话
会，要大家谈谈最高兴的事，
父亲说：“我最高兴的事就是
我老伴身体好，我不愁钞票花
不了。”父亲86岁因病住院，
母亲当时已是81岁高龄，她每
天4点起床给父亲做早饭，5点
半约了一个出租车司机打车到
医院，先给父亲清理一遍卫
生，然后开始吃饭。一次住院
就是十多天，别人要替换她，
老太太说啥也不同意，非要第

一个去。父亲每周去医院换
药，每个月要住十多天院，一
年多来，母亲都是这样跟着忙
活，一天没落下！ 

父亲是长子，14岁时爷爷
就去世了，他当时只读了四年
书便回家干农活，20岁当兵。
入伍后，他非常节俭，每半年
都要把积攒的军饷寄回家赡养
老妈和三个弟弟妹妹。有一
次，在去寄钱的路上把半年积
攒的 10元钱不知道怎么搞丢
了，这事足足让他懊悔了一辈
子。一直到父亲85岁那年，还
给我讲起此事，他自言自语
说：“真奇怪，怎么到了邮局
就没有了呢？这个可是够你奶
奶半年的零花钱”。父亲一生
戎马在外很少回家，但是他对
老人的牵挂之情我们都能体察
到。晚年离休后，他亲自回家
送赡养费。奶奶 1996年底去
世，享年99岁。父亲80岁高龄
还亲自回到老家，为老人选址
下葬。我想父亲的孝道也是奶
奶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父亲工作繁忙，平时很少
在家。在我6岁那年的一个晚上
8点多钟，我摔断了胳膊，母亲
和卫生员把我送进了南京军区
总医院，当晚12点做完手术后
住院治疗，母亲因为家里有姐
姐哥哥就赶回家了，我由医院
护士照看。几天后的一个晚
上，父亲来医院看我，看见我
一只胳膊吊在空中，就亲手拿
了一块糖放在我嘴里，然后把
带来的一包糖放在我枕头底
下，他坐了一会又和护士交谈
几句就回去了。在我记忆里这
是父亲少有的对我照顾。1970
年我们全家由安徽回到了烟台
牟平县武装部，那时父亲名义
是养病，其实是疏散到各地待
命随时准备上前线的部队干
部。我刚回到牟平时上三年
级，由于安徽学校搞文革，我

啥东西也不会。第一次考试数
学语文都不及格，原本以为回
家要挨批评了，没想到父亲只
是说：“以后每天放学回家补
习一小时功课”。我父亲那时
正好空闲，便每天放学后给我
补习一小时功课。父亲讲的通
俗易懂，半年后我的功课就跟
上了，到五年级结束时，我的
数学语文考了两个满分。从此
以后，我的学习再也没让他老
人家操心过。父亲去世后我整
理他遗物时才知道，父亲入伍
后专门上过军校，而且各门功
课成绩都很好，还得过奖状。 

在父母一生的教育影响
下，我们姊妹三个都是靠自己
的努力读书就业生活，我的姐
姐、哥哥都是高级会计师，他
们都是洁身自好，天天和钱打
交道，却从没有出过经济问
题，现在都退休了，在家安享
晚年。 

父辈留下的好传统、好品
德是我们的无价之宝，传承好
的家风、家规、家教是我辈义
不容辞的责任！我家的无价之
宝定将代代相传！ 

（作 者 ： 周 德 华，女，六

级职员，2015年资产管理处退

休） 

父母留下的无价宝———周德华 

 D版    2016年6月          家风 家规 家训 讲我家故事       大连理工大学离退休党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