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第3 期
《水木清华》
总第 62 期

文化 · 荒岛

年末随笔
——我的 2015
张 彦

自从 ２０１５ 春天从医院康复

彦主持。首先，由我们单位的呼

年在南京出生的。１９３７ 抗日战

归来，除了腿走长路有些困难、

社长致祝词，不免把我表扬一

争爆发，她们两岁就随着带着

外出需要坐轮椅外，我觉得其

番。接着，正在从事拍摄我们

八个儿女的妈妈辗转逃难到重

他都比较正常。特别是这些日

在二战时期与中国共同抗日的

庆，直到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后，

子，大大小小的喜事一桩接着

美国飞虎队友人的友谊故事《飞

１９５１ 年全家来到北京，作为我

一桩，令人心情特别舒畅，于

虎奇缘》电视纪录片续集的小

的家属，靠我这个国家干部的

是琐记下来与亲友共享。

庄发表诗一般的长篇祝词。不

关系过着国家照顾的供给制生

能亲临现场的两个女儿也通过

活。那时，我这对孪生妹妹 １５ 岁，

录像发来了祝福。一位老友还从

正是应该上初中的年龄。但是，

美国邮购了一盆鲜花为我祝寿。

因为家里没有钱交学费，我只

我赶快站起来向大家表示感谢，

能送他们俩去读免费的师范中

这才转入了真正的寿宴。两间屋

学，出来只能当小学老师。由

子的两张大桌，挤得满满的。浓

我当她们的保证人，中途如果

情厚意，让我深受感动。

退学要由我负责赔偿经济损失。

寿宴喜庆浓
２０１５ 年 阴 历 四 月 我 满 ９３
岁，进入 ９４ 的年轮了。为了庆
祝我踏上这个人生的新台阶，
爱我的四个儿女特别为我举行
了一个十分隆重的寿宴，邀请
我们张家部分亲友参与庆祝。
谁知，一些接近的友人也闻讯
而来，包括电视台拍摄《飞虎
奇缘》续集的朋友们也来了，
氛围霎时就变了。我特别邀请
了非常关心我的《今日中国》
社的社长和老干部办公室主任
作为嘉宾。我还邀请了自 ２００１
年起先后照顾我和老伴的三位
保姆作为特邀客人出席，可惜
只有现在在任的小李在座，小
唐和小周都因走不开未能光临，
不免有点遗憾。
寿宴之前，举行了一个小
小的仪式，由正好回国的长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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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在美国的小女儿也
专门回家过春节，还与哥哥大龙
一起去为我买了一个能升降的

她们都非常努力学习，毕业后
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
她们没有辜负国家的培养，

豪华沙发，让我可以半躺着看

两个人后来都成了全国知名的特

电视。她姐姐我们的大女儿蓓

级教师，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利还专门给她钱，为我买了一

尤其值得赞赏的是，她们从未退

个最新生产的智能手机。从此，

休，至今尽管年高八十，还在

我们一家人，无论人在哪里，天

为提高全民族的教育质量一如

南地北，通过微信就能面对面地

既往地做着贡献，同时成了我

有说有笑地聊天了！好似都在家

们大家庭的中坚力量，谁家有

里一样。神奇的科技真是伟大！

困难，第一个主动伸出援手的
就是她们。我们兄弟姊妹八个，

孪生妹妹也 80 了
八月又是我的孪生妹妹光
璎光珞的 ８０ 大寿，她们是 １９３５

大姐早已在 １９８７ 年走了，两个
中间的姐妹今年也不幸因病不治
离世。于是，这一对双生姊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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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用手机微信与海外女儿视频通话（2015 年 10 月）

成为我们家互相帮助的骨干力量

忘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

了。我感受尤其深刻，正如我的

残酷事实，３５００ 万同胞被杀害，

孩子们给她们八十大寿的祝贺信

无数的妇女被日军侮辱成了慰

上所说：“由于你们‘长兄如父’

安妇。

似地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照顾我们

７０ 年后，全世界都吃惊地

的爸爸，我们就感激不尽和万分

看到，经过艰苦奋斗努力的中

放心了！”

国今天已经跃居世界强国之列，
不得不重新加以认识和对待了。

抗战胜利 70 周年时的中国
２０１５ 年，压倒一切的大事
当然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
这件大事，对于中国意义之重
大不言而喻，举国庆祝的气氛
无处不在。９ 月 ３ 日在天安门前
举行的规模空前的大阅兵，与
雄姿威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并
肩前进的，还有几个友好国家
派来的部队。俄韩等几个国家
的领袖也亲临天安门城楼上检
阅，全世界的眼光都注视着这
壮丽情景。经历过抗战 １４ 年灾
难岁月的中国人，永远都不会

每一个中国人，都为自己的祖
国如此地飞跃，感到无比骄傲。
中国举行的“大阅兵”引起了
全世界的关注，如此壮观的大
阅兵，不仅震动世界，引起各
国重新注目今日之中国，作为
一个中国人更不能不为此感到
自豪。
对于在抗日战争中有过贡
献的人，国家都颁发抗战纪念
章一枚以示奖励。在我们外文
局，为此专门隆重举行了仪式，
为二十几位这样的人颁发了纪
念章。我也有幸名列其中，深
受鼓舞。

再见 110 岁的周有光
智慧老人周有光今年已经
整整 １１０ 岁了，他是中国汉语拼
音的创造者之一，著作无数，
堪称是华夏民族“国宝级”的
学者。我们相识已过半个世纪，
他对我的曲折人生了如指掌。
我请他为我的自传写序，他欣
然允诺。他只用了一页半的篇
幅就把我风云激荡的一生序为
《时代的历史缩影》。如此精
辟而又全面地，就将我个人的
曲折人生介绍给读者了。对周
老来讲，这区区小事，随手写来，
就恰到好处，准确无误，实在
令人敬佩。
我已经接近一年没有去看
望他了，因为他不时住院治疗。
我实在很想念他老人家，最近
听说他回家了。我虽然腿不太
好，还是鼓起勇气，不怕上下
两 个 三 楼（因为我们两家都住
三楼而没有电梯）。 我 们 终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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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面了，彼此都高兴不已。

命道路的，我们之间的友谊似

来！这一次的聚会，又将令人

虽然他的身体比以前虚弱了许

海深。每次他来北京，联大的

难忘！

多，虽然不能像一年前在屋里

老同学们都必然聚会欢迎他，

走来走去，看书写字了。但是，

并且聆听他的高见。此次依然

他还是不时高谈阔论，表达他

有此强烈要求，本来依照惯例

的独特看法，让人恍然大悟。

都是在大饭店里举行。今年，

像往常一样，每见他一次，总

许多老友已经先走了，有的病

会学到不少新思想。这次，我

在家中出不来了。最后，只剩

们拍了不少精彩的照片，是个

下北京联大校友会负责人李

宝贵的纪念。

晓， 还 有 我 与 胡 邦 定 三 个 也
已 ９０ 以 上 的 老 同 学 老 战 友 登

老友重逢其乐无穷
岁 末 之 际，１０１ 岁 的 革 命
家、文学家、书法家马识途突
然因公从成都坐飞机飞来北
京，只有儿子陪伴，并无医务
人员随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了，可见老人身体之健康。马
老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一
生，又曾经是革命历史中著名
的西南联大的地下党联大领导
人，我就是在他引导下走上革

门去拜访他老人家了。大家感
慨万千，畅谈天下大事，无不
兴奋万分，因为我们的中国已
经 与 ７０ 年 前 我 们 要 去 救 的 国
家大不一样了！今天的中国让
世人刮目相看。中国说的话，
世界各国都会很自然地去掂量
掂量它的分量！大家既感慨不
已，又兴奋激昂！最后，我们
都举起杯来回顾悲壮的过去，
遥望中国与世界更美好的未

重见 110 岁高龄老友周有光（左）（201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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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卖肉到社会学博士
长子小彦今年已过 ６０，自
１９８０ 年赴美留学，成为社会学
博士，对于目前最流行的“大
数据”和数据科学理论颇有研
究。现在，他看到正在快速发
展的中国也需要这样的新理念，
于是他决定将自己研究所得带
回来为祖国服务。今年，他应
邀参与了浙江大学医学院创建
中国社区传染病诊治大数据平
台项目，应用大数据和数据可
视化技术取得了显著效果。接
着，又和他的表妹孙诚在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成功举办了数
据可视化培训班，受到欢迎和
好评。
小彦的人生经历十分特殊，
１９７０ 年 １６ 岁初中毕业，“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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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101 岁老友马识途（右）在京重逢（2015 年 12 月）

中的那一年，已无高中可上。

堡大学给了两个名额帮助中国

落的一代’的‘５０ 后’正以其

于是，他们这一批 １６ 岁的孩子

培养社会学人才，费先生看中

特有气质担当起领导一个东方

通通都被分配到基层当小工。

他是棵好苗子并推荐他赴美留

大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历

小彦就被分配到朝阳门外一家

学。他终于不负众望，取得了

史使命。睡狮已醒，中华复兴，

副食店卖肉。没想到，他卖肉

这个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

我们这代人能够参与和贡献是

还卖出名了，成了“一刀准”。

并且从此从事于用社会学为社

莫大的荣幸。”

顾客为了给母亲治病，急需猪

会服务的事业。

受尽折磨的这一代，能有

心，哪也买不到。他就到屠宰

这次回来讲课，他的一个

这样的雄心壮志。每一个中国

场去给她找来了并送到家中，

亮点就是与北京三里屯二中的

人都应该感到骄傲，对于我们

使这位顾客深为感动。他许多

同学们相隔 ４５ 年的聚会。他把

祖国的光明前途充满信心。

为人民服务的事迹被刊登在《北

这事描绘为：“它像一段经典

京日报》上，被评为北京市劳

的音乐，连前奏和回声都令人

当我要收笔时，回看自己

动模范。这个商店的党支部书

回味无穷。”他情不自禁地把

写的内容，可谓家事国事天下

记很有眼光，规定这些小工人

这次人生难得的机遇写成了文

事随笔写来，好似无序，实则

不许与街上红卫兵那样瞎混，

章，题目是《“５０ 后”的情怀》。

件件往事历历在目，对我这 ９４

晚上在店里组织他们学习。我

随着祖国的艰难成长，他们曾

岁高龄的人来说，活在当今，

们做父母的至今都非常感激这

在这当中吃过苦，流过汗，出

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就作为生

位有眼光的领导人，避免孩子

过力，甚至受过罪。而今他们

活 的“ 账 本 ”， 把 桩 桩 喜 事

被混乱的社会引入邪路。我们

终于不负青春，作为平凡的一

一一记录在案，传给子孙后代

从小就喜欢带他去我们的老师、

员，投身到参加建设起一个伟

分享。

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家，他就记

大的国家的行列！

住了大师的话：社会学为社会

他在文章的末尾无限感慨

（作者为 １９４５届历史系校友，

服务。中美建交后，美国匹茨

地写道：“今天，曾经是‘失

文章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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