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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絮

不忘初心
张克澄

2017 年 7 月 23 日美国西部

头，隔着新栽种的核桃林南北相

时间 22:58，在洛杉矶家中忽接

距仅 60 米。鸡犬之声相闻，天

春阳微信：我父病危。我心一紧。

天互动往来。春阳与我均好游泳

刘冰叔叔 96 岁高龄，且卧床不

和乒乓球，节假日我们总是结伴

中苏分裂，苏联断绝对中

起经月，虽然心理早有准备，但

到体育馆打球或到清华游泳池游

国的帮助后，中国决心自己搞两

仍然盼老人家熬过这一关。此后

泳，暑假更不时骑到颐和园横渡

弹。为了防止苏联从背后捅刀子，

的分分秒秒关注北京的动态，希

昆明湖，甚至一日两次。

开始大三线建设，把重要工业设

望有消息又怕有消息。00:48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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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接触开始。
严格说，第一次发生在文
革前一年，我闹着要去当铁道兵。

其时，刘家于我无异于自

施向大西南转移。父亲和李国豪

接春阳信：已去世。我闭上眼睛，

家的延伸，除了吃饭睡觉，很

被请为成昆线的顾问，1965 年夏

阵阵心痛。春阳再来微信：机器

多时间都泡在那里，有时顺便

秋在工程兵和铁道兵领导的陪同

上显示 14:52（北京时间）。

延伸到刘家下面的常家。春阳

下到四川云南的大山里转了几个

斯人驾鹤仙去，往事一幕

下面的妹妹弟弟也犹如胞生，

月。回来以后父亲讲了很多解放

幕重现，历久弥新，无法忘怀。

被我们呼来喝去，毫无芥蒂。

军战士为加快工程进度舍生忘死

1956 年夏某日，我在新林

常常我们坐在屋里东南西北瞎

的故事，说成昆线桥连洞洞连桥，

院操场见一眉清目秀的男孩独自

聊时，弟弟只有趴在床底下听

几乎每个隧道口都有烈士墓；施

一人在沙坑玩沙子，便上前询问：

的份。现在想来，如此行事，

工之艰巨，工程兵铁道兵官兵之

你是谁呀，我怎么没见过你？男

真真是无礼至极。当年清华园

英勇，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童答曰：我叫刘春阳，刚随父亲

里有我这么一号，爹妈管也管

那个时代，将《红旗飘飘》

刘冰从团中央搬来。一听是新来

不了，说了也如耳旁风，他们

《星火燎原》反复看了几遍的我

的清华子弟，遂自我介绍：张克

又忙得自顾不暇，只要我不生

本就燃烧着英雄情结，父亲的一

澄，家住小河对面胜因院 23 号。

事惹来抗议，也就任我逍遥了。

番话更是激发起我当铁道兵的决

当时他 7 岁我 9 岁，我是春阳在

或许同理，刘冰、苗既英

心：要把一腔热血洒到祖国最需

清华认识的第一人，自此我们便

夫妇对我们的活动也从不干预，

成了发小。

几个小的我们两个大的镇着，

1966 年春节，铁道兵副司

一年后，新盖的公寓落成，

也安分不少；我出入刘家犹如

令员郭维城来家里拜年，我缠住

刘家搬进 9 公寓 36 号，我家搬

自家一般。直到文革，这种神

他要去当兵，当即获允。

到 10 公寓 14 号，均在楼的最西

仙生活方告结束，和刘冰的正

要的地方去。

父亲在旁边一句话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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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冰（左一）与蒋南翔等校领导在一起

没过几天，刘冰来家说要
和我单独聊聊。
他先夸奖我要去当兵，有
志气；现在全国学解放军，用实

站，我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崽子
自然也就被剥夺了当兵的资格，
此事遂告寝。
文革后我和春阳同病相怜，

从这时起我开始注意大人
的想法了。
1967 年 3 月的红旗杂志，
点了“蒋刘高胡何艾”（即文革

际行动学习解放军，很好。然后

无学逍遥，更是常常泡在一起。

话题一转，说党教导我们，要一

1966 年 6 月 1 日， 聂 元 梓

颗红心多种准备；解放军需要知

等 7 人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

艾知生）。当刘冰翻开杂志，亲

识青年，祖国建设更需要知识青

台首播，我和春阳在他家里收听。

眼见到这份权威杂志上白纸黑字

年；你书念得不错，应该先参加

刚刚开播，刘冰和胡健恰好从北

点了自己，将杂志扔到床上，站

高考，让祖国挑选，如果能考上

京新市委开会回家。一进家门，

起来一把抱住我，默默流泪，嘴

大学，考上清华，就能为祖国贡

我告诉他电台里正在播北京大学

里喃喃地对我说：我不反毛主席，

献更大的力量……我对老革命一

的大字报。他听了一愣，立即坐

我没反毛主席呀！

向崇拜，听他苦口婆心一番劝导，

到进门的单人沙发上，示意我们

我当时愣在那里，身体僵

也知道必是父母搬来的救兵，可

噤声，一动不动一言未发，静静

直半天反应不过来。对呀，从刘

当兵是我打小的愿望，好容易有

地听完，抄起衣架上的外衣，留

冰进清华的日子起，我就听父亲

了机会，哪甘心放弃？嘴上不说，

下一句“今天晚上不要等我”，

说他是一个老革命，怎么可能反

心里却是一百个不情愿。

径直去了甲所（当时清华大学党

毛主席呢？

未几，文革进入实质阶段，
高考停了，刘冰和父亲相继靠边

委所在地）。第二天我从春阳处
得知刘冰一夜未归。

前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蒋南翔，副
书记刘冰、高沂、胡健、何东昌、

那些日子，我陪在刘冰身
边，听他反复讲自己的革命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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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直到他的暮年，我听了足

13 岁那年，刘冰在县城门

有上百次；每次，都像是初次听

口见到要饭的冻饿而死，联想到

到；每次，都带给我心灵的震撼。

自家粮食堆成山，深感社会不平

正是从刘冰一次次从不走样的叙

而萌生革命思想，在学校里开始

述中，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接触进步师生。16 岁奔赴延安，

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坚韧性，体

进入抗大学习。

会到刘冰作为革命者 80 年不变

自愿放弃优裕生活，进入

的初心。每次聆听，于我都是一

革命圣地延安的刘冰如鱼得水，

堂生动的传统教育课，百听不厌。

视艰苦为甘贻，从不以此为意。

可以说清华园的孩子，最贴近刘

进城以后，条件好了，刘冰也仍

冰内心也最得他信任的，就是我

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计较

了。在那最黑暗的日子，只有我

吃穿，完全看不出他出身于大地

陪在他的身边。几次重大历史事

主少爷的背景。

件，我都是亲历者。
在清华园，有机会接触大

文革中，蒯大富一派曾把

量新旧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碰

刘冰抓起来关了很长时间。放回

触他们用知识救国强国的爱国之

来后，我发现他下巴上伤痕累累，

心；通过同学的父母，又有机会

细问之下，大吃一惊：原来团派

接触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斗的革

对刘冰体罚，要他高举双手背靠

命干部，大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

墙整夜站立，到了后半夜，实在

阅历。

困得不行，无法坚持，他就开始

我个人根据自己观察体

用手拔多日未刮的胡子（怕自杀

会，将革命干部分为两类：草

不给刀片）！每拔一根，连血带

根与精英。

肉，便因疼痛刺激可清醒几分钟。

所谓草根，意谓他们参加

如此，第二天一早，监管人员见

革命的初衷，是基于反抗环境，

到刘冰胡子全下巴淌血，惊问下

改善自身生活条件。

方知是他忍着剧痛一根根薅掉

刘冰

常去；而昔阳，条件远不如稷山。
接二连三的政治打击一度使刘冰
绝望，他认为自己这辈子翻不了
身了。看着春阳尚未发育完全的
身板，他那颗慈父的心涌现出来，
对我说，“春阳从小跟你一起长
大，跟着你我放心，如能申请春
阳跟你一起去稷山插队最好。”
我明白他的意思，向学校去申请，
意外获得批准，于是春阳和我共
赴稷山战天斗地。

而精英，恰与草根相反，

的。团派头头又敬又怕，担心再

他们原本处于当时环境和条件都

关下去弄出更大的事不好交代，

年余，刘冰“解放”，重

很优越的社会上层，却因为追求

就放人回家了。我问他痛不痛，

返领导岗位。刘春阳转回河南老

社会公平公正，放弃了这些，投

他说实在太困，倒也不觉太疼，

家不久便当了兵，退伍后到清华

身环境和条件都艰苦得多的革

说时还笑呵呵的，令我佩服不已。

力学系工作至今。黄克智 90 华

刘冰乃慈父。

诞庆祝会就是春阳协助操办。转

1968 年中，知识青年上山

来转去，61 年了，我们还在清华

刘冰自述，他在河南伊川

下乡；年底，我随所在的 26 中（汇

园里延续着友谊，知者无不感叹

的老家，乃是方圆百里的富户，

文中学）分到山西稷山插队，春

这段佳话。

他乃抱养的独子。母亲笃信佛，

阳分在山西昔阳。得知我们的去

遍行善事；春日施种冬日施粥，

向后，刘冰说，稷山是个好地方，

是两起两落。文革后期，迟群谢

粥棚常常一搭数十丈。

抗战时他在晋南任青救会主席，

静宜称霸清华，工作作风与红军

命，而且终身不悔。
刘冰和蒋南翔等，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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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冰的坚忍，非常人所及。

邓小平三起三落，刘冰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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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的老传统差
十万八千里，刘
冰实在看不下去，
给毛泽东写信反
映问题，反被再
次打倒。写信前
后，他一点不避
讳我，不但与我
讨论，告诉我他
与其他联名者的
态度，还就行动
内容征求我这年
轻人的意见。当
第一封告迟群的
信发出后久久没

年届九旬的刘冰出席“刘冰奖基金”设立座谈会

下文，他心中忐
忑，看到迟群不
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猖狂，深深

来又极力阻止为刘冰平反，成为

中闪出光，显然认可这个愿景

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担忧，决心写

文革后分配工作时刘冰不愿留在

了。

第二封，把谢静宜也捎上。结果，

北京，远走甘肃的缘由之一。

宋平身体依旧硬朗，刘冰

雷霆震怒，刘冰被再次打倒。吴

参 加 建 党 90 周 年 庆 祝 会

德在此次事件中起了很坏的作

回到家，刘冰很兴奋地告诉我

在他最后住院前不久，某

用，给刘冰留下极坏的印象，后

们他的位置是台下第二排 1 号。

天清早我路过刘冰家，便拐过去

我问他第一排是不是老红军？

放下点新鲜菜。到卧室道个早安，

如果是这样安排，他就是老八

见他刚穿好衣服，坐在椅子上刮

路的 1 号。刘冰想了一下，说

胡子。我蹲在旁边等他结束，打

他没注意，也许是吧。我接着说，

算问候一声就告辞。他看了我一

那您要好好保养身体，争取建

眼，嗯了一声，又继续刮了足有

党 100 周年时坐到第一排 1 号

五六分钟才结束。我以为当天有

位；他听了连连说好，很高兴。

活动，他才这么认真，他却说并

见此，我又添了几句，说参加

没安排，每天早起都要刮好胡子。

18 大开幕式回家吃饭时，宋平

这是对自己和别人的尊重。极大

高兴地说要争取参加 20 大；他

的震撼！中国共产党就是由这样

儿子冲口而出：那你就过 100

一批做事一丝不苟的人组成的；

岁啦！老人家瞪了儿子一眼：

对事业的负责首先是从自己做起

怎么，你觉得我活不到？儿子

的。

刘冰撰写的回忆录《风雨岁月》

却先走一步，此景未能实现。

赶快说没问题没问题。到时候

80 年的奋斗，80 年的坚持。

宋平台上你台下正中间，就是

留给我们晚辈的，是无限

党史上的一段佳话啊。刘冰眼

的思念，是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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