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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絮

熏陶
张克澄

清华园里故事多。

会讲起看似与教育无关的往事。

投奔他，可又担心陈佩英不愿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陈佩

意。陈佩英一听，这是什么话，

黄克智今年九十了。在纪

英从杭州来北京投奔哥哥陈耀

哪有不让父母投奔儿子的？来

念会上，黄先生回顾了自己的

松报考大学，陈耀松正在清华

吧！黄克智见陈佩英大度，心

一生：能有今天的成就，主要

读研究生，师从母亲陆士嘉，

中巨石顿时落地。

得益于一路走来的众人扶持和

与父亲的研究生黄克智同居一

接站时，从火车上下来“一

贤内助的鼎力相助。此话实不

室。陈耀松对妹妹来北京貌似

支队伍”，一共八人：黄克智

虚也。

不热心，倒是室友一眼就喜欢

的父亲、母亲和外婆，两个妹

黄克智事业有成，身体健

上了美丽又大方的陈妹妹，不

妹，一个弟弟，一个侄儿，最

康，家庭幸福，夫妻恩爱，儿女

仅接待她，还自告奋勇地帮她

令人想不到的是，还有婶婶！

出息。出息的标准因人而异，上

补习功课，两人在哥哥的眼皮

原来叔叔已经去世，婶婶没有

美国名校只是其中之一吧，但三

底下偷偷交往起来。为了不让

孩子，按过去的惯例随夫家。

孩先后考上美国名校，又不忘祖

哥哥看出端倪，每当陈佩英电

一大家子人齐刷刷地来到了北

国，也是佳话。姐姐麻省理工，

话打到宿舍找黄克智，如果是

京。陈佩英被这支队伍吓呆了，

弟弟哈佛，老三更上层楼，同时

哥哥接听，就立即挂断；弄得

好一时才反应过来。安顿完毕，

收到哈佛、麻省理工及其他名校

陈耀松一头雾水，而同室的黄

冷静一想，这也是没办法，但

的录取通知书，他对哥哥姐姐说，

克智却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怪事，

凡有路谁也不会走这条，既来

你们一个哈佛，一个麻省理工，

时间一长陈耀松渐渐觉出其中

之则安之吧。

我要换个新的学校感受感受，去

的味道，此后便难得糊涂。

自此，黄克智的工资全部

陈佩英在黄克智的帮助

补贴给父母一家，自己的小家

下如愿考上清华，两人确定了

庭则靠陈佩英一人的工资苦苦

恋爱关系，毕业后，过上了甜

支撑。随着孩子陆续报到，经

每次，黄克智都会指着夫

蜜的小日子。某天，见黄克智

济上捉襟见肘，任凭陈佩英精

人陈佩英说，你问她，我们家

愁眉苦脸，便问他何事烦心，

打细算，总有摆布不开的时候。

她做主。而陈佩英总是笑而不

原来是接到家信，父亲丢了工

这时候条件比较好的娘家就出

答。众人一再追问，黄克智便

作，家里生活无着想到北京来

面给陈佩英一些支持。陈佩英

了斯坦福。
大家会问黄克智，你们是
怎么培养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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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克己复礼得到了黄家和娘家

基身旁。其实在这六人中最让

说服妻子儿女，放弃世界第二大

上上下下的称赞和敬重。

解沛基操心的是弟弟，17 岁他

药厂的高薪，孤身回北京在六环

陈佩英大气、宽容，给大

双腿开始感到不舒服，渐渐行

外找了家公司，拿着比美国少得

家庭带来了欢乐与和气，黄克

走不便，解沛基一到休息日就

可怜的工资，为的是每周末回清

智的勤勉、上进又给三个弟弟

用自行车推着他到处求医问药，

华看望父母并为九十高龄余年不

妹妹做出了榜样，在哥哥嫂嫂

几乎把北京城跑遍了，最终还

多的父亲亲手洗个澡！

的影响下，三个弟弟妹妹全都

是没能治好，腿肌萎缩，瘫在

上了大学，黄克智的三个孩子

床上。

就有这样的好儿子，一代一代，
代代相传！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长辈的

经济紧张一直困扰着这个

言传身教给了他们最好的营养。

大家庭。左世斌是医生，能治人

说到勤勉，陈佩英在纪念

却不善治物，一到月尾就常常揭

赵访熊的儿子赵南元（小

会上介绍，黄克智每天早上 4

不开锅了。弟弟虽然残疾，但头

名嘟嘟）在父亲去世后，在母

点起床看书，6 点去打网球，雷

脑精明，他觉得自己能胜任管家

亲房间摆了张行军床，搬来和

打不动，几十年如一日，听者

一职。解沛基很开明，尊重他的

母亲王繁同住，谢绝清华大学

唏嘘不已，自叹不如；黄家长

提议，让他先试一个月，结果到

的返聘教授邀请，决心退休后

子黄永刚接过母亲的话说，他

月尾时全家有饭吃。就这样，夫

主要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阅

学习父亲，每天早上 3 点起床

妇俩的工资全交给他，由他统一

读那些想读以前没时间读的书，

读书，闻者更是惊叹不已，肃

开支。左阿姨说，我自己要用两

母子俩过起简单而充实的生活。

然起敬。

块钱还得和他要，虽说有时感到

熟悉赵南元的人谁也想不

委屈，但全家的肚子远比面子重

到他竟是这般孝顺。幼时的赵

要，也就想开了。

南元在清华园里是个多么淘气

今年 3 月份，黄永刚当选
为美国工程院院士，父子两院
士同为力学界国际知名专家，

解沛基两个儿子在这样的

的孩子啊。下河摸鱼，上树掏鸟，

家庭成长，非常重亲情。在美

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为此赵

国留学成家后事业有成，经济

访熊夫妇没少嘱咐他注意安全。

宽裕了，希望父母来美国长住。

有一次，赵南元爬上树梢，看

可是解沛基夫妇放不下弟弟，

得旁人胆战心惊，赶紧跑去报

无独有偶，清华前副校长

担心保姆不能很好地照顾他，

告赵访熊。“赵先生、赵先生，

解沛基结婚成家的时候也是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夫妻俩从

你们家嘟嘟爬到树梢上去了！”

大家子家累，除了父母外，也

来没有同时去过美国，总是留

赵访熊并不惊讶，小声嘱咐来

是婶婶、弟弟和外甥女。解沛

一个在家照顾；这样的照顾从

人：“你们别大声叫，他一会

基夫人左世斌坦然地接受了。

17 岁那年开始延续了整整七十

儿自己会下来。”

外甥女是姐姐的孩子，姐夫是

年，直到给他送了终。

在业内传为美谈。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想有
好儿女，先做好父母。信哉！

这就是赵访熊，了解自己
的儿子，信任自己的儿子，相

国民党空军军官，抗战时牺牲

大儿子解明明考虑到家里

了，留下遗腹子，为了方便姐

的实际情况，决心回中国开公

姐再成家，解沛基接过烈士的

司，方便照顾家。现在解明明

在王繁生前的最后一段时

孩子抚养。弟弟曾过继给叔叔，

的公司开得风生水起，实在是

光，我每次回国都要前去看望

叔叔不在了，弟弟生活不能自

家里的“风水”好。

她，免不了问起她的饮食起居，

理，婶婶和弟弟都来到了解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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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好兄弟，好嫂子

小儿子解强也不遑多让，

信他能掌握好分寸。

赵南元都如数家珍，向我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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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我哪也不去，林洙对

介 绍 这 几 天 她 吃 的 什 么， 吃

关于钱，林洙觉得不可思

了多少，晚上起几次夜等等，

议，结婚时思成只有一千元存

细心到无以复加，王繁则坐在

款。对于这个说法，梁再冰倒

一旁安详地看着儿子，笑眯眯

是说了一句公道话，我爸爸哪

地，眼中全是知足。我对赵南

有钱？他的钱都买古籍和珍品

清华 100 周年时，回来很

元说，你妈有你这么个儿子，

了。可当时有几个人听得进去？

多老子弟，熊庆来的公子熊秉

林徽因的母亲一直跟随

群看见林洙主动上前打招呼，

再平凡不过的一个夜晚，

她在梁家生活，是梁家基本成

向她表示敬意，林洙并不知他

王繁要起夜，赵南元扶她起床，

员。梁思成再婚时，梁再冰担

是何人，客气地应对着。下来

回来后老人说背上痒，让赵南

心外婆会受到林洙的慢待提

后熊公子告诉我，有一次名人

元给她挠挠，挠完之后王繁说

出 要 把 外 婆 接 走， 可 外 婆 不

展览，林洙将梁思成和林徽因

真舒服，谢谢，就睡去了。这

走，外婆说，我哪也不去，林

的作品事迹整理得清清楚楚交

一睡就再也没醒来。享年 96 岁。

洙对我挺好。

给主办方，其中关于她自己的

一定长寿。

我挺好”的判断。
一个人能有始有终就是难
得的好人。

赵南元很欣慰，母亲走时

是呀，文化大革命中，梁

情况一个字都没有，连一张小

说的最后五个字是：真舒服，

思成被当成资产阶级教授典型

照都没出现，这种分寸和低调

谢谢！母亲安详地离去，没有

代表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

让人肃然起敬。

遗憾。

帽子，工资停发了，全家五口

粉碎“四人帮”后，林洙

人靠林洙每月五十余元生活，

把全部精力放在整理梁思成、

这时的外婆还维持每天半斤肉

林徽因的手稿上；资料不全的，

的生活水平，一直到老。

她去查阅、考证，有时为一份

章名涛也有这样的儿子，
老二章扬恕退休后搬来和母亲
姜涓长同住，老太太每天按时

梁思成病重，林洙既要照

资料甚至到古迹实地去考察取

吃药、按摩、晒太阳、看电视、

顾病人又要照顾外婆，还有两

证，十分不易。相继出了几本

读报都是他安排，饮食起居很

个半大孩子；在当时的政治环

书，署名皆是梁思成。没有林

有规律，喝的水、洗脸洗脚的水，

境下，一个妇道人家，承受的

洙的默默奉献，梁思成后来的

都是他试过才端给母亲；万一

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可想而知。

这几本专著不会这么容易出

遇到自己有事需要出门，打电

若说她当初嫁给梁思成是冲着

版。独居几十年，林洙将自己

话让媳妇来接班，家里万万是

他的地位去的，这时的梁太太

和梁家的情感写成了一本《梁

不可断人的。姜涓长最后活到

连个普通的主妇都不如。

思成、林徽因和我》，深受读

97 岁，无疾而终。

1972 年初，梁思成病逝，

者喜爱。

林洙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外婆，

行胜于言。

怕她承受不了。外婆久不见思

几十年的行动证明，林洙

成，问起，思成去哪儿了？林

和梁思成的婚姻不是为了钱和

洙强压内心的悲痛说他出差了，

地位，她是梁思成生命后期的

世七年后，迎娶了和女儿梁再

在外面带学生搞研究，一时回

寄托和依靠，实实在在。

冰同龄的林洙，遭到儿女的强

不来。外婆似乎明白，从此不

烈反对；清华园和学术界同仁

再问。梁思成去世后，外婆仍

清华园里人才辈出。

一片质疑声，很多人认为林洙

活了几年，林洙一如既往照顾

这里不仅传播高端的科学

是冲着梁思成的钱和地位去的。

她，为她养老送终，没有辜负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清华
园里还有很多很多。
1962 年梁思成在林徽因去

技术，也传承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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