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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絮

说说父亲
张克澄

父亲百年诞辰前，商讨来
宾名单，吴良镛是之一。唯虑

需要采访相关人员，方有机会
再次接触吴先生。

质按量完成。
第二段是文革后期，父亲

吴先生已届九十高龄，刚中过

在心头埋藏三年之久的问

被结合进了清华校革委会任副

一次风，恐不惊动为好。见我

题终于问出，吴先生微微一笑，

主任。彼时虽然教学已停止，

划掉吴，内子发表不同意见，

从解放前夕两人相识开始说起，

但有些不甘虚度的人还在默默

建议我试试，毕竟多年的同事、

共有四段记忆。

钻研，吴乃其中之一。每有外

邻居，关系非同一般，不可失

第一段是共事。1952年

宾来校参观，父亲必是主要陪

了礼数。无巧不巧，转天就碰

三校建设委员会成立，吴是

同者，这时他总会带他们去一

到吴家二公子吴晨，一听此意，

副总规划师，父亲是负责清

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展示一些精

满口答应回家请示老父，征求

华工程的主任，吴对父亲的

彩的篇章。一次，MIT的著名

他的意见。

认识就是从那时开始：人能

教授带队来清华，此人为国际

断没想到，当晚获吴晨来

干，有本事，肯吃苦。清华

知名建筑师，父亲便将他们带

电，告知其父定会参加，并且

工程在父亲的主持下按时按

到建筑系请吴良镛讲中国城市

转述原话：我这一辈子最敬重
的两位先生，一位梁（思成）
先生，一位张（维）先生；张
先生的事我一定出席，放心，
不用来接，我自己到场。
我和内子呆了，此话怎讲？
梁先生是吴先生最敬重的
人好理解，毕竟是业师；父亲
和吴良镛既不是一个专业，也
没有共同的课题，咋成了两者
之一？
纪念会当天，吴良镛在秘
书的陪同下提前到达会场，且
积极发言。程序紧凑，杂事缠身，
无答疑解惑机会。一晃三年，
直到今年因为写父亲的传记，

我与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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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那次讲解，图文并茂，

会儿，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是

父亲会很技巧地转换话题；如

全是吴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该

一位当时在场的朋友很久以后

果我们在场，事后他就会复盘，

教授一行深受震撼，自此，吴

告诉他的。并说当时张维先生

分析一下，告诉我们这人哪里

良镛进入了他的视线。回美后，

很认真，说完这话后就离开了

说得不得体，为什么。

该教授不仅向清华伸出了橄榄

会场，留下大家讨论，结果通

枝，希望建立合作关系，也将

过了。

近亲疏，他却能设身处地为他人

橄榄枝伸向吴良镛，邀请他去

第四段记忆是九十年代初

着想，让人人都感到如沐春风。

美国访问，同时在国际上大力

期。吴先生搬到十公寓 12号，

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增加，

宣传吴先生。可惜，当时尚处

和我们家 14号做邻居。这下两

我非常希望自己也能像父亲那

在文革期间，“臭老九”出国

人的来往就更密切了。有一天，

样，纵横捭阖高接低送面面俱

的事不了了之。

吴先生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写

到，却常感有点画虎不成反类

了一个大纲，准备出书，大纲

犬。父亲在时，没能及时请教

长，仍然主管教学科研和外事。

共有十章，他给父亲看，希望

一二，终成憾事。

1979年，他争取到了几个留德

提点建议。没想到的是，才过

父母均从小就失去父亲。

名额，第一批就推荐吴良镛作

了几天，父亲便找到他，极为

也因此从小尝遍人间冷暖。他

为访问学者赴德交流，为期一

高兴地说这本书太有意义了，

们对于处于困境的人，常常感

年。转眼一年过去，吴在德国

有新意，有自己的观点；建议

同身受，愿意在自己能力所及

留下良好的口碑，德方希望再

他将每一章都扩大写成一本书，

的情况下，出手帮助他们脱困。

续一年。吴先生遵守纪律决定

越详细越好。吴先生听了以后

文革中某日，父亲去王府

按时回国。就在他打点行装

很高兴，真的将第一章写成了

井外文书店找书，在王府井大

时，突然接到使馆一个朋友的

一本书，在业界引起轰动；第

街上忽然与一疑似熟人擦肩而

电话，告诉他被选为学部委员

二章也出了一本书，反应很热

过。转身跟了几步观察，确认

（院士）。

烈。可惜，后来太忙了，至今

是汪道涵后，父亲从后轻拉衣

吴先生一脸懵懂地回国

没能将十章写成十本书。吴先

袖，将他引入旁边小巷中，低

了，立即找到父亲，果然，推

生谦虚地说，愧对张先生对他

声问何以如此落魄？汪告知因

荐人是父亲。

的期望。

被定叛徒嫌疑，停发了工资，

文革结束，父亲重任副校

第三段是 1994年中国工程
院成立。父亲乃六个发起人之

目前靠每月 20元艰难度日，才
……

一，具有推荐权，推荐了吴良镛，
可首届工程院院士名单发表，
其中没有吴良镛。转年，讨论

落得面黄肌瘦衣衫褴褛……问
明他目前居处，父亲与汪分手。

父亲常告诫我们：来说是
非者，便是是非人。

几日后，父亲解放前在清华的
助教黄仕琦（地下党，任过板

院士名单之际，父亲再一次在

父母常交换对张三李四的

门店中国代表团英文翻译，后

会上郑重推荐吴良镛，他的发

看法，我们小时，这种交谈用

在教育部工作）敲开汪的门，

言掷地有声：如果工程院不接

德语；等我们成年了，就用中

与他用英语聊了起来。不久后，

受吴良镛为院士，那将是工程

文，也不避讳我们了。但我不

父亲安排汪道涵去机械出版社

院的损失！这一年吴良镛当选

记得他们在外面议论别人，尤

当了外文翻译（父亲是机械工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清华

其是父亲。

程手册副主编），每月 150元，

园里三个两院院士之一。
吴先生谈到这里，顿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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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朋友众多，自然有远

父亲自己不传话，也不喜
欢听别人传话；遇到话不投机，

生活可小有改善。
我和内子曾就此事向黄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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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求证。他告诉我们，父亲虽

悦，想当然问他是否收到清华

中预科的特优生，此次报考清

有心施以援手，又担心汪道涵

的录取通知书了，他沮丧地告

华，被陕西省截留，准备上报

的英文多年不用捡不起来，特

诉我录取到陕西师大了。

教育部，与陕西省交涉要人。

地交代他前去考察，得知汪英

怎么可能？！小悦从来是

刘达听后也认为此风不可长，

我辈中的佼佼者，永远拿第一

支持父亲作法。父亲遂亲带清

文革后，父亲去上海出差

的标兵，怎么可能考不上清华？

华招办的人去教育部备案，派

时，给时任上海市长的汪打了

我请小悦到近在咫尺的家

人拿上教育部的公函去陕西省

文没问题，才出面推荐的。

个电话，汪立即安排在锦江饭

中细说。

要人。

店与父亲餐叙。这顿饭吃得父

父亲正好要出门，见了小

几经交涉折冲，等陈小悦

亲后悔不迭，几次跟我提起，

悦，顺口问到：你报的哪个专

踏进清华课堂，已开学一个多

说短短一顿饭，汪的兴致很高，

业呀？

月矣。

谈古论今，可汪的秘书进来好

听说是被陕西师大录取

几回，不是有要件要他签字，

了，父亲停下脚步，拉开的纱

对子女的教育，父母似乎

就是有要事要他接听电话。父

门又关上，坐到门口沙发上仔

有分工；母亲负责人格培养，

亲觉得自己闲人一个，以私犯

细问小悦，几个志愿都报的哪

父亲则管智力开发和纪律养成。

公，十分不应该，早早就感谢

几所大学，什么专业；得知全

告辞。自此之后，再去上海，

报的清华，立即叮嘱他：你不

就没有联络过汪了。

要去陕西师大报到，就待在家

基于此次经历，父亲 80

里等我的消息。

诞辰纪念会，他坚持不让请

父亲立即去清华招生办公

在职的领导出席。我建议有

室，要他们查陕西考生陈小悦

几位关系跟他走得比较近、
一直来往的，比如朱镕基、

的录取情况；确认没有陈小悦

胡启立等，还是试试通知一

达，说明小悦是文革前清华附

材料后，将此事通报了校长刘

姐姐和我，算是伶牙俐齿。
这要归功于父亲的调教。
父亲认为学好国文和外语
的先决条件是舌头，因此把舌
头练溜了十分重要。
——天上一只鹅，地上一
只鹅，鹅飞鹅跑鹅碰鹅。

下，来不来由他们定？他近
于生气了，说不要为难他们，
通知人家不就等于表示希望
他们来吗？朱那么忙，怎么
能让他为我浪费时间？胡启
立也不能请，他来不来都不
好。副部长以上的，一个都
不要请。他们有正事要忙，
等我九十、一百岁时，他们
也退下来了，再请吧。
77年恢复高考，插队的清
华子弟纷纷抓住这失而复得的
机会报考。
某天我在西南门碰到陈小

中国工程院成立五周年纪念日六位发起人合影。
左起：师昌绪，张维，侯祥麟，张光斗，王大珩，罗沛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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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喇嘛端汤上塔，汤洒
汤烫塔。

起大早排大队才能挂上号。他
对父亲挺尊重，可以随到随看
不用排队，可父亲不愿接受这
份情，坚持排队挂号看牙。

—— 山 羊 上 山 山 碰 山 羊
角，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
——妞妞牵牛，牛拧妞，

有一次我回国，赶上牙
疼，父亲就叫我和他一起去看
马大夫。

妞拧牛。
——板凳宽，扁担长，扁
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

逗狗常惹祸，也因此没少挨
父亲打。
父亲学力学的，知道怎么
借力打力，从不用手，大多是
借助扫床扫帚，倒着用，虽比

到前门外拿了号，我们到大街

不上新加坡鞭刑，会留下终身

上去吃豆浆油条。

纪念，也够我喝一壶的。而且，

排得好好的，差三个人时，

父亲都是按规矩办，要我自己

来了个小伙子插队，直接上去

上楼、脱好裤子趴到床上，他

——山前有个崔粗腿，山

就买；父亲不干了，上去理论：

只负责锁好门，免得母亲干预，

后有个粗腿崔，二人山前来比

——小伙子，你怎么插队

然后问：犯了禁令第几条，该

腿，也不知是崔粗腿的腿粗还
是粗腿崔的腿粗。
——山前有个袁圆眼，山

呀？

不该打，按律该打几下；如果
——插队？我从来就没排

过队！

说得对，便立即执行；一般都
手下留情，减量伺候。

后有个圆眼袁，二人山前来比

——我这把年纪都老老实

大概 8岁的时候，上小学

眼，也不知是袁圆眼的眼圆还

实排队，你年轻轻的，怎么就

二年级，有一次连得了几个 2

是圆眼袁的眼圆。

不能排排队？

分，应对又不得体，把父亲激

——墩墩葫芦吖吖葫芦，
好汉数不了四十二个葫芦。
深吸一口气：
——一葫芦二葫芦三葫芦
四葫芦五葫芦六葫芦七葫芦八
葫芦……
姐姐受的训练比我多，又
传给了儿子，结果她儿子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更加伶牙俐齿。

——我就不排队，你个老
不死的，管得着吗？
——我就要管，你不排队，
就不行！

怒了，任母亲怎么拍门，父亲
也不停手，着实离新加坡近了
些，把屁股打肿了。第二天上
课，疼得我不敢沾座椅，只能

眼看就要动手，我赶紧上

靠着课桌站着。下了课，老师

去把父亲和小伙子隔开，开口

不干了，领着我回家，把父亲

劝小伙子排队；见父亲有人跟

好好地训了一顿，说一个大学

着，小伙子没再吭声，转到后

教授，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打

面去了。

儿子？弄得父亲很没面子。老

事后，父亲对我没及时制

师走后，父亲拉着我的手向我

止乱插队很是不满。我跟他分

保证，今后不会再打我了。从

父母留学德国，受到严格

析：来吃油条豆浆，没几个是

那以后，免了皮肉之苦；我也

的纪律训练，对规则极为重视。

留洋的；万一动起手来进了派

幡然醒悟，从此知道用功了。

就说排队吧，他们认为凡

出所，再一问是八十好几的两

经此一役，叫我记下了个成语，

事要按先来后到才公平，无关

院院士跟个二十上下的小流氓

因祸得福。

年老年幼官大官小男人女人。

打起来了，还不立刻成了晚报

上世纪 90年代，父亲看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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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性顽劣，小时招猫

早上六点出门，七点前赶

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
凳上。

亲的敬意又增加几分。

的头条？父亲一想是这么个理，

假如有来生，我愿还做父

总找一位前门外的马大夫。马

也就没再说什么。但在心中，

亲的儿子。这回，我要把他的

大夫手法好收费合理，病人要

这件小事使我深受教育，对父

本事多学上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