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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作家聂鑫森先生在一次读

书会上引述了他父亲的一句话：

“你在读书，我就放心了。”他说，

这话几十年来都印在他的心上。

乍一看到这句话，我当即泪

崩。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我的父亲，离去得太早，但他

的音容笑貌鲜活如初。睁眼闭眼，

随时都能浮现父亲生前的模样。父

亲在他的壮年阶段，大概是对人世

体悟太过于透彻，以及对人性从根

本上的理解，他的面孔愈发显得清

朗，甚至略含忧郁。为人儿女，通

常会有一种浑然不觉的可耻，即对

父母的隐忍视而不见，或者见而无

解。父亲以这样的形象，停留在我

的世界未曾须臾离去过。思念到深

处，尤其是夜深时分，宛如和父亲

面对面，他像寂夜中的书，静默无

言，我是他柔软的小棉袄，父女间

温暖如旧时，毫无间隙。而实际

上，因为无法触摸、无法目及而生

出的那份空落感，永生不得弥补，

时时叫人伤神。我原以为，随着我

的孩子的出生和长大，会逐渐消弭

父亲离去的痛。如今，孩子十岁

了，看来，根本没做到。痛还在

的，一直在，丝丝蕴蕴的，随着时

间的蔓延，被赋予的渐渐增多，看

似念父之情理应被时光冲淡了，范

围有所扩大了而已。然而至今，我

没有理由不认为，这种痛，将会持

续我的终生。

我出生在农民家庭，但那又不

是“正宗”的农民家庭———我的父

亲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农民，曾经也

是一位备受学生与乡邻尊敬的教

师。据母亲和奶奶说，爷爷在世时

也是一位教师，是远近闻名的大才

子。怎样的“才”，我不知道。我

没见过爷爷，就更谈不上接触，但

从父亲身上能看得出来。父亲秉承

了祖辈的文化渊源。

父亲爱学习，好读书，好写

字，擅作画。二胡、口琴、风琴，

他无师自通，从不走调，清和有

致。那时读幼师受过专门器乐训练

的大姐，为此十分惊讶。令我奇怪

的是，那时家里并无多少书籍 （和

他人家里相比较，聊胜于无），可

父亲写起东西来，总是叫我怀疑，

他脑袋里到底装了多少书，这些书

从哪里来，又都去了哪里。这在小

时的我看来如此，今日看来，仍然

如此。繁体字、隶篆体，我没在家

里看见过相关的书籍，然而，他不

但字字在心，写起来一笔不拉，而

且，书写的时候，运笔十分老道。

他装进脑海里的书容量到底有多

少，我不甚清楚，但我由字到词，

再到句，进而对语言有了感性认

识，都有赖于那时父亲的熏陶。他

常常随口就能编出韵味十足的对

联，这我是见识过的。他大概是我

这个年纪的时候，乡邻但凡有写对

联、行礼仪之需，无论婚丧嫁娶，

第一个都会想到请他牵头。我是知

道的，他为人编写的对联，鲜见赤

裸裸的歌功颂德的诗句，却常见意

境宏阔高远者，或温和淡泊、喜庆

适度者。因为父亲的“闲”情，家

里经济虽然过得去，但用来买七七

八八的“闲置”用品，却并不富

余，然而就是这样，父亲还专门分

门别类地买了三四本对联书，可以

说，是为了乡邻之需而放在家里备

用。不用时，只要时间许可，他会

时常翻看。我至今甚至不知道，为

什么他在对待字词的增减问题上，

也拿捏得那么到位，似乎，他一介

农民，也能当出些真性情的雅致

来。如今想来，读书却是毫无阶

层，更无贵圈、鄙圈迂腐之分的美

事。

有一年，家里请木匠制作了个

古式木柜，有雕花的角，别致的抽

屉，父亲横下心就要自己动手涂

抹，打造一件精品献给母亲。

父亲自己买来猩红色的油漆，

买来金粉，拌进油漆，便动手画图

写字。他在门缝两侧画上了一组对

称的花、月亮和鸟，然后，在柜门

两旁写辛弃疾 《夜行黄沙道中》 的

一句诗：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

鸣蝉。我从小就被父亲喊了帮他扯

对联，他在前头写，我在另一头牵

住，他写多长，我就往我的方向拉

多长，以免浓墨沾染坏了对联的空

白处，所以，我养成了一个比较好

的习惯，只要他写字读书，我必定

会默默地跟紧了他。当时，父亲拿

着毛笔蘸着金黄色的油漆写这句诗

的时候 ，我 在 一 旁 看 他 写 下 了

“枝”字后就停住了。我不解何故，

但我当时猜，是不是某个字他漏写

了，或者，没写得让他自己满意。

但见他脸上是一贯的和颜悦色，不

急不慌。一会儿，他又接着写了起

来。我最终看到的是，“明月枝惊

鹊，清风夜鸣蝉”。他写的是正楷

字，我没有不认识的。于是，我默

默地背下了这句诗，直到后来上学

学到这儿，才慢慢地自己体悟。现

在想来，“别”“半”二字的无意

删除，看似与作者的意思有所差

别，但实际上，倒更平添了五言句

的明快与简练。

我对字词的敏感，对语言的自

觉，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丝丝发

生的。也正是从有了对这时候的充

分认识开始，我方才认真读起书

来。因为放弃了功利目的去读书，

灵魂变得洗练通达，尤其在读了好

书之后，直觉与父亲所在的幽冥之

处是相通了的。那里充满了人间能

望见，却无法鲁莽而获得的欣喜。

这条路，对人间的一切，充满了悲

悯之情。看到聂先生在读书会上引

述的这句话，我又有了更明白，也

更深刻的觉悟。是的，我的父亲，

他一定也在说，“女儿，你在读

书，我就放心了。”

因为自身文化底蕴摆在那儿，

父亲的涵养极为深厚。他轻易不动

气，尤其对子女。他疼我，疼到了

无痕迹，宛若我是他口袋里的小怪

物，这或许是我骄纵霸道蛮横性格

的养成原因之一吧。那时，从未念

及，有一天失去他，我将会怎样。

毫无预料的是，2004 年的春，他

竟和我们不告而别。谁也没想到。

我恍然像个孩子，孤苦无依，痛悔

使得我半个月时间瘦了差不多十五

斤。他走后，他在我内心悄然构筑

的做人为学之高塔，轰然崩塌，丧

父之痛，多年未曾愈合。人世的

苦，在他是结束了，而我们都必须

在苦中开辟一个爱和美的天地。当

然，有父亲一直在前面引路。

昨天，一位朋友告诉我，周末他想

给老母亲打电话，拿起电话时却想

起，母亲已然不在人世，就在前些

日子，他安葬了母亲的。朋友说，

他当即泪崩。

这种感受，我能体会。

2009 年秋，在一所医院门口，

我驻车办点事。坐在车里，车窗外

的叶子被风刮得乱舞，纷纷扬扬坠

地，又从地上被一只大手一样随便

捞起来，到处乱撒。我想起人生的

虚无，和无休无止的苦痛，顿生无

力之感。幸好，多少还有可资安抚

的东西，如爱，和美。为了这两样

东西，再苦再难，都必须好好活

着，不可轻言放弃。当时思绪深

处，伤感如潮。我不自觉地从右座

上拿起手机，心想，好久没给爸爸

打电话了，他怎么样了，打个电话

和他说点什么吧。我想他了。瞬

间 ， 自 己 又 清 醒 过 来 ———父 亲

2004 年就已离世。

坐在车里，我泪如泉涌。

父亲啊，你到底去了哪里！

父亲已然不在，而爱永生。对

情深之人，凡有思虑，莫不如此。

有爱，就有美。对人的爱，对书的

爱，均能产生美。而这种美，无处

不在，伴随人所有活动的始终。这

大概是祖辈身殁，而神留于世的最

好告慰吧。

父亲在世时真正是做到了敏于

行而讷于言，对人亦无它求，惟愿

子女平安而已。这个平安的全部含

义，对勉力划船至人生长河中央的

我来说，已了然在心，而不敢懈

怠。

———“你在读书，我 就放心

了。”

“你在读书，我就放心了”
□ 方芳

人 物
专访人专访

夜阑人寂，读罢陈博君的长篇

报告文学《平凡的坚守———“忠诚

卫士”余延安》，一颗心，始终被他

温暖、感动和震颤。不为别的，就为

千岛湖畔那个不平凡的身影。

没有刻意的雕琢，没有华丽

的辞藻，作品只是如实记录了一

位纪检干部普通的事迹，然而正

是这貌似平凡的细节，塑造了一

个深得民心的“纪检官”形象，

真实而又立体地再现了杭州市优

秀共产党员、淳安县纪检干部余延

安的感人事迹。

《平凡的坚守》力量来自真实。

余延安本身就是一首格调高昂的

诗，一首旋律壮美的歌。任何合理

的夸饰、必要的补充、情调的渲染

都成为多余的了。正如作者陈博君

面对媒体采访多次表示：“之前我

也写过很多人物，但是像写余延安

这样让自己落泪的，真的还是第一

次。”他坦言，自己原先也算是一个

理性的人，没想到通过写余延安的

故事，“不止一次泪眼模糊”，就连

他的妻子在试读了一章之后也说：

“眼泪全出来了，不想看下去，难

过。”是啊，在基层一些党员干部工

作懈怠甚至麻木与冷漠的境况下，

许多老百姓从余延安那里得到了

温暖，获得了正义。

大家都知道，纪检干部肩负着

国家反腐倡廉的艰巨任务。说白

了，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纪检干

部只有敢于人先，在诱惑面前抵得

住诱惑，在人情面前冷得下脸皮，

对自己干的工作富有当担精神，才

能真正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身

处反腐第一线，他们的工作最平

凡，也最复杂最棘手。然而，纪检干

部余延安，却用他的生命诠释了

“平凡的坚守”。

余延安，系淳安县一名纪检干

部，2016 年 1 月因为糖尿病引发的

肾病在工作岗位上光荣殉职，享年

49 岁。“我知道这种病的痛苦。可是

我不明白，余延安得了这么重的

病，为何还能一直坚守在工作岗

位，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呀！”这个

疑惑，陈博君在他的作品里已经作

了很好的回答———

在欠债买房的情况下，别人主

动为余延安下岗妻子介绍工作，却

被其婉言谢绝。自己需钱治病，却

将推脱不掉的 1500 元现金上交廉

政账户，把同事为其捐款治病的

8000 元汇给了瘫痪在床的大学校

友。

从事纪检工作 15 年，他秉公

执纪、坚持原则，经手的 700 多件

案子，至今没有发生一起申述复

议。在离世前两小时，还在和同事

探讨工作……

同事们都非常钦佩他，纷纷向

他请教“秘诀”。“哪有什么秘诀，维

护群众利益本来就是纪委的天职

嘛。我们要对群众负责，就要把他

们当作自家人，自然会带着感情，

自然会把工作做细做实。”余延安

淡淡地说。是的，余延安就是这样

一个有温情的男人，这样的一名纪

检工作者。

温情有担当，忠诚执铁纪。正

是他的温情，才会让他对自己平凡

的岗位顽强坚守并带着温度去办

案。正是他的温情，才会让两百人

自发地在他的告别式上为他送别，

其中还不乏曾被他处理过的党员

干部！“不爱钱、不沾公、不托人、不

恋权。”这是延安身前同事对其的

评价。余延安守住了清贫，护住了

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同时守护的也

是纪检干部的底线。

《平凡的坚守》尽管包容了余

延安大量或巨或细的优秀事迹，但

作品不仅运用自如，情味盎然，而

且人物形象鲜明，精神境界高扬。

忠诚、干净、担当———这一品质像

一根红线贯穿始终。正是这种执着

的“延安”精神，淋漓尽致地表现了

余延安身上那种“冷和热”“轻和

重”“柔和刚”的特质，从而也使作

品呈现出相当的深度和厚度。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骄

傲，在大力加强反腐倡廉的今天，

余延安的事迹和精神具有更重要

的时代价值。毋庸置疑，这是一部

兼具文学价值、社会价值和现实意

义的优秀作品。

浩然正气能常在，人间处处有

清风。感谢千岛湖的秀水，孕育了

一位人民的好公仆；感谢作家，用

饱蘸情味的笔墨，书写了一曲信关

于信仰的赞歌，唤起了更多的社会

热情和良知。

□ 陈利生

钱永刚

野我最喜欢袁 最不担心的书就是

叶名誉领事曳袁 其次无疑是 叶权力与

荣耀曳遥冶
野因为我成功地描述了书中的人

物是如何演变袁 如何进化的遥 而

叶权力与荣耀曳 则更像一出十七世纪

的戏剧袁 其中的演员们象征着美德

或邪恶尧 傲慢尧 怜悯袁 等等遥 牧师

与中尉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噎噎冶
要要要格雷厄姆窑格林自评

内容简介

巴拉那河岸的一座小小的港口

城市中，一场阴差阳错的绑架行动

过后，所有当事人都陷入了两难的

境地。无辜被绑的名誉领事，骑虎

难下的游击队员，备受良心煎熬的

英国医生，在情人与丈夫之间犹豫

不决的年轻妻子，还有冷酷无情的

政客……宗教教义、社会理想、人

性底线，在这场阴差阳错的混乱

中，他们各自究竟会做出怎样的抉

择？

作者简介
格 雷 厄 姆 · 格 林（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作家、剧

作家、文学评论家。一生获得 21 次诺

贝尔文学奖提名（但终未获奖），被誉

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史上“最大的输

家”。文学界形容其风格为“格林国

度”（Greeneland）。他被誉为 20 世纪

最严肃最悲观最具宗教意识的作家，

可同时又是讲故事的圣手，是 20 世

纪整个西方世界最具明星效应的大

师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探讨了当今

世界充满矛盾的政治和道德问题，将

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获得了广泛好评。

媒体推荐院
在这部自《与姨母同行》之后格

林创作的第一部小说里，这位英国当

代最伟大的作家终于找到了他一直

以来苦苦追寻的“终极故事”。

要要要叶纽约书评曳
一位极富开创性的当代 作家

……故事背景虽然是七十年代的南

美洲，但故事情节却比《喜剧演员》和

《安静的美国人》更加贴近我们所处

的时代。

要要要叶时代周刊曳
名人推荐

当世小说家里，我最佩服的有两

位，威廉·福克纳和格雷厄姆·格林。

要要要加西亚窑马尔克斯

格林是 20 世纪人类意识与忧虑

的最卓越记述者。

要要要威廉窑戈尔丁

格林拥有智慧、优雅、个性和故

事，以及一种卓越而普世的同情心，

这让他永远在世界文学中享有一席

之地。

要要要约翰窑勒卡雷

“我最喜欢，最不担心的书就是

《名誉领事》，其次无疑是《权力与荣

耀》。”

要要要格雷厄姆窑格林

《名誉领事》：一部南美大陆风云变幻的历史

小人物也有大情怀
———读陈博君报告文学《平凡的坚守———“忠诚卫士”余延安》

叶名誉领事曳

“对于钱王文化这样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历届临安市委、市政

府在如何打好这张金名片的问题

上，向来有着明确认识。从宣传《钱

氏家训》到组织系列契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相关钱王文化活动，

常抓不懈地做了大量工作。”4 月 3
日上午，即 2017 年“丁酉年清明恭

祭钱王”活动前一天，百忙之中来

临安参加活动的钱永刚教授顾不

上舟车劳顿，在下榻的酒店房间接

受了笔者的采访。他对临安近年来

在讲述好钱王故事、传播好钱王文

化、汇聚好发展合力方面所做的努

力予以了高度评价。

钱永刚，是“中国航天之父”

“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两弹

一星”“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之

子。8 岁（1955 年）随父亲钱学森、

母亲蒋英、妹妹钱永真登上“克利

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到中国，长期

从事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研制工

作，高级工程师，现任上海交通大

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上海交通大

学兼职教授，多次来临安参加祭祖

等各类活动。

钱永刚教授生于美国，是钱武

肃王第 34 代孙。他说：“我身为钱

氏后裔，临安已经来了好几次了。”

“我第一次来临安时，临安的城市

面貌发展和周边‘上有天堂，下有

苏杭’的繁华富庶还有一定差距。”

钱教授坦言。但是，他近年来临安，

觉得临安城市建设很快、面貌变化

很大。尤其是当笔者介绍目前临安

正在强势推进的“城中村改造”工

作，临安大步迈向“青山湖时代”的

愿景规划时，他认为此举很有必

要，充分体现了临安市委、市政府

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

谈到父亲钱学森、母亲蒋英

（中国女声乐教育家、女高音歌唱

家，近代著名军事家蒋百里之女）

时，钱永刚动情地回忆：“《钱氏家

训》从思想源流上说，流传了一千

年，可能是家族家训中传承时间最

久的。我的父母对于这份《钱氏家

训》本身内容提及比较少，但是身

传言教从未间断。虽然他们都已经

走了，但是留下的精神财富还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我。”“就借着清明节

的这个机会，表达一下我对父母的

缅怀吧。”

在钱教授看来，《钱氏家训》的

核心内涵，就是教育钱氏子孙爱读

书、多读书，因为这是为社会做好

事、做成事的基础。钱教授说，钱氏

人数虽然在全国姓氏中排位百名

上下，但是钱姓名人众多，近代钱

氏杰出人物更是呈现“井喷”的壮

观景象。对此民间有个绕口令形

容：一诺奖（钱永健）、两外交家（钱

其琛、钱复）、三科学家（钱学森、钱

伟长、钱三强）、四国学大师（钱穆、

钱基博、钱玄同、钱钟书）、五政协

主席（钱学森、钱伟长、钱昌照、钱

运录）。这都是钱家人爱读书、多读

书的缘故。

对交谈中，钱永刚还谈到了对

读书的看法：“读书有两种读法：一

种是读‘有用’之书，比如考试用

书、业务用书；另一种是读不知道

有什么用的‘无用’之书。这里的

‘无用’是指不带功利性的读书，读

自己喜欢的书，读名家的书，读经

典的书。有时候，有些书读一遍可

能没感觉，像头遍茶，或许还有点

涩，读两遍若有所悟 ，当你读第三

遍第四遍以后，就会喜欢上它，并

且在和别人谈吐交流时、处理问题

时信手拈来，无用变成有用。这种

读书观其实都归功于父母亲的言

行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现在也

对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言传身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