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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伟

总觉得， 人是眨眼间就大了
的。人生短短几十年，好多事不记
得了，记得的就是几次搬家。我以
为，衣食住行，住是最难的。 有人
说，人生在世就是折腾。 搬家，是
最大的折腾。搬家，是从一段熟悉
的生活里抽离出来， 开启一段新
的生活。

小时候，喜欢蹲在地上看蚂
蚁搬家， 看蜗牛爬行， 边看边
唱《蜗牛与黄鹂鸟》：蜗牛背着
那重重的壳呀， 一步一步地往
上爬……大人们说： 蜗牛的壳就
是它的家， 它走到哪就把家背到
哪。 我好好奇：等我长大了，是不
是也可以把家背在身上呢？

上世纪80年代初， 妻子在醴
陵市食杂果品公司上班， 我们有
了孩子，单位分了一间住房，那是
我们第一次搬家， 就几件简单家
具：大衣柜、五屉柜和床铺。 我那
时在道县的湖南东升机械厂工
作。80年代末，我们厂从道县搬迁
到湘潭， 与湘潭液压件厂合并为
湖南液压件厂。 一个厂1000多户
整体搬迁，苦点累点没啥，关键是
没地方住啊， 我和工友们就住在
车间里。好几次，我在建设路口散
步，禁不住仰天长叹，唱起了潘美
辰的歌：好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
多大的地方……

后来，市里拨地集资建房，每
户50多平方米，我分到一套，真不
觉得小， 总算有了一套真正属于
自己的房子了。 那几件旧家具从
道县搬到了湘潭。 刚时兴空调，
贵，买不起，只买了两台电风扇。
晚上热得实在难受， 我和儿子就
跑进卫生间冲个凉， 一晚上要冲
三四次。

90年代中期我被特招进市公
安局， 第二年妻子调到雨湖街道
当社区主任。每天早上出门，三人
三辆单车， 我和妻子骑车过河西

上班， 儿子去学校念书， 风雨无
阻，累得够呛。 好不容易等到局里
有人腾出一套旧房子，在七楼，高
是高了点，总比没有好哇，搬！

七楼是顶层，热啊。 我花了四
个月工资，买了一台空调挂机，晚
上一家三口挤在一间房子里，那
个凉那个爽啊，感觉就像神仙。

2000年代初，公安局搬迁到
河东，集资建房，140多平方米，还
有车库。 那时没有私家车，我们把
柜子里的衣物一袋袋装好， 每天
晚饭后， 我和妻子儿子每人提两
袋，乘公交车到河东新家去。忽然
想起小时候看蚂蚁搬家的情景，
人与动物其实没什么两样啊。 这
次我们做了个重大决定， 旧家具
全部不要了，买了新家具、沙发、
电视机，每个房间都装上了空调。
现在， 我们住的公安小区早已是
城市中心区， 每年我都要接父母
和岳父岳母来住些日子。 老人家
都说，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好的环
境，真是享福啊。

一次次漂泊，一次次搬家，我
对家有了更深的感悟。 人不是浮
萍，不能老是漂着悬着，人是树，
得落地生根。 我曾经写过一首自
度曲：行路难，安家难，人生难得
几回搬。 步步艰 ，声声慢 ，未经
折腾哪来房？ 费思量，黯神伤，
负了多少好时光 。 燕子回时声
声唤，错把新窝当故乡。 搬走的是
岁月的印痕， 搬不走的是灵魂的
天堂。 朝前走，往前看，有爱有诗
有远方。

是啊，改革开放40年，变化实
在太大啦。 今年我们家还被评为
“湖南省书香之家”。 有时我会情
不自禁唱起成龙演唱的《国家》：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有了强
的国，才有富的家。 国是我的国，
家是我的家。我爱我的国，我爱我
的家。

倘若哪天我还要搬家， 又会
是怎样的情形呢？

肖清彬

母亲远嫁时， 正值国庆十周
年庆典。 父亲十一岁便是孤儿，
无法给母亲一个体面的婚礼， 只
能借助国庆的锣鼓声迎接她的到
来。

母亲嫁给父亲， 一半缘于父
亲的忠厚老实， 一半缘于十八都
“鱼米之乡” 的名声， 除了父亲
的忠厚老实令她温暖了一辈子，
媒婆的其他言语后来都被验证为
谎言。 60年来， 从上无片瓦下无
插针之地， 到现在的儿孙满堂，
母亲一直感谢那个能说会道的媒
婆 ,从未怨过那些谎言， 她一步
一步合着时代的脉搏砥砺前行 ,
在相濡以沫中把我们兄弟三人拉
扯成人。 母亲一直感到无比的幸
福， 她嘴边也常挂着一句话： 没
想到这辈子还有一口饱饭吃！

父亲在十年前过完金婚纪念
日离开母亲和我们， 弥留之际并
无遗憾， 他相信我们的孝心。 父
亲也知道那个生活了几十年的小
屋场， 对母亲来说有一份难以割
舍的情感， 明白他走后母亲不会
和我们一起生活， 所以父亲唯一
的遗愿， 就是要我们细致安排好
母亲的生活。

那一年母亲刚过70岁。 父亲
在时， 母亲不当家不做主， 凡事
顺应、 依赖父亲。 我们常常取悦
母亲70岁后才独立生活， 现在终
于可以大显身手了。 说实在话，
她的衣食住行我们无须担忧， 这
是她的老本行。 但其他生活着实
令我们大动了脑筋。 主要是电器
和通讯工具的使用。 那年刚经历
冰灾， 家里的固定电话和有线电
视不能使用。 我们买来卫星电视

接收器， 从开机到遥控， 手把手
教， 并将她爱看的台设置优先。
然后给她装了移动固话， 三个儿
子的号码由大到小设置为1、 2、
3。 母亲反复几回之后便能熟练
操作。 这样的数字生活维持了几
年， 随着光纤宽带网络普及到村
到户， 与时俱进的母亲要我们换
网络电视、 换手机。 我们装了网
络电视、 无线路由器， 给她买了
智能手机。 侄儿和儿子都是玩电
脑的高手， 把网络电视、 宽带与
智能手机巧妙连接到一起， 操作
简便。 母亲打电话， 选台， 回
看， 选电视剧不在话下。 唯一她
最想要的微信视频聊天， 着实让
她的孙子们费尽了一番心思， 几
经周折后硬是学会了。

十年来， 母亲不愿打扰儿
孙， 一直坚守在那个小村庄。 令
我们高兴的是， 母亲不但独立生
活得很好， 而且临到老了， 还
在玩转了“数字生活 ” 。 如果
父亲在天国有知， 看见母亲握
着手机一个个给我们点名， 我
们一个个拿着手机向母亲报到，
一定会非常高兴！ 母亲只有一个
微信好友群， 那就是她当群主的
“我的儿孙” 群。 在母亲心里，
有了这群好友， 她就非常的满
足。 母亲年纪大了， 会随着自己
的性子随时发起视频聊天， 而我
们都会马上放下手中的一切， 慌
乱中从各自岗位上向母亲靠拢，
以最好的姿势出现在母亲的面
前。 就连最调皮的小外孙， 也会
立即凑在侄女的手机前， 摆出一
个ok的poss， 逗乐他写满沧桑的
老外婆。

母亲的微信昵称叫“幸福老
妈”。

谨严的家教

4月6日， 我从长沙直达武汉， 到达钟扬
二老家。 进门， 灿阳吻面， 显出两张和善慈
祥的面容， 及两套宽大整洁的工作服。 钟父
钟美鸣着蓝， 钟母王彩燕着白。 没有大声问
候， 一杯茶上桌， 清香里， 岳阳君山银针根
根上竖， 拉近了宾主距离。

一进门我就提出， 请二老吃中餐。 二老
指着厨房堆着的食材说： “哪里的话， 中餐
晚餐都准备好了。” 于是做饭炒菜， 接受采
访， 二老分工合作， 轮流进行。 钟老掏出一
张纸条， 是他用老底子钢笔书法写满的钟扬
简历， 看来是二老按我事先开的“菜单”，
回忆、 考证而成的口径提纲。

“1964年5月2日， 早上8点45分， 太阳
喷薄而起时， 钟扬出生在黄冈地区黄州镇。
住院前1小时18分， 我和他妈还在上课。 黄
冈中学同事比我俩还兴奋， 给孩子取名‘刚
阳’， 黄冈话念‘光洋’， 我们认为政治色彩
太浓， 且有铜臭味。 钟扬落地就灵泛好水，
于是取长江别名扬子江之‘扬’， 母亲河长
江正好绕黄冈而过， 定名钟扬， 意在时时提
醒他要爱国……” 钟美鸣操着成色十足的邵
阳话， 回忆几十年前的事， 口齿清晰， 嗓音
洪亮， 眉飞色舞。

采访从上午10点半直到晚上8点。 二老
打开尘封已久的回忆， 讲述勤劳淳朴的家
史， 钟扬三叔公的浴血抗日事迹， 曾风靡一
时的“黄冈神话”； 二老是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重点大学高材生， 王老是高中化学名牌教
师； 钟老理论水平高， 行政管理能力强， 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谱写黄冈教育神话时， 既
是倡导者， 又是执行者。 钟扬羞涩好静的孩
提时代， 父母的言传身教和严厉家风的熏
陶， 人生道路的关键选择， 忠孝两全的回
报， 科教援藏的艰难攀登， 钟扬出事当天家
人如何度过、 如何料理后事， 及走不出的无
尽思念……二老时而兴奋， 时而自豪， 时而
悲伤， 时而愧疚， 几次痛不欲生。

“老钟充当严父， 着重在学习和体格锻
炼上， 在思想方法、 道德品行、 三观上启发
指引， 严格苛刻， 培养孩子崇尚传统文化、
追求真善美的家国情怀。 我呢， 在衣食住
行、 处事方法上操心多点， 因势利导， 使孩
子从小养成注重细节， 尊重自然， 讲究效
率， 不丢三落四、 磨磨蹭蹭的习惯。 钟扬每
次出差前， 总要写张条子摆在桌上， 需要带
的东西一样都不少。 他的行李箱有根绳子，
大家可能没注意， 其实用处大着呢。 出差途
中， 野外科考， 假如裤带断了， 绳子可作裤
带； 箱子拉链坏了， 绳子可系箱子， 还可作
高原攀登之用。 我注重挖掘他的科学潜质。
他7岁时有次突然倒出手电筒的大电池， 用
铁钉钻出小洞， 灌注酸液。 我不但不责怪，
反而辅导他， 多次带他去实验室见习。 当
然， 孩子受老钟的影响最大。” 说着， 王彩
燕引我进书屋， 先看钟扬从中学到大学的笔
记， 再看钟美鸣的大学笔记和工作笔记， 工
整遒美的笔迹， 重点突出的记录风格， 甚至
每一章节的提示性加粗标题， 每一页左方低
四格的折线及注释说明等等， 父子如出一
辙。

“孩子像他爸， 志向大， 主意也大， 认
准的事， 九头牛都拉不回， 所以他一直很争
气， 很拼命， 很讲究责任担当， 什么都要追
求最好。 专题讲学， 科普讲座， 科学考察，
科研交流， 论文撰写， 辅导学生， 行政协
调， 种子采集分类……长年累月沪藏两地奔
波， 高原平地日夜切换， 严重休息睡眠不
足， 时时吞噬他的生命。 他一年难得见我们
一两次， 每年乘坐150多个航班从空中飞过，
上了飞机也等于上了班。 看到他忙忙碌碌，
疲惫不堪， 我们急啊， 多次劝告都没用， 知
道长此以往孩子不会长命的， 但压根没想到
走得这么早， 他还有很多事要做……”

所有亲属都介绍， 钟扬去世后， 王老体
现得坚强镇定， 远超常人， 但说到这里， 老
太太还是泣不成声。 厨房里也传来钟老的低
泣声。 还是王老擦干眼泪， 打破现场： “没

事， 你尽管问吧。”
我问： “钟扬为什么长期钟情于采集种

子？” 王老回答： “钟扬曾谈到， 这看起来是
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干的笨活， 实际上已迫
在眉睫。 随着人类活动频繁， 过度开发自然，
物种正在逐渐消失， 许多我们熟视无睹的东
西， 几十几百年后也许不存在了。 钟扬搞这
些基础性研究， 图的是给人类未来送点礼
物， 买点保险， 关乎国家战略啊！”

沉重的话题

我问： “钟扬因公牺牲， 138万车祸赔
偿金为什么要捐出来？ ” 钟老清清嗓子：

“料理了钟扬后事， 我接到交通事故赔偿通
知。 赔偿金是1362434元， 我们凑齐138万
元。 这是钟扬用生命换来的钱， 我们和他妻
子晓艳商量， 召集大毛小毛开家庭会， 决定
把这笔钱捐出去。 捐给谁呢？ 想来想去， 认
为捐给复旦大学用于奖励西部科学人才培养
最好。 晓艳当场跟复旦大学党委焦扬书记联
系。 焦书记开始不同意， 说赔偿金标准本来
就低， 怎么能捐呢？ 她是体恤我们家的诸多
困难。 我说， 知子莫若父， 把钱捐出来， 等
于替钟扬了却最大遗愿。 经我和晓艳反复请
求， 校方很快拍板， 设立‘复旦大学钟扬教
授教授基金’。”

我深有感触地说： “钱捐出去肯定好，
但以后您将面临多少难以想象的困难。” 钟
老说： “是的。 钟扬本来有一套房子， 为添
补儿子读书卖了， 一家人还挤在晓艳娘家。
上海消费那么高， 儿媳收入又一般， 大毛小
毛只15岁， 读书， 就业， 住房， 结婚， 还有
双方四个八旬老人养老送终等等， 这些困难
我们都考虑到了。 我和晓艳商量， 钟扬走
了， 我们还是要弘扬钟家严厉教子的传统，
让大毛小毛养成独立自主习惯； 我们夫妇尽
量不给组织添麻烦， 同时， 继续省吃俭用支
持晓艳吧！”

王老接过钟老的话： “钟家就是风雨同
舟度艰难的命， 五六十年啦！ 我与老钟结婚
不久， 我娘家人就遭受自然灾害困境， 我的
工资几乎全寄回去了， 几十年一家三口基本
上靠老钟的工资度日， 日子苦点， 但家庭温
馨幸福。 日子刚刚好了些年， 现在钟扬又走
了， 留下这老老小小一大摊子， 不过， 我们
应对灾难、 战胜困难还是有心理基础的。”

尽管二老成竹在胸， 坦然豁达， 但是我
能掂量出轻重， 白发人送黑发人， 他们正在
承受一个最沉重的话题。 我哭了!

待人的家风

中餐， 桌上摆着二老做的菜。 王老提示
桌上每个席位前的小纸盒， 是放就餐垃圾
的。 四方小盒一寸半见方， 废报纸折叠而
成。 这是二老发明制作的“专利品”， 每餐
一次性使用。 旁边一个纸箱里置满纸盒。

二老身患心脑血管、 前列腺、 糖尿病、
颈椎等十来种病， 心脏都做了支架， 但二老
起居饮食一切都是硬撑着自理， 还要招待源
源不断的客人。

王老介绍： “论厨艺， 小钟第一， 老钟
第二， 我最差。 我们工作太忙， 钟扬打小就
做饭， 煎炒炖煮， 样样精熟。 参加工作后，
钟扬一年四季脚不着家， 但在武汉工作时，
只要有空， 回家就陪我们逛街， 购物， 买
菜。 菜炒好， 饭盛上， 才叫我们上桌。”

钟老指着屋角一只纸箱， 接着王老的
话： “调到复旦、 援藏以后， 钟扬很少回
家， 但有时寄回些海产品、 干果干货、 牦牛
肉之类。 最后一次收到邮寄品是去年9月初，
上面贴张‘家书’， 写着‘祝爸爸妈妈中秋
快乐！’ 我们纳闷， 离过节还有个把月， 孩
子怎么就张罗这事呢， 平常中秋只打电话问
候的。 原来他准备悄悄去西藏待几个月， 现
在看来这是预兆。” 讲到这里， 二老泪流满
面。

见此我转移话题， 称赞菜好吃， 给二老
夹菜。 二老不让， 反而端着菜碗扒给我：

“好吃多吃点， 年轻人嘛。 钟扬一顿能吃三
四大碗饭， 喝一斤白酒。 我们劝他节食戒
酒， 他说高原采种子体力消耗大， 风餐露宿
没规律， 多吃点能储存能量， 多喝点能御寒
而且加强民族团结， 反正是我自费请喝。 末
了， 他用老家那句话‘呷得才做得’ 还给
你。” 等我吃完， 钟老将鳜鱼骨头沾着的一
点肉吸吮干净， 作料、 油星子都用饭团沾干
净吃了。 这是近些年我看到的最干净的餐后
菜碗了。

我下意识道： “采集种子既劳心费力，
又不赚钱， 短期出不了成果， 成不了论文毕
不了业， 还要冒生命危险， 为什么钟扬那么
多学生同事对他不离不弃呢？”

“可能是钟家的待人风格起了作用。”
钟老讲起一个故事： “2014年五一， 正好钟
扬50岁， 亲属想约他回武汉度假团聚， 也回
来看看我们。 哪想他根本不缘这根藤。 5月2
日他生日那天中午我打电话过去， 他正与上
海自然博物馆的老师学生吃饭， 气氛热闹。
他说上博多次请他讨论生物展厅说明书， 他
好不容易空出一天去博物馆加班。 老师学生
们请他吃中饭， 他记起是自己生日， 反客为
主执意做东， 洋洋得意着呢。”

王老接过话：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去
年4月底， 钟扬来武汉给中科院研究生上课，
学生们要请他吃饭， 他却把五六位学生带回
家吃， 自己系着围兜一下搞出十来个菜， 喝
了不少开心酒， 饭后又急匆匆上课去了。”

这时， 我想起一位邵阳老乡讲的故事。
十年前， 经钟扬联系介绍， 这个乡亲去复旦
大学附属医院看病 。 为了减少乡亲开支 ，
钟扬执意挽留其在自己家住宿， 并抽时间
做饭招待。 爱人张晓艳出差去了， 他硬把主
卧室让出来给1.58米的乡亲住， 自己1.8米的
个子却蜷缩在小房1.3米宽的沙发床上， 整整
8天。

原来， 钟扬待人接物方式也是遗传二老
的。 据说二老总是扶贫济困， 座上客常满，
樽中酒不空， 掏兜翻袋地待人。 二老把学生
当亲人招待， 教书育人， 诲人不倦， 桃李满
天下， 不少成为国家栋梁。 钟扬出事以来，
学生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武汉看望安慰二老。
都是上了年岁的学生， 有的几十年没见面
了， 二老却一见如故， 立马叫出姓名， 当年
谁坐在几排、 个性怎样、 有什么特长爱好，
如数家珍。

钟扬也是如此， 不仅在生活上、 经济上
关心帮扶学生， 更善于在三观上、 学术上、
思维方法上启迪学生。 所有学生同事朋友，
对钟扬生动的讲学、 段子、 故事、 单口相声
都历历在目； 对他的博学深思、 开朗豁达、
幽默风趣、 正直无私都交口称赞。 凡与钟扬
接触过的人都获取了正能量， 学生同事中愿
意跟随钟扬肝脑涂地搞科研者， 多矣。

纠结的问题

钟扬去世后， 钟老常夜不能寐， 深夜爬
起， 反复翻看儿子遗物和信息。 有一段钟扬
发自西藏的信息： “亲爱的二老， 记得5岁
时， 奶奶给我寄来一套衣服， 她自己种的棉
花， 亲自纺纱织布缝制好， 结果穿出时， 小
伙伴说丑得很， 我便脱下光着身子回家， 衣
服被别人扔掉了。 爸爸好气好气， 把我屁股
都抽肿了……35岁以后， 我才认识到， 父母
是最好的老师。” 采访时我问： “到底打了
钟扬多少次？” 钟老说只打过那一次， 王老
马上反驳说打了多次。 亲属们也说打过多
次。 钟扬表哥吕放光还在电话中帮助钟老回
忆； “舅舅， 我都看到您打过一次。” 到底
打了几次？ 我又问过钟老， 钟老始终都坚持

“一次说”。 为什么？ 采访时钟老反复说的
“我们对钟扬太严格了” 提醒了我。 钟老对
儿子的确太严厉了， 导致他非常愧疚， 情感
上过不去， 所以才固执己见求得一点心理平
衡。 于是我坚持“多次说”。

这是钟老最难回答的问题， 也是“较
真” 的钟老唯一的“谎言”。 善意的谎言，
渗透出更加神奇的情感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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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微信昵称

“人生没有绝对”
———钟扬父母忆钟扬

吕高安

“人生没有绝对， 不必等到临终才
来回首自己的人生， 只要把每个年龄段
该干的事都干了， 就能不负人生。” 复
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著名植物学家钟
扬教授不幸逝世， 他挑战极限只为播种
未来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

钟扬老家在邵阳新宁县丰田乡故里
坪 ， 距我家所在的村5公里 ， 去年9月
26日钟扬出事第二天 ， 我碰巧路过故
里坪村 。 钟扬的 “种子王国 ” 蜚声中
外， 却似乎离这里遥远。 钟家在乡的好

口碑， 缘自其乐善好施， 仗义疏财。 直
到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 才唤起一颗颗
瞪大的眼珠： 村里竟出了这般人物？

钟扬几个亲属是我故旧， 从未炫耀
过钟扬， 我无缘与他相识。 钟扬的事迹
从媒体涌来 ， 时时感动着我 ， 叩击着
我 ， 我多次垂泪兴叹 。 我
决定联系采访钟扬父母 ，
试 图 写 篇 “不 一
样” 的文章， 解密
钟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