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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随想录》“特别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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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整理收集各个时期
出版的巴金《随想录》版本，其中有
一本是珍藏了整整40年的“特别版
本”。

之所以说这本《随想录》是“特
别版本”，是因为它是由南京师范学
院学报编辑部以《文教资料简报》形
式编印内部发行的。这本“资料简
报”封面简陋，用订书机装订而成。

那么，我又是如何得到这本《随
想录》的呢？

还在孩提时，我就从长辈的口
中知道了巴金的名字。上小学后，
我 陆 续 开 始 阅 读 巴 金 的 《家》

《春》《秋》《寒夜》《憩园》 等作
品。虽然在阅读这些小说时，对作
品的深刻主题并不是很理解。但
是，小说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却深深
地打动了我的心灵。中学毕业被分
配到崇明农场后，我还是冒着风险
将已经打为“毒草”的巴金的作品
悄悄放入行李中。

在以后的日子里，巴金的小说
伴随着我度过了无数个漫漫长夜。
1977 年 5 月 25 日，喜欢读报的我，
突然在连队的阅报栏上读到巴金发
表在《文汇报》上那篇长达五千字的
散文《一封信》后，简直不敢相信，历
经“文革”的磨难，巴金竟然还活
着。这以后，劫后余生的巴金的文
章和音信都会引起我的关注。

1978年底，当我得知已经74岁
高龄的巴金用“讲真话”之笔开始创
作《随想录》第一集时，产生了强烈
的阅读欲望。可是文章均是刊载在
香港的《大公报》上，内地的读者根
本就看不到。1980 年 1 月的一天，
我偶然得知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
部在征得巴金同意后，以《文教资料

简报》丛书之三的形式编印了《随想
录》第一集在大陆发行的消息后，我
立即花了0.35元工本费加上0.05元
的外埠邮寄费，邮购了这本《文教资
料简报》。

捧读这一“特别版本”的《随想
录》第一集，我如获至宝，一口气就
读完了被誉为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
思想解放过程全纪录的 30 篇讲真
话文章。那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的
对人生的反思、自我的忏悔文字，至
今依然激荡着我的心灵。从 2003
年开始，我约请了长期在巴金身边
工作的作家协会的陆正伟在《东方
剑》杂志开辟了“世纪巴金”栏目，系
统地介绍了巴金一些鲜为人知的情
况。

在阅读和编发稿件的同时，也
使我的心灵不断得到升华。后来陆
正伟先生在赠送我的《巴金传》扉页
上题写道：我与刘翔对热爱的巴老
情结所系，感谢刘翔为我在《东方
剑》开辟“世纪巴金”栏目所付出的

辛劳。我对陆正伟先生说道，其实，
我们真正应该感谢的是巴金，是巴
金用他的文字滋润了我们的心田、
唤起了我们的良知。

现在想来，在当时的形势下，南
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为满足内地
读者迫切想阅读巴金《随想录》的需
求，显然是非常智慧地做了一件大
好事。虽然若干年后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全套五集《随想录》的单行本
时，我在第一时间买到手。但这本

“特别版本”的巴金《随想录》第一
集，无疑成了我收藏巴金作品中最
具价值的一个版本。

2005 年 10 月 17 日巴金逝世，
24 日下午 2 时 30 分，当我和无数
敬仰巴金先生的人们一起来到龙华
殡仪馆为他送行的时候，真切地感
受到了一个活在人们心中的“永远
的巴金”。心中不由默念着：巴
老，有你在，灯亮着！你不在，心
亮着！

（本文作者为《人民警察》编辑）

说起体检，大家并不陌生。有
人把体检看的很重，一旦发现报告
中有不符合标准的指标，就如临大
敌、如坐针毡、神情紧张，跑医院托
关系找熟人，非得弄个明白；也有
人无所谓，检过算过，甚至对报告
视而不见，该干嘛还干嘛，一句话，
外甥打灯笼照旧。

我一向自诩淡定从容，一来自
己身体较好，每次体检出来的都是
小毛病；二来性格比较内敛，不会
轻易发作。没曾想到这两年的体
检，却让我惊慌失措，身心备受煎
熬。先说去年的体检吧，等所有的
检查做好，来不及拿报告我就匆忙
北上参加培训了。半个月回来后，
报告早已放在办公桌上，我随意打
开翻了翻，发现超标准的指标越来
越多。

一开始我不当回事，当看到肺
部 CT 中写有“两肺下叶钙化灶”
时，想到自己前段时间呼吸不畅、
胸闷气短，隐隐约约感觉肺有点问

题，加上单位去年有人中招，为此
还动了手术！想到这里，我再也淡
定不起来了，整个人心神不宁，无
心工作，立即去网上找“度娘”问个
究竟，可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让
我无所适从。这时，我又想起了微
信朋友圈里的医生，于是把报告发
过去，他说可能是以前得过肺结核
肺炎，不放心的话去医院查一下。

他的回复，不仅没有找到一点
心理安慰，反而让我更加焦虑。第
二天，我决定去医院看一下，医生
开了很多单子，让我先去检查，等
报告出来后再过来。接着我疲于
做各种检查，做好时已是中午了，我
也没心思吃饭，焦急地等待着结
果。下午三点报告终于出来了，我
没敢看，忐忑不安地拿给医生，像犯
人一样等待他的宣判。几分钟后，
他说肺部没问题，就是之前有炎症，
留下一些疤痕。我如释重负，心中
悬着的石头终于放下了……

经历了这场煎熬和折磨，我害
怕看体检报告了。但就在上个月，
报告又照例放在桌上，我犹豫了一
会儿，看还是不看，最终还是打开
了，老问题依旧，又出新问题。胃
病筛查的两个指标严重偏离标准，
想起肚子老是饱胀、拉稀，难道是
……接下来的历程和去年如出一
辙，先是网上搜，一搜吓一跳；然后
在朋友圈里问，模棱两可；最后还
是去医院看，一通检查下来，心力
憔悴。最后医生说是慢性胃炎！
我欣喜若狂，飞快地走出医院……

经历了这两次惊魂的体检，给
我很大的启发，人的身体就像一台
机器，使用时间久了，难免会出现一
些故障，平时要注意保养；用阳光乐
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和工作，即使体
检指标出现异常，也不要过分紧张，
直接去医院看，少去网上查询和询
问他人，免得给自己徒增烦恼。

前几日的“话孔子·品论语”课
上，我们探讨了“如何做一个称职
的孩子——孔子的为子之道”这一
专题，其中孔子所说的“父母之年，
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
惧”一句使我触动很大。是啊，有
父母的陪伴是多么幸福的事，可我
们从小到大又何曾为父母尽过什
么孝呢？又何曾关心过父母的喜
怒哀乐呢？

这样想来，我以前真是个不称
职的小孩，真希望自己也能做些什
么，成为一个称职的小孩啊！

有了，老妈的生日不是快到了
吗？这不正是我表达谢意的最好
时刻吗？做些什么呢？思来想去，
老妈好像啥都不缺！要不做个有
意义的礼物送给她？我的礼物一

定要独一无二，满是心意！
突然想到老妈很喜欢在微信

里发我的生活趣事和照片，咦，如
果我能将妈妈的微信编辑一下，编
成一本手写的微信书，她会不会感
受到我的心意呢？一定会的，越想
越兴奋，说干就干！

一个起身。可能太兴奋，没把
好尺寸，声音有点大，妈妈有些奇
怪，“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居然那
么早起来了！”“我要做件大事儿，
提前说好，不许打击我。”“嗯哼！”

拿了老妈手机，再拿好A4纸，
订书机，开始实行我的伟大事情
儿。点开老妈手机，发现微信从
2011 年 9 月 1 号开始，那是我刚上
小学的第一天，照片上是我背着小
书包，迈向小学的背影，老妈写着：

“妞妞，祝贺你，全新的一天……”
读着妈妈的微信，我突然有一

种莫名的暖流流过心底，真的，从
来不知道我在妈妈的世界里是如
此重要，里面不是关于我的糗事就
是怎样让孩子长高、怎样提高成绩
等等，妈妈，原来您是如此爱我！

开始记录：1.育女三十六计；2.
女儿生日；3.开学……我记了整整
一大本，还在有些微信下面写了自
己的想法。最后我在封面上写了

“老妈的微信书”和大大的“妈妈，
我爱你”！看着这几个字，看着这
本我手写的微信书，我有一种很幸
福的感觉。

老妈生日那天，我抱着这份礼
物跑到妈妈身前，她正在做我爱吃
的可乐鸡翅，对她郑重地说：“妈

妈，我要送你一份很特别的礼物，
你猜猜!”当我将这本手写的微信书
捧到她跟前时，我发现妈妈不讲话
了，只是静静地看着书，又看着我，
眼中闪着光，我想那是幸福的光
芒。妈妈接过了微信书，看着书的
封面，突然好像有一滴泪水掉在了
书上。妈妈坐下，一页一页地看，
时不时笑一下。

我突然发现，原来我不需要做
什么大事，只要一件充满爱的礼
物，妈妈就会那么开心。这是我送
的第一份礼物，但决不会是最后一
份礼物。“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是的，在我
们相互陪伴的日子，记住所有的美
好，不害怕长大，不害怕衰老，因为
有爱，这就是最长情的告白！

■ 黄根裕

金汇桥（钢笔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