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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4年，我还是一名中学
生，但喜欢新文学著作，崇拜一
些著名作家。这时候北京出版有
一种《中华周刊》，刊出了一个
《青岛与作家》的专栏，介绍了
曾在青岛生活、工作过的六七位
作家，有王统照、闻一多、老
舍、洪深……，在我读后才知道
这么多作家曾在青岛生活过，由
此而感到十分兴奋。

1948年，跟随着山音(吕寰)

去观海二路拜访过我崇拜的王统
照先生，他住在观海山巅，进门
以后上三层院落，许多石阶，是
平房，由于地势高，许多回忆文
章都将其说成是“小楼”。

1949年，毛泽东发表了《别
了，司徒雷登》一文，其中提到
知识分子应向闻一多学习。青岛
解放后，山东大学把闻一多的故
居称为“一多楼”。这两处名人
故居大家都知道。

康有为1923年居于青岛，1924

年购宅，1927年病逝于青岛。但康
有为故居是在哪里？我父亲在世
时曾说康宅的院子很大，百姓们
称为“康家花园”，但父亲早逝，没
留下具体地址。1980年康有为女
儿康同环的女婿，香港中文大学
的教师李云光先生出版了一本

《康有为家书考释》，其中说道，康
有为在青岛购下了“德国提督
楼”。德占早期中国百姓把德国总
督称为“提督”，“提督楼”是后来
的迎宾馆，即今德总督官邸，是一
座豪宅，我给李云光先生写信说：
这不可能：一，从来未听说迎宾馆
卖给过康有为；二，康有为也买不
起迎宾馆，从此与李玉光及他在
海外的亲属通信二十多次，落实
康宅旧址，但都难以定下。他寄来
的信封复印件是“福山路六号”，
我把今天的福山路六号照片寄
去，李云光先生回信讲：他岳母康
同环说不是，之后李云光先生寄
来六张旧照，不过是室内照片，凭
着窗户的形状和地面、墙壁，确定
下来是今天的福山支路五号，路
名、门牌都已经变了，现在称为了
康有为纪念馆，不过很遗憾，当年
住在这里的是康有为的儿女们和
随从人员都在海外，一直没有来
青岛看过。当时落实这样一处名
人故居用了一年的时间。

1980年认识了老舍夫人胡
青先生后，就问她当年在青岛的
时候他们一家住在什么地方，她
回信说：“初住登州路，不久迁
金口二路(今金口三路)。1936年
又迁至黄县路四号，在这里老舍

创作了《骆驼祥子》等作品”。
我把黄县路四号的照片寄去，她
却说不是，我又把黄县路及周围
画了一个图，请她标示。特别画
出了黄县路的那座石桥，她先说
记不起来有座石桥，于是搁置起
来。1982年胡 青重回青岛，一下
子就带到了黄县路那条小巷内，
现在的门牌已经是十二号了，这
才确定下来。但完全说清楚还是
黄宗江、黄宗英兄妹。原来老舍一
家住进来住在楼下，而之前黄氏
一家在青岛时住在该房子的楼
上，(黄家搬离后数月，老舍家才
租住进楼下)黄宗英明确说：“过
去有两个院门，一个是现在的院
门，门牌是黄县路。还有一个西门
在龙口路的小巷里，他们多走龙
口路的院门。”难怪胡 青记不得
那座石桥。

读巴金一篇文章，说1932年
来青岛，住在一个朋友“山上的
宿舍里”，我写信问巴老，巴金
回信说：这个朋友就是沈从文，
“山中宿舍”是八关山麓的八关
山。于是又写信问沈从文他说是
福山路三号，他住进去的时候房
子刚建好，由于门牌的变化还不
敢肯定，去北京拜访沈从文先生
的时候，他给看了一张照片，果

然是福山路三号。
洪深的故居，起初是供职于

市图书馆的韩宝生，他是洪深的
学生，说是福山路一号，1978年认
识曲培谟 (山东农大图书馆的馆
长)，三十年代他是山大图书馆的
管理员，他也说是福山路一号。

梁实秋在文章中在青岛住在
鱼山路七号，并且具体说住楼
上、下均是四间，有地下室。当
时市图书馆在鱼山路上，我中午
逐个看鱼山路上的小楼，两层小
楼很多，有几处是两层四间，但
七号肯定不是，因七号是海洋大
学，又搁置起来。1991年梁实秋
的女儿梁文茜来青岛才认出来，
现在的门牌号已经是33号，有趣
的是这座小楼正对着我的办公室
的窗户，我每天都面对它，但30

年来并不知道它就是梁实秋故
居。

萧军、萧红、舒群的故居在

萧军的文章中明确记为观象一路
一号。但门牌有否改变呢？把照
片寄给了萧军，他来信不但确定
了是这小楼并赋两首诗：

一：
小楼犹似故时家，四十年前

一梦赊。
碧海临窗瞰左右，青山傍户

路三岔。
深宵灯火迷星斗，远浦归帆

贲浪花。
往事悠悠余几许，双双鸥影

舞残霞。
二：
生死别离两浮沉，玉洁冰壶

一寸心。
缘聚缘分原自幻，花开花谢

罔怆神。
珠残镜破应难卜，雨走运行

取次分。
尽有伯牙琴韵在，高山流水

那堪闻。

青岛名人故居的寻访
□□鲁海

有这样一件真实的事：多年
前，在偏僻农村的一个贫困家庭
里，孩子考取了初中，要到五里以
外的学校去上学。全家人为给孩子
买一个书包和置办一身衣服而犯
了难，孩子愁眉苦脸地直叹气。

这时，他的妈妈语重心长地
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孩子，你要保持快乐，这
是我们穷人最后的奢侈。不要轻
易丢掉快乐的习惯，否则我们将
更加一无所有。快乐是一种美
德。

“你要学会在上学的路上，
在每一个清晨或者傍晚，仔细倾
听万物的语言，试着与旁边的河
流、山丘、树木、花草交谈，在
你经过的每一个村庄，给那里的
人留下你的笑声。

“如果你明白了快乐是一种
美德的道理，那么你就会把快乐
随时带在身边，无论你的书包有
多重，你也不会把它扔到路边或
者沟里。

“你要记住，快乐是能够传
染的。你要把你的快乐传染给你
旁边的每个人，无论是你的同学
还是老师，无论是穷人的孩子还
是富家的孩子，无论是劳累的农
夫还是生病的旅人，无论是赤脚
光腚的孩子还是为找米下锅犯愁
的母亲，无论是推车的成年人还
是放羊拔草的少年儿童，你都要
把快乐传染给他们，让他们和你
一样，像鲜花一样绽开笑脸。

“快乐是一种美德，你给了
别人快乐，别人也会给你帮助；
快乐会让别人记住你，让你在人
们的心中永驻。孩子，这是一笔
多么大的财富！谁说我们穷？我
们富裕着呢，照着去做吧！”

后来，那个孩子非常健康地
在贫困中成长，有着很好的心理
素质，也有着极好的人缘，参了
军、提了干，后来转业到地方国
家机关，成为同龄人中佼佼的厅
级干部。

有人说过，“装出来的快乐
也值钱”。我持赞同态度。

经常情况下，快乐并不是什

么时候都有的，相反，不快乐的
时候倒是常常有。为了一种需
要，为了一种责任，为了他人的
幸福，主动去装出一份快乐，与
别人的感受交织在一起，与一个
特殊的环境相匹配，这本身就是
一种美德。

有一对年轻夫妇因性格不合
离异了，但双方的父母都年纪大
了，经不住儿女离异的打击，所
以这对夫妇一直未向父母吐露真
情，并相互约定，每月一起到双
方父母那里去一次，吃一顿饭，
陪老人说说话儿。

可以想象，为了让老人们快
乐，他俩必须假装快乐，其实是
不快乐的。这场戏他们一直演了
10年，至今还未收场。虽然假装
是别扭的，但看到老人们很快
乐，他们也感到值得。

我很佩服他们。原因就是，
这个世界的美好，既是由表里如
一的快乐构成的，也有假装的快
乐在背后所起的作用。假装快乐
能够给别人带来真正的快乐，难
道不高尚吗？

再让我们听一个故事：
有个男孩养了只小乌龟。在

一个寒冷的冬天，小男孩想让这
只乌龟探出头来，用尽了他所能
想到的办法，却怎么也未能如
愿。

他试着用手去拍打它，用棍
子去敲击它……但任凭他怎么
拍、怎么敲，乌龟就是动也不
动，气得他一整天噘着小嘴，很
不开心。

后来，他的祖父看到了，笑
了一笑，帮他把那只乌龟放到了
一个暖炉上面。过了一会儿，乌
龟因温暖而渐渐地把头、四肢和
尾巴伸出了壳外。

男孩开心地笑了。他的祖父
对他说：“当你想要让别人按照
你的意思去做、去改变时，记住
不要采取攻击的方式，而要给予
他关怀和温暖，这样的方法往往
更加有效。”

关怀和温暖，既是一种美
德，又是快乐的源泉。

快乐是一种美德
□董立勤

纪念
□陈宪禹

我终于还是忍不住落下
泪来。

一屋子的熟悉，八仙桌、
太师椅、紫砂壶、象棋……

唯独不见了爷爷。
仿佛昨天我们还坐在那

儿下棋，仿佛昨天我们还在
一起喝茶，仿佛昨天我们还
一起扫雪，也仿佛就是昨天，
那熟悉的音容笑貌，那伟岸
的身躯，终化为一 灰土，永
不能再相见！

我擦了擦泪，我不想让
奶奶看见。

我坐到了太师椅上去，
情不自禁地点燃了一只烟，
靠在椅背上若有所思地吸了
一口。爷爷在时，好像就是这
样子，我脑海中出现了爷爷
坐于此吸烟的镜像来……

我终于还是忍不住又落
下泪来……

我随手拿过爷爷年轻时
的一张黑白底色的相片。那
是他与同事们的一张合影。
爷爷那时究竟多少岁，我也
不知道。魁梧的身材，板正的
制服，英俊的脸庞，我只知
道，那是年轻时的爷爷。照相
的地点是爷爷一生引以为豪
的单位——— 中铁四局。那时
的爷爷好年轻啊！然而，就这
么不知不觉中，爷爷的一生
已经终结。

我胡乱地想着，忍不住
想起了爷爷最后痛苦的样
子：每一次呼吸都那么困难，
一口气咽下去，要费那么大
劲才能再呼出来，一呼一吸，
都仿佛紧紧揪住我的心跳。

我擦了擦泪，无意识地
用爷爷留下的紫砂壶倒了一
杯水，机械地喝下。其实，我
并没有渴的意思。

然而，这，又使我想起了
爷爷生前的饮食景象，引发
我心里阵阵的酸痛。

自病情加重的一年多
来，爷爷每一次吃饭，都是吃
一口吐大半口出来。有时，爷
爷自己也熬得辛苦，常发脾

气说“我非得活活饿死不可！
你们快找点药把我给药死
吧！”每每看见爷爷的痛苦，
奶奶、爸爸、妈妈也总是抹眼
泪。他们常安慰爷爷：“等食
道 里 的 炎 症 消 了 ，病 就 好
了。”仿佛这些能打消爷爷什
么疑虑似的，过后，爷爷就能
坚持着生活。

我清楚地记得，从爷爷
最后倒下起不了床，到最后
走，三十六天的时间里，爷爷
一口饭都没吃。就连水，我们
每次给爷爷喝，爷爷也总是
喝一口，便完全吐出来。每天
只靠输液维持着。在最后几
天的昏迷阶段，有一次爷爷
醒来，迷迷糊糊地问我妈，“家
里还有粮食吗？”我妈说，“有
啊。”爷爷说，“有也不能吃吧，
留下来给家里吃吧。”然后，又
过了一会儿，爷爷冲我说“我
饿得慌啊！”我听后，心如刀
绞。我不知道，爷爷想起了什
么说出这番话。我猜爷爷大约
是想起了少时被抄家后，家里
那一段艰苦时光来。从那之
后，爷爷没再说过话。

我忍不住地回忆着……
我是八月十二日晚上赶

回家的。当时，我只得知爷爷
的病情比我开学回校时更重
了。我当时进到屋里看爷爷，
爷爷仰着头看着我笑。我满
心高兴。我妈在旁告诉我，

“你爷爷不认人了，看谁都这
么笑。”我当时一下子呆住

了。爷爷本来耳背，现在更是
很难听见声音，我喊爷爷，爷
爷依然还是看着我笑。我赶
紧坐到爷爷身边，大声喊“爷
爷，我是方啊！你不认识我
了！”我握着爷爷的手，哭起
来。忽然，我看见爷爷脸上的
笑消失了，瞅着我。接着，爷
爷的手在用力握我的手，身
子并试着向我靠拢，并一直
想开口和我说话，虽然我没
听清楚。但是，我知道，爷爷
认出我来了。过了半个小时，
爷爷又冲着我笑起来。

我松开了爷爷的手，让
爷爷静静地躺着。我看着爷
爷的形貌：脸颊深陷、颧骨高
凸，整个身体也如在一副骨
架上紧紧地裹了一层皮，所
有的动作都不能自己完成。
我回家的第二天，大夫已不
再为爷爷输液，停止治疗。

爷爷走后，妈妈和奶奶
按照乡里的习俗给爷爷打扮
穿戴。最后，奶奶把一件黑呢
子风衣给爷爷穿上。奶奶说
爷爷生前很爱好，很喜欢穿
黑呢子风衣，要把爷爷打扮
舒心地上路。

我为爷爷守了一夜的遗
体，做了最后的道别。第二天
上午，人们把爷爷的遗体抬
走。等下午回来时，是哥哥亲
手把爷爷的骨灰捧回。哥哥
回来哭着对我说：“那么一个
人，进去，出来，就这么一
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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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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