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儿一出国，我的生物钟就乱
了。

从她走的第一天开始，我的生
物钟就变成了加拿大时间。我这里
的早上，是她那里的晚上；我这里的
晚上，是她那里的早上。每天我都要
跟她微信聊天，或文字，或语音，或
视频。宝贝儿说：“你到加拿大，可以
不用倒时差了。”

幸好是在微信时代，生活在有
wifi的世界，虽然中国距加拿大十多
个小时，一个在地球这边，一个在地
球那边，但在微信上感觉好像没有
距离，感觉女儿就在身边，随时就能
联系到，随时可以聊天，能听到声
音，能看到笑容。搁在30年前，打个
电话都费劲，写封信来回要一个多

月。搁在20年前，电话便宜了不少，
信就改成伊妹儿了，打开电脑马上
就能看到，马上就能回复。搁在十多
年前，网上也有视频聊天，但网费不
少，视频可能还常常卡死。而现在，
微信简直秒杀一切通信工具，又便
捷又便宜又直观。

女儿快要初中毕业时，就想出
国读高中，从上小学开始，她的英语
成绩就非常好，听英文歌、看英文电
影是家常便饭。后来她随我去了泰
国、俄罗斯，还自己到英国游学半个
多月，这都让她信心满满。

确定去加拿大，是去年第二次
带她去参观在北京举办的国际教育
展。那次她自己去各个摊位咨询、选
择，到了加拿大的摊位前，与一位女
老师聊了几句后，那老师格外喜欢
她，当场拿出手机跟加拿大的招生
官特意推荐我女儿，并请那位招生
官到北京后一定见见我们。

这么一来，女儿去加拿大上学
的事逐步成真。接下来，过完春节，
便开始填表申请、与那边的老师联
系，这些工作都是女儿自己上网完
成的，我只在一旁做些指点。眼看着
时光一天一天过去，交钱、交各种资
料、办签证，一切都顺顺利利，直到
签证下来。

这时，我似乎才意识到，一家三
口的生活进入了倒计时，我们真正
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了，待在身
边十多年的孩子就要远走高飞，女
儿就要开始自己全新的生活了。

我忽然想起自己当年16岁离家
到北方上大学时的情形，离开父母
时，我一点也没有考虑父母当时的
心情，只是自己豪情万丈地迈了出
去，不知他们是不是也像我今天一
样心里五味杂陈？现在回想起来，那
是一定的，每个父母看到孩子长大
离开时，都会产生难以言说的心情，
难过、欣慰、骄傲、担心、思念等等。

好多朋友问我，现在就把孩子
送出国去，舍得吗？怎么想的？我跟
他们说，要是当年我父母也有条件
把我送出去，我会乐得翻几个筋斗，
不管前面有多少难处，我也会毫不
犹豫向前走，而且相信自己会越走
越好。

当然，宝贝儿是个女孩，能独自
出去更要有胆量和勇气，何况她比
我当年外出求学时的年龄还要小一
些。让我欣慰的是，她做到了，又一
次自己出行，更是独自一人从温哥
华飞到卡尔加里，开始了异国的新
生活。

其实，我知道女儿在那人生地
不熟的异国生活会很辛苦，会感觉
疲惫和劳累，会有奔波和劳顿，甚至
还有很多不适应，但其实这是每个
人长大成人、走向独立生活时多少
都会遭遇的事情。女儿一直都是个
乐观、开朗、有自信心的孩子，我相
信她有能力、有毅力、有信心、有胆
识去迎战那些困难，适应那里的生
活，开创自己的未来。

在家的时候，我经常跟她说周
星驰电影中的那句经典台词：“做人
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而现在，我
也叮嘱她，一定不要忘记这一点。当
然 还有，老 爸 老 妈永远 在 你 身
旁……

(本文作者为央视电影频道导
演，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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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为戈】

生物钟乱了
□刘武

法兰克福的正义女神
——— 东欧十国游之一

【行走笔记】

□智效民

她手持象征公平正义的天平，矗立在市政厅的对面，仿佛时时刻刻提醒着那些掌
握公权力的人们，不要忘记公平正义的原则，更不要以权谋私，坑害民众。

位于美因河和莱茵河交汇处的法兰克
福，在欧洲有交通中心、金融中心和会展中
心的美誉，它的机场是欧洲第二大航空港，
也是德国通向世界各国的门户，因此这个城
市就成了我们这次东欧之旅的第一站。

听导游说，法兰克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两千多年以前，当时莱茵河和多瑙河是罗马
帝国的北方边界。因为这一带无险可守，所
以罗马人在两条河流之间修筑了连绵数百
里的长城，于是法兰克福就成了莱茵河畔的
一个要塞。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这里的军
营日渐荒芜，法兰克福也几乎被人遗忘。

直到公元8世纪末期，这座城市才再
度兴起，而这次兴起与下面的传说有关：
那是一个漫天大雾的早晨，东征西讨的查
理大帝因为打了败仗，逃到美因河与莱茵
河的交汇处。由于找不到向导，大军无法
渡河。正在走投无路之际，他看到一只母
鹿从美因河上涉水而过，于是他率领大军
渡过河水，绝尘而去。为了纪念此事，查理
大帝下令在当地建筑一座城市，取名法兰
克福，意思是法兰克人的渡口。到了公元
794年，法兰克福作为查理大帝的行都首
次载入史册。从此以后，法兰克福开始成
为中欧地区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

三年前我去意大利等六国旅游，曾经
路过这座城市，只因为来去匆匆，几乎没
有留下任何印象。这次东欧之旅，法兰克
福是整个行程中的第一站，因此可以略微
弥补一下上次的遗憾。

与许多欧美城市一样，法兰克福既有老
城又有新城，它们分布在美因河两岸。如今
的美因河水势很大，似乎找不到可以趟过去
的地方。河上有许多桥梁，在这些桥梁中，最
有特色的是那座只供人们步行的大铁桥。

据说早在19世纪60年代，美因河上的老
桥不便于马车通过，因此法兰克福居民想要
过河很不方便。为此，市民们多次向市政厅
反映情况，希望能修建一座新桥改善大家的
出行状况，但是市政厅的官员却固执己见不
予理睬。无奈之下，大家只好自发地组织起
来集资建桥，并终于在1869年把桥建成。后来
官员们看到市民的决心和铁桥的作用以后，
才同意由市政府偿还建桥的投资。法兰克福
民众的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大铁桥之外，罗马广场的正义女
神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罗马广场位
于法兰克福老城的中心地带，这里最初是
一个贸易集市，到了中世纪的时候才成为
城里最大的广场。广场的西面有一座三位
一体的哥特式建筑，那是法兰克福市政厅
的所在地。在市政厅的对面，也就是罗马
广场的中心，有一座正义女神的雕像，她
手持象征公平正义的天平，矗立在市政厅
的对面，仿佛时时刻刻提醒着那些掌握公
权力的人们，不要忘记公平正义的原则，
更不要以权谋私，坑害民众。正义女神的
雕像自1611年建成，到现在已经有500多年
的历史了。它可以说是法兰克福自由民主

进程的最好的见证。
无巧不成书的是，就在我们离开罗马广

场的时候，正好遇上了法兰克福妇女为了争
取同工同酬而组织的示威游行。看到这种久
违的场面，大家都很兴奋，我甚至跑进游行
队伍与她们合影留念，她们也非常高兴地接
纳了我这个来自异域的不速之客。

市政厅的二楼是皇帝厅，据说过去这
个大厅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举行加冕典
礼的地方。大厅四壁悬挂着从查理大帝到
佛朗茨二世总共52位皇帝的画像。遗憾的
是由于时间紧迫，我们没有能够进去看
看。现在的皇帝厅是市长的接待大厅，每
逢德国国家队凯旋，市长接待他们的时
候，大厅的露台和整个广场，就成了球员
和球迷们狂欢的海洋。

除了罗马广场，我们还参观了两个教
堂。一个是圣保罗教堂，一个是法兰克福大
教堂。圣保罗教堂是圆顶建筑，1848年的法兰
克福国民议会曾经在这里举行。这次会议还
制定了“保罗教堂宪法”，并于第二年正式颁
布。这是整个德国通过民主决议产生的第一
部宪法。它虽然没有正式实施，但是其中的
迁徙自由、思想自由和集会自由等内容，对
德国后来的制宪过程产生了巨大影响。据导
游说，如今这里已经不再作为教堂使用，而
是成为举办各种展览和活动的场地，例如法
兰克福书展期间著名的德国书籍交易会与
和平奖颁奖典礼，就在这里举行。

与圣保罗教堂相比，法兰克福大教堂是
一座哥特式建筑。因为德国皇帝曾经在此加
冕，所以又称为皇帝教堂或加冕教堂。教堂
内部有300多个台阶可以通向钟楼顶端，从那
里俯瞰全城，美因河两岸胜景尽收眼底。可
惜我因为年龄的原因，没有上去。据说在中
世纪的时候，钟楼上还设有号兵，每逢轮船
到达，号兵都会吹号致意。

离开罗马广场，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
了。导游领我们来到歌德故居。只见那是
一座二层楼的巴洛克建筑，米黄色的外墙
简朴低调。因为时间太晚，故居已经关门，
所以失去了进去参观的机会。这，也成为
我二次来到法兰克福的一个遗憾。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著有《长袍与
牢骚》等书）

特殊年代的难忘记忆
【往事如烟】

□李绍强

那时成年人忙于“阶级斗争”，我们则由于时局动荡，无人管理，处于半失
学状态。少儿精力旺盛，各种游戏应运而生。

看到现在的小学生背着或拉着沉重的
书包，想起了我那玩多学少、令人难忘的童
年时代。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风暴席卷
中国，各种机构无不陷入瘫痪状态，我就读
的附属小学也被砸烂，师生被遣散。由于我
家所在的大学校园地处县城郊区，非城非
乡，环境特殊，故我们陆续进入附近的乡镇
小学读书。那时成年人忙于“阶级斗争”，我们
则由于时局动荡，无人管理，处于半失学状
态。少儿精力旺盛，各种游戏应运而生。首先
是自制玩具，如用铁丝弯制弹弓，可弹射石
质或纸质弹丸，我做的弹弓质量优异，众童
纷纷仿效，用此曾一天击落多只麻雀。或用
泥巴塑造各种玩具，如坦克、手枪、房子等，晾
干后不输现在的各种昂贵玩具，无意中锻炼
了动手能力。其次是各种游戏，如弹玻璃球、
打嘎（击打如梭短木棍）、摔纸板等，我弹玻璃
球特准，能一米开外击中；打嘎有一次洞穿
邻居家窗户玻璃，事后只能道歉赔钱。虽然
偶有意外，但男孩们乐此不疲。女孩们有另
一套游戏，如跳皮筋、掷沙包、跳房等。

我们校园内栽种了大量白杨树和梧桐
树，此外还有苹果、核桃、黄杏等果树，枝繁
叶茂，数排教室和宿舍掩映其中，远看就像
一片大树林。我们夏天晚上抓知了改善生
活，冬天扫树叶、捡树枝用来烧锅。傍晚炊烟
袅袅，父母呼唤，如鸟归巢，阖家聚餐；那时
虽青菜粗粮、生活艰苦，甚至吃不饱，但无忧
无虑，其乐融融。春天小鸡出壳，毛茸茸很是
可爱，我缠着母亲买了几只，为此投入了相
当大的精力，经常抓知了喂养它们。可能是
营养较好，其中一只红公鸡长得威武雄壮：
鲜红的鸡冠，油亮的羽毛，高大的身躯，尤其
是性格好斗，甚是惹人喜爱。看露天电影是
当时唯一的娱乐活动，虽然只剩下样板戏和
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之类，且反

复看过几十次，影片中的情节倒背如流，但
每次都是早早占好座位，在长时间的等待中
做各种游戏，当打出灯光时，竞相在空白银
幕上做出诸如兔子、小鸟等手影，以此为乐。
除此之外，还到学校南边的沂河中戏水游
玩，站在浅水区中，只见河水清澈见底，微风
吹来，涟漪阵阵，放眼望去，青翠连绵，碧水
蓝天，真是美不胜收。同学们或在河滩嬉戏，
或在水中游泳，我却因滑入沙坑喝过几口
水，心存畏惧，终成旱鸭子。1968年，我转入另
一村庄小学读书，此处教学秩序略好一些，
故持续念了一年多时间。语文老师是民办教
师，水平虽低但认真负责，记得一次写作文，
他写了整整一黑板的各种成语，让我们据此
成篇，其中好像有诸如“春回大地”、“鸟语花
香”之类，我挑选一些成语写就一篇记叙文，
竟然得到赞扬。他鼓励我好好学习，以后成
名成家，这话当时只是一句戏言，40多年后
忆及于此，令人感慨万端。

1970年底，附属中小学恢复，我们从附
近乡镇小学回归，师资和教学设备大为改
善。此时“文革”高潮已过，开始了所谓整顿
阶段，我们的学习也步入稳定时期。虽然上
课比以前正规，但课外几乎没什么作业，大
量闲暇时间用来玩耍。当时乒乓球是国球，
举国投入，我们也陶醉其中。那时条件简
陋，水泥案台，砖块做网，光板球拍，没有旋
转，硬碰硬的情况下，球的破损率较高。但
我们劲头十足，玩得不亦乐乎。进入初中
后，我学会了打篮球、排球，课外活动多在
操场度过；课间我们围成一圈，将排球托来
托去，手上功夫逐渐娴熟。当时中小学实行
九年制，中学教材非常简单，数、理、化不用
说，历史课本只剩下历次农民起义。只有语
文课本中的一些古文给我留下印象，如

《愚公移山》、《陈涉世家》、《黔之驴》、《武

松打虎》等，至今能背诵其中段落。当然这
些不能满足需求，利用父亲的借书证，我
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如《西游记》、《水浒
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子夜》、

《家》、《春》、《秋》以及《邦斯舅舅》、《欧也
妮·葛朗台》、《朱安党人》、《九三年》、《母
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克
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青年禁卫军》、《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这些阅读滋养学识，
提高水平，使我受益终生。

当时强调劳动锻炼和社会实践，从小
学到中学，每年麦收都下乡帮助农民捡麦
穗或割麦子，还到汽修厂学习机械制造，虽
说吃苦受累，但有了不少书本外的体验。
1974年，政治风暴再次来临，开展所谓批儒
评法运动，我加入了理论学习小组，啃读

《中国哲学史》，宣讲儒法斗争小故事，俨然
以教师身份登台，不承想以后竟成为我的
终身职业。此间我们还读了一些马列著作，
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
与革命》等，虽似懂非懂，但也算接触了一
点社科理论。此时“读书无用”充斥，“白卷
英雄”横行，学校陷入混乱，课程无法继续。
为毕业后走向社会做准备，我们分成学工、
学医、美术等“专业”小组，深入工厂、农村
劳动学习，想掌握一技之长，以备他用。来
年7月，我们高中毕业，或下乡或务工，各奔
东西，掀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事物总有两面性，有弊就有利。虽然我
从小学二年级到高中毕业都在“文革”中度
过，荒废了学业，耽误了青春，但宽松的学习
环境、充裕的课外时间，使我们身心得到很
好发育，从而提高了动手能力，培养了自学
习惯，协调了群体关系，增强了社会认知能
力，这些都是当今应试教育所难以企及的。

(本文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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