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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中高级知识分子居多，每当与他们谈起
父亲，似乎都有很多话要说。人们常说父爱如山，
虽然父爱深沉蕴藉，但也给人沉重的压迫感。我
的同龄朋友中，与父亲关系紧张的居多。在他们
眼中，父亲总是固执、不善于沟通、不懂得表达感
情的人，在处理与儿女的关系上简单粗暴，家长
作风明显。但在他们心里，父亲也有另一面，勤劳
善良，正直诚实，大多是性情中人，有着不自欺也
不欺人的美好品质。

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大致有两
类：一类是不近人情型，父子关系形同水火；一类
是纵容溺爱型，父亲为了儿子可以徇私枉法，甚至
不惜杀人。小时候喜欢看章回体小说，也喜欢听评
书，看传统戏曲，发现正面人物对儿子狠的居多，
比如岳飞杖责岳云。最接受不了的桥段是辕门斩
子。儿子犯了军法，罪不至死，做统帅的薛仁贵居
然喝令刀斧手把薛丁山推出辕门斩了，最后经人
说情，免了死罪，但活罪难逃，还是要打一顿板子。
长大后我想，辕门斩子也许有作秀演戏的嫌疑，表
现的是一种姿态，并不是真要杀儿子。这其实是一
种赌博，是赌有面子的人会说情，最后体面地借坡
下驴。要是在场的人都奉行军令如山的游戏规则，
父亲赌上的也许就是儿子的性命。辕门斩子纵然
是作秀，也不合人情，是反人道的。现代社会有完
善的回避制度，一个人犯了罪过，连普通亲属都不
能参与处理，何况父亲！这是为了防止徇私枉法，
也是奉行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父亲判儿子死罪，
在现代社会，于法于情，都无法让人接受。

反面人物对儿子则一味纵容，不讲原则，包
庇袒护，养虎为患。比如高俅的儿子高衙内迷恋
林冲夫人，当街调戏，还要强奸霸占。高俅不仅不
阻挡儿子的荒唐行为，还指使陆谦等人设计陷害
林冲，搞得林冲刺配沧州、家破人亡。严嵩、严世
蕃则是父子开店，权倾一时，狼狈为奸，专权祸
国，最后搞得天怒人怨。严世蕃被判死罪，严嵩本
人不仅白发人送黑发人，还被削职为民，最后寄
食墓舍，凄惨地死去。

中国人有一句话——— 棍棒底下出孝子，或者
说“严父出孝子”，上述故事似乎就是为了验证这
个道理而存在的。问题是无论哪一类父亲形象，
其实都是不健康的、不能效仿的。

古代文艺作品中的父亲，不仅控制子女的私
人生活，还介入子女的社会生活，虽说艺术作品
是虚构的，但也有现实的影子，同时对现实中的
父亲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健康的父亲形
象应该是怎样的呢？

近百年前，鲁迅先生在《新青年》发表过一篇
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中观点耐人寻
味。“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
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
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
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
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
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
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
事。”鲁迅眼中的父亲是利他的、富有牺牲精神
的，但并不是一本正经、满脸严肃的，因为鲁迅还
讲“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我父亲爱好传统戏曲，喜欢听评书，他是一
个脾气古怪、急躁暴烈的人，不仅与母亲经常吵
架，也与儿子关系紧张。进入青春期后，我基本不
与父亲说话，有事请母亲转述。无论是思维方式，
还是行为方式，我与父亲从不在一个频道上，我
们往往说不了三句话就会吵起来。我主张宽容，
认为要包容别人的错误；父亲主张斗争，对他认
定是错误的决不宽容；我认为人应该多反省自
己，学会心理调节；父亲则认为应该反省的是别
人，因为老子说得都对。父亲经常一个人在家生
闷气，看不惯的总想说、总想骂，好好的一顿团圆
饭，往往在骂声中失去了意义。父亲常常得罪人，
但得罪人的父亲常常像一个犯错误的孩子，总是
怯怯地悔过，但是下次还这样，于是就在怕得罪
人与总是得罪人之间摇摆。了解父亲的都知道他
是性情中人，他正直有担当，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能吃苦，肯为家庭付出。但时代变了，人也要变，
这是父亲无法理解的，他属于他那个时代。父亲
文化浅，没读过多少圣贤之书，也没读过现代心
理学、教育学方面的书，不懂得怎样修身养性、调
适心理。他不明白性格可以改变，屡屡以“我就这
样”来为自己的臭脾气开脱。

与很多朋友一样，我虽然与父亲关系紧张，
但与自己的孩子却相处和谐。父辈性如烈火，有
时口无遮拦，但我们却懂得控制情绪，信奉“君子
不出恶声”的理念。这一方面源于我们所受的现
代教育，另一方面源于相对生活稳定，可能还有
父辈参照的警示。我们不再认可棍棒底下出好
人，信奉以理服人，顺从孩子的天性，尊重孩子的
选择，不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孩子身上。当然，
问题也来了，我们对孩子总是严厉不起来，偶尔
也会没有原则，放任自流。从这个角度看，父辈们
仍然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1952年1月，宋英调任山
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
辑。1958年后任山东省出版
事业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直到1972年下放。作为共和
国山东省第一代出版家，他
在该领域辛勤耕耘、筚路蓝
缕、开拓进取。笔者作为下级
与之共事达十余载，世态纷
扰，往事如烟，有不能忘于
怀、释于心者，长夜梦回中时
或陡然袭来。今据零落的记
忆碎片，略陈数端，以待识
者。

宋英1920年生于山东莒
县，1938年参加革命并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滨海时
报》编辑、《大众日报》记者、

《滨海农村》副总编、《渤海日
报》第一副总编等。作为一个
年轻的老报人，他明白，一个
出版团队，必须有一批高水
平的编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建社伊始，为培养编辑队伍，
宋英在编委会上提出,每周五
下午为法定业务学习时间，
请山东大学童书业教授来社
讲《周易》和《先秦历史文
化》，请路大荒先生讲“蒲松
龄生平及其著作”，请安作璋
教授讲“中国古代史”，请朱
复戡教授讲书法篆刻艺术，
请省委党校李景春副校长讲

“中国哲学史”，并安排编辑
人员到高校旁听深造。

周五下午专家讲课，会
议室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印
象最深的是童书业教授的
课。那时，童先生五十余岁。
冬天，先生身穿长棉袍，外罩
一件褪色长衫，脚下却是一
双半旧的高腰胶鞋。最惹人
注目的是长衫腋下纽扣上，
一条半新手绢，出门时由夫
人打个结系住。据说他讲课中常用手绢擦口
水，擦完随手扔掉，讲课继续，手绢丢向何方
却浑然不觉。夫人为了保住手绢才发明了这
套革新手段。他讲起先秦文史口若悬河、如数
家珍。没有讲稿，面前连巴掌大的纸片也没
有，而其讲课内容逻辑严密、表达精确，博大
处上穷天日，幽微处不弃细末，就连遣词造句
也无任何瑕疵。当时没有录音设施，如能记
下，应是一篇不需任何字词修改的完整论文。
童先生的文史造诣、丰厚学养和其他诸先生
的精彩讲课，都令我辈受益终生。

宋英当时还提出,青年编辑每年给予2个
月下乡、下厂时间，深入实际，练笔写作。这在
当时的出版界是绝无仅有的。1957年春，笔者
受惠于此而去了微山湖。

我生长在山区农村，没有见过陆地上有这
么一湾连天碧水。我在湖上生活了近50天，结
识了一群十多岁的放牛娃子。这年春旱，山地
上寸草不生，唯湖滨洼地水草丰沛，各村都来
放牛。我那时还是个大孩子，与放牛娃很快打
成了一片。自己淳朴、野性的童年经历，和眼前
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无缝对接，于是冥冥中孕
育了小说《微山湖上》最初的胚芽。回单位后下
放农村，劳动之余开始酝酿这篇小说。那时并
不理解什么写作技巧，只是把那些充溢着莽
撞、调皮、无畏、进取的情节毫无遮拦地移到纸
上，而且不懂什么条条框框，无知者无畏，可以
放开手恣意挥洒；更拜清澈、明净的微山湖水
所赐，我的那些未脱稚气的文字，得到了湖水
的滋润所带来的原生态韵致和来自湖光山色
的灵性，得以化平庸、藏愚拙，意外地获得了
好评。出版不久，即获全国儿童文学征文奖榜
首，外文出版社通知出版单位上海少年儿童
出版社，将出版英、法、俄、德等13种外文版。
此后不断再版，至“文革”前总印行约60万册。
长影厂、西影厂均要改编为电影。

刘少奇曾化名胡服，跨津浦路，越微山
湖，由苏北去延安参加“七大”，渔民中流传着
少奇同志在湖上的一些传说。笔者如实写出，
因而“文革”中该书被打成“毒草”，此前种种均
成泡影，刚印出的法文、越南文译本也全部销
毁。

十年阴霾后，我调往作协从事专业创作。
2015年10月，借拙作文集(6卷)出版之机，作协

儿童文学委员会和明天出版
社为我召开了创作60年座谈
会。我在发言时表示：此时此
刻，内心最为感激的，是老领
导宋英先生。是他当初下乡
练笔的决定，使我领略、结识
了素昧平生的微山湖，有幸
一睹湖山芳容，才有了《微山
湖上》这部小说。小说坚定了
我以儿童文学为终身事业的
信心，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

1961年9月，由省出版局
联络省直文化机构、专家学
者，成立“蒲松龄著作编辑委
员会”，下设编辑室，宋英亲
任主任。蒲松龄著作繁多，除

《聊斋志异》外，另有诗词、骈
散文、俚曲、戏曲、杂著等散
落民间，从未刊印，总字数远
超《聊斋志异》，新的抄本、藏
本、断章、残篇也不断发现。
宋英对编辑室提出以下要
求：首先是搜集选抄资料，辨
伪存真，谨防鱼目混珠。其后
是校勘、断句、标点和注释，
抄本中错漏颠倒、张冠李戴
之处，必须穷究细察。有些抄
本，文句没有断开，大部分文
稿没有标点，著作中有许多
方言、俚语、掌故及难懂的语
句。以上种种，都需专家考证
解决。工作虽然庞杂艰巨，但
工作人员群策群力、各尽所
长，经过数月夜以继日的奋
战，成果初见端倪。

当其时也，“文革”的脚
步已悄然逼近。当首部选本
的校勘、注释、选目告一段
落，即将签发付印时，接获上
级指令，工作立即停止。前期
大量繁重、复杂的劳动，瞬间
付诸东流。从民间各地搜集
的散篇、佚文、断章、残片，经
过复制、抄录，一一编号归

档，或藏书橱，或置案头，半年来视若珍宝，一
瞬间沦为“毒草”，当作粪土垃圾尚嫌不足，后
竟沦为大批判的靶子。

举目回望，时过境迁，即使后来者愿意重
新来过，历史也不会慷慨地给予第二次机会。
损毁的资料无法重生，出版《蒲松龄全集》之
奢望已经永难追寻，只能成为镜花水月、一梦
南柯。出版家宋英和中国近代文学史这份永
远的遗憾和伤痛，或许只能归之为天意？

宋英从省文化局(厅)长位子上退下后，
牵头组建了山东画院，并任首任院长。省内许
多文化人是他的朋友。著名画家于希宁几次
与他携手外出，饱览名山大川，参观时每有所
得，总是信笔记下，抑或轻声吟哦。宋英于旧
体诗词根底深厚，但他离休后最为钟情的却
是书法。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为《宋英书
法选》序言曰：“细细揣摩，寻其来龙去脉。似
乎初工率更，转益谷长，得趣汉简，汲笔章草，
增采幼安，最后皈归于虔礼之景福。可谓择善
有方，汇精博融，允为当代之一家。”

我与宋英，工作时并无多少交往。后在牛
棚劳动、下放锻炼时，却常苦中作乐，以背诵、
研讨古诗文消磨时间。宋英博闻强记，《岳阳
楼记》《滕王阁序》等，能够倒背如流。有时为
一个字词争论，相持不下。后经查对，多是宋
英踏实准确，而我浮泛失察。于是相对一笑。
日积月累，遂成文字之交。

天赐善缘，晚年两家竟搬入同一社区。宋
英虽年事已高，但除左耳重听、行走不甚方便
外，身体尚健。我每次前往，总说他年过95，百
岁在望，是出版局、文化厅第一寿星。有时也
说点民间八卦，他只静听微笑，并不呼应。但
他总是与我并肩坐在同一长沙发上，一只大
手紧紧握住我一只手，直到离去之时方才松
开。掌中温馨直抵心扉。

倍感遗憾的，是他突于2017年1月悄然离
世，我竟无缘送他最后一程。年届97，已属喜
丧；但百岁人瑞，盛典未圆，亦憾事也。

他当年精心呵护之出版事业，已由一茎
葱绿小苗，长成参天大树。面对此情此景，当
年的第一代开拓者宋英先生，虽阴阳隔阻、幽
冥路歧，亦当于九天之上，悠然怡然，发出轻
轻的、会心的微笑吧。

(本文作者曾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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