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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子京在历史上算不得名
人。后人念及他，是因了范仲淹
在《岳阳楼记》中对他的提及。没
有滕子京就没有重修的岳阳楼，
也就没有这篇醒世的篇章。所以
滕子京是值得说一说的。

那篇文中说“滕子京谪守巴
陵郡”。滕子京是因何被贬赴巴
陵的？

滕子京曾驻守泾州前线，抗
拒西夏军的入侵。庆历二年，西
夏元昊进犯，宋军大将葛怀敏战
死，元昊率军长驱直入直逼泾州
边境。滕子京临危不乱，发动全
城百姓抗击敌军。危急时刻范仲
淹率一万五千人马疾驰救援，解
了泾州之围。滕子京举一城财力
为援军庆功犒军。这次战争之
后，范仲淹举荐他为天章阁待
制，这是管理宫廷藏书的高级文
职官员。一年后，驻守泾州的经
略安抚招讨史郑戩具本告发滕
子京在泾州的犒军是“滥用官府
钱财”“费公使钱十六万贯”。这
时已经升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
和监官欧阳修出面为他辩白，但
是没有用，滕子京得到降职一级
的处分，被贬到凤翔为太守，几
个月后又被贬到虢州。监察御史
王拱臣不依不饶一再上疏指出，
滕子京“盗用公钱，所坐太轻”，
于是庆历四年，他被贬到湖南岳
阳，即范仲淹说的巴陵郡。

滕子京为官勤勉，抱负远大
却仕途坎坷，才干超强偏屡遭弹
劾，他的抱负和才干都与他无与
伦比的人品有关。在此之前，他
因与范仲淹等人屡屡上谏，劝宋
仁宗的母亲刘太后放弃垂帘、还
政于朝而被刘太后怀恨。天圣七
年，一场雷火击中毫无避雷设施
的玉清昭应宫，将一座巍峨的宫
殿化为瓦砾，刘太后以此为由头
将反对她的一干人员范仲淹、滕
子京逐出京师。滕子京被贬到福
建北部的邵武县，他没有垂头丧
气，在那里做了很多恤民情得人
心的好事，访贫苦，建学堂，深受
百姓爱戴。三年后又被调回京
师，授任殿中丞。这是管理皇帝
衣食起居的官员。偏偏天公与他
过不去，又一场雷电击毁内宫，
连着烧毁八座殿宇，要不是一个

“小黄门”发现及时，拉着仁宗皇
帝逃往延福宫，差点没把仁宗烧
死。仁宗大怒，降罪于滕子京。虽
经辩解，暂时压下这一案，但两
年后又有人重提此案，认为滕子
京所奏失火原因不实，有难推失
责之嫌，仁宗皇帝据此再次将他
贬到信州。这个官场，总有干事
的，也总有看着别人干事、专门

“挑眼”的。历来如此！所谓疏奏，
既有提交为政报告的，也有给皇
帝打小报告的，孰清孰浊，全凭
皇帝一人定夺。皇帝不调查，听

信人云亦云，又兼一言堂之金口，
乱判便不可免，使想干事的总是
战战兢兢。打小报告之风在宋仁
宗赵祯的父亲——— 宋真宗赵恒时
代就风靡朝廷。一次赵恒问宰相
李沆，别人都有密奏，为何偏偏你
不写？李沆回答，臣有公事则公言
之，何用密奏？搞密奏者非谗即
佞，我深恶此道，岂可效尤！然而，
如李沆者少之又少。为政之人，善

“密奏”者得宠，凛然者得谤。滕子
京的抱负破灭于他的“不打小报
告”，也只好受人摆布。

然而他的政绩得到人民的认
可，在岳阳治理几年便见成色，范
仲淹赞扬他治下的岳阳“政通人
和”。重修岳阳楼他又给历史留下
一笔宝贵的遗产。滕子京与范仲
淹为同科进士，范仲淹初授泰州
西溪盐官，发现海堤常被海潮冲
垮，造成盐民之灾，便提议加固堤
堰。他的建议被知州张纶采纳，他
又举荐滕子京协助施工，实际上
就是担任工程总指挥。滕子京任
劳任怨，奔波于海疆之上，显示出
卓越的协调能力和建设才能，堤
堰筑成，铜墙铁壁，备受张纶称
赞。后擢升为当涂、邵武两县知
县，又把两县治理得井井有条。
滕子京是个干实事的人，还是一
个顶缺的人，哪里缺少人手，顶
上去的人非他莫属。综观他的一
生，搞过盐田建设，做过基层知

县，也做过镇守一方的知州，在
高层为圣上服过务，也在中央机
构任过职，最可贵的是在国家受
到侵犯的时候，一介书生放弃安
逸，奔赴前线，修筑起捍卫国家
疆土的大堤。他的一生如诗般慷
慨。其实滕子京就是个词人，一
生留下的作品不多，却十分精
彩。在岳阳，他修完岳阳楼以后，
邀请范仲淹为楼作序，自己也写
下一篇《临江仙》，词曰：“湖水连
天天连水，秋来分外澄清。君山
自是小蓬瀛，气蒸云梦泽，波撼
岳阳城。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
依旧伤情。微间兰芷动芳馨，曲
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作了这
首词不久，他又接到调令，从岳
阳转徙苏州。他为社稷解忧烦，
始终享受不到成功给他带来的
喜悦，他一生都在贬谪中行走，
到苏州的第二年便在忧郁中辞
世。那一年是庆历七年，他享年
四十六岁，正是建功立业之年。

滕子京有生之年背负着“滥
用公钱”的罪名。他死后，与范仲
淹携手推行庆历改革的苏舜钦
恰贬居苏州，他为滕子京作祭文
曰：“忠义平生事，声名美翟闻。
言皆出诸老，勇复冠三军”。《宋
史》称滕子京“宗谅尚气，倜傥自
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历史
是公正的，没有给他勋章却还给
他一个清白。

听我父亲讲，我们家的第一
辆自行车，是1978年他托在青岛
的舅姥爷给买的一辆二八的大
金鹿。漆黑的车身，锃亮的车圈，
摁一下“丁零零”响得清脆的车
铃声，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让他爱不释手。遇着下雨有
泥泞的地方，他宁愿下车将那辆
二八车扛到肩上，也不肯让车溅
上一点污渍。

说起自行车，我一下想起小
时候随父母出门的情景。母亲与
父亲一人骑一辆自行车，车把上
挂着父亲亲手编的提篮，我们姐
妹各坐一辆自行车的车后座。待
到了姥姥家，由于长时间保持一
个姿势，下车时常常腿脚发麻。

我的老家离牟平城里有六
十多里地。那年夏天，父亲与母
亲各骑一辆自行车要到牟平城
里走亲戚，因路途太远，本来打
算不带着我们姐妹，后来耐不住
我的央求，父亲答应用自行车载
着我一起去。天边刚泛出鱼肚
白，我们就启程了。

自行车的车后座虽说被母
亲提前垫了一个布垫子，但长时

间一个姿势，依旧能感觉硌得难
受。我突发奇想，要不站起来试
试？我小心地扯着父亲的衣摆，
慢慢地在车后座上站了起来，小
心地搂着父亲的脖子，感受着兜
起来的风从我的发梢掠过去。父
亲不敢转头看我，只是一个劲儿
地提醒我小心点儿。母亲在后面
不放心，追上来，要我赶紧坐好。
路上来往的行人，看西洋景一样
地看着我。我终是脸皮薄，也是
胆子不够大，磨磨蹭蹭地又坐回
到车后座上。一个多小时过去
了，我坐得有些不耐烦，双腿不
自觉地晃了起来，这一晃不打
紧，只觉得脚突然一阵疼痛。父
亲也是机警，感觉自行车有些蹬
不动时，立马用左脚支地停下
来，可是，我的右脚还是被自行
车的车轮子给挤了，脚内侧鲜血
直流。赶上来的母亲一边埋怨父
亲，一边心疼地掏出小手绢给我
包扎。父亲与母亲商议，到了城
里，先找家医院给我看脚，再去
亲戚家。庆幸的是，医生诊断，我
的脚只是蹭破了皮，无大碍，这
才令父母亲稍稍心安。

父亲说，那年去牟平城里，
他们还带我去看过荷花池，彼
时，旖旎的荷花池波光潋滟。可
是，这些我怎么回忆就是想不起
来。那趟牟平之行，我唯一记得
的就是自行车后座上的情景。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读五
年级，开始学骑自行车。先是在
自行车的空当蹬，然后上车大梁
蹬，最后才坐在自行车的车座上
蹬。这其中的艰辛程度，我腿上
至今还可见的几处伤疤足以见
证。后来在镇上的中学读书，每
周一清早，我载着妹妹一起去学
校，待到周末再一起回家。村上
春树说过的一段话我深有感触：
以前拥有时，从没觉得有什么，
可是在回忆里，那些片段常常像
放电影似的不断上映。

再后来，我去外地读书。每
到开学的时候，妹妹骑自行车载
着我与行李箱，将我送到坐车的
地方，然后目送我离开。就在前
几年，有一次与妹妹闲聊，妹妹
说：“姐，你知道吗？有一年春节
过后你要开学，我骑着自行车去
送你，回来的路上经过一个很陡

的坡，地上有冰，我一下子连人
带车摔倒了，当时把我摔得有些
蒙了，后来一位路过的大姨将我
扶了起来。直到现在，有时遇着
阴天下雨，我的尾骨还会有些隐
痛，我也会想起那时载着你去外
地的情景。那时候明知要时常经
历别离，还是会不舍得。”

自行车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
渐渐远离我了呢？地下室的那辆
二六变速自行车是我刚参加工作
那年买的，也只骑了不到一年，然
后家里添了电动车。女儿上幼儿
园的第一年，家里买了一辆轿车。
回老家、走亲戚的时候开汽车，平
常日子逛街就骑电动车，自行车
放在地下室的一角，已经有十多
年没有再动了。而老家的那辆二
八大金鹿早被当作废铁卖了。

如今，行在路上，到处车水
马龙，偶尔遇到骑着自行车的驴
友，也早已不是昔日用自行车代
步的初衷了。前些天，带女儿去
龙湖游玩，女儿嚷嚷着要花钱租
辆自行车逛龙湖，我才忆起地下
室里那辆旧自行车。我也已经许
多年没有骑过自行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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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十五岁那年夏天，去山
上捡柴，因淋雨高烧不退引起右
腿骨髓炎，差点影响走路。好在
经过及时治疗后，控制了病情，
保住了右腿。虽然阴天时右腿还
会隐隐作痛，但能跑、能跳、能走
路，已经很万幸了。

许是那次生病隐藏的病根，
父亲五十七岁那年，右腿总是
疼，走路多了更是钻心的疼。去
医院检查，右腿轻度骨股头坏
死。医生建议保守治疗，如果严
重了，得置换骨关节。

虽然父亲没说什么，但是，
我感觉出他的不安。父亲开始减
少走路，喜欢旅游的他也不出去
玩了。他说，我得好好保护这条
腿，让你们少操心。

我给父亲买了单拐，让他走
路时拄着，右腿省点劲儿，起保护
作用。没想到，父亲摆着手连声
说：“不用，不用，我还能走。”

问其原因，父亲说：“拄拐杖
太难看了。”

记忆中，父亲一直很注重形
象。我小的时候，家里生活不富
裕，父亲硬是把烟戒了，也得给自
己置备几套得体的服装。我记得
很清楚，小学二年级时，学校开家

长会，父亲去的。当时有不少家长
穿着干活的脏衣服就去了，只有
父亲，回家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当时，我们班有位女同学还悄悄
地对我说：“你爸爸长得真帅！”我
听了，为此得意了好几天。

那时，父亲干农活时就换上
旧衣服，平时都是穿得干净整齐
才出门，把唯一一双皮鞋擦得锃
亮。有一年，我热衷于登山，也学
别人买了一根登山杖，据说这样
省劲。父亲看到了，不让我用，他

也不用，他说：“爬山是为了锻炼
身体，你拄着拐多不好看。”

就这样，父亲坚持没有用那
单拐，只是小心地保养右腿。但
是，祸不单行。两年后，父亲骑车
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把右腿摔骨
折了。父亲痛苦万分。当时，在医
院走廊里等待检查时，母亲和姐
姐跑手续，我推着移动床陪伴父
亲，只见父亲大滴大滴的眼泪滚
落下来，张大嘴巴，却又无声地闭
上。父亲绝望地说：“这下可完了，
我走不了了，成了你们的累赘。”

我强忍着难过，安慰父亲：
“会好的。”却第一次觉得语言是
那么苍白无力，我紧紧攥着父亲
的双手，想给他一些力量。

父亲摇摇头说：“我的身体我
知道，这次情况不好，大概摔到股
骨头那个部位了，本来就有病的
腿，这下可不好治了。”

好在，经过检查，医生说：“摔
伤的部位可以做手术治疗。”于
是，父亲做了穿钉手术，住了一个
月医院，回家养伤。

为了能够尽快练习走路，父
亲这次没有排斥我买来的双拐，
他按照医生的要求开始康复锻
炼，用胳膊架着双拐在屋里、院子

里一遍遍地来回走着，却从不出
家门。父亲说，我得走熟练后不用
双拐了再出家门，让别人看到我
老夏还是好汉一条。

等他终于甩掉双拐，能用单
拐走路了，全家人都很高兴。父亲
这次不在乎用单拐走路了，他对
于自己还能走路已经很满意了，
用单拐就用吧。但是，我还是捕捉
到他一闪而过的失落表情，父亲
仍然怀念以前潇洒走路的岁月。

后来，父亲听别人说每天用
药酒按摩腿关节能起到活血化淤
的作用。他开始坚持天天早晚擦
药酒，擦了有半年后，腿不那么疼
了。有一次我回家，看到父亲居然
能够不用拄拐杖，慢慢地走了。他
见我回来了，一遍遍地给我演示
着，像孩子般欣喜。

我看到父亲居然把头发剃光
了，身上的衣服穿得也很随意，越
发显得老了。

父亲在家里能扔掉拐杖慢慢
走，出门时还是习惯地拿起拐杖
走路，父亲说：“你买的这个带座
位的拐杖真好，走累了，还能放下
来当个圆凳坐着休息会儿。”

父亲开始与拐杖相依为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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