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家的波音达犬“亨利”回头率极高，每天我们在

小区里遛它，沿路都会窜出一些流浪猫，它们亲热地

用前爪去扒“亨利”，和它打招呼。它们以为这些年

“亨利”一直在给它们提供食物，其实给它们撒猫粮的

可是我们。

有段时间，流浪猫数量激增，我们不得不缩短遛

狗线路。如果任由“亨利”绕小区一大圈，我们恐怕就

要破产了。而近来，偷猫贼突然再度活跃起来，“亨

利”的活动范围可以很随意了。

前段时间，猪肉不断涨价，几乎要赶超羊肉，小区

外某些烤羊肉串的摊贩开始偷偷更换食材。于是，流

浪猫便遭了殃。相比身价倍增的猪肉，狗肉也显得不

那么贵了。附近狗肉馆生意渐渐趋好，流浪狗想必也

在面临浩劫。

可惜没办法给它们都找到领养人，那天正兀自叹

息，朋友大刘打来电话，约我写篇稿子，拯救他们楼里

的流浪猫狗。大刘在一座商住楼当物业经理，楼里一

些好心业主出钱出力，在地下车库找了个偏僻角落，

购置了一些笼舍，收养了大楼范围内的二三十只流浪

猫狗。然而近来个别车主四处投诉，闹得厉害，说猫

狗的气味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要驱逐它们。

“这些人真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我们打扫

得很干净了，即便有一点点气味，你去开车路经笼舍，

也只一两分钟时间。这就受不了了？怎么不去住带

车库的别墅？那里生活质量高！”大刘愤愤然。

自私的人到处都有，为了自己一点点不舒服，就

要剥夺其他生灵的生命权。然而如果直接指责他们

自私，无异于火上浇油，会惹出更大的麻烦。于是我

从另一个角度，描绘了一些意向租客、二手房买主，当

看到地下车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会感受到这是一座

充满爱心的大楼。如今“择邻”已经成了买房、租房的

重要指标，一个和谐、温馨的居住环境，无疑能提升房

产价值。

文章推送到大楼业主公众号上，很快收获了好几

千的阅读量以及逾百次转发，点赞者不断增加，创造

了该公众号多项纪录。救助站保住了，小动物们的性

命也保住了。

我将救助小动物与大楼形象相关联，并非胡编

乱造。有位朋友在一家省级媒体工作，那家媒体门

口有卫兵站岗，看上去很是庄严肃穆。但大院里的

新闻制作中心，每层楼转角处都有一个大纸箱，里面

住着几只流浪猫，算下来全楼起码容纳了一两百

只。去办事的人没有谁觉得这家单位管理不善，反

而因此对他们心生好感，觉得这是个爱心满满、有人

味的地方。

相比假山、喷泉、草坪、凉亭……爱心看不见摸不

着，但能用良知感受得到。爱是最有价值的景观，不

仅有精神价值，也能带来间接的物质价值。大刘他们

楼里那些投诉者，正是理解了这一点，如今大多转变

了态度，有的还自愿在帮那些流浪动物寻找领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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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价值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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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自行车
在我的日记本里至今还

收藏着一张发票，记载着“捷

安特”售价858元，那是我买

自行车的凭证，至今已经快

十年了。几年来这匹“宝马”

一直是我的坐骑。每天几次

搬进搬出，骑上骑下，既买菜

购物接送孙子，还踏青旅游

锻炼身体。在我骑过的自行

车里它是我最钟爱的。

建国初期，自行车是个

稀罕物件，只是个别富有家

庭才有。走在大街上，听到

“当啷当啷”一串清脆的铃

声，回头一看，一位帅男或靓

女骑在车上，神采飞扬，从身

边疾驰而过，让人好生羡慕。

“文革”前，我正上中

学。三哥买了辆带链盒的

“凤凰”，推进大院里，看到那

崭新的、亮闪闪的自行车，我

心里乐开了花。同着大家伙

儿的面，我就上前试试铃铛，

转动脚蹬，还登上试一下，使

后轮飞转起来。后来三哥用

蓝白色的布条把车身缠起

来，保护车漆不脱落。因为

太扎眼了，不久又拆了。三

哥身高一米八多，所以车座

子很高，时任国家篮球队运

动员的二哥身高一米九六，

回家骑这辆车还是嫌太矮，

于是三哥找来一根不锈钢管

加长车座的立管。买车的新

鲜感，对于我久而不去。擦

车、练车，一直是我的任务和

心思。

经过三哥允许，我经常

推着自行车去大街小巷练骑

车。一个人骑，姐姐在旁边

扶车子。我人小腿短，坐在

车座上够不到脚蹬，最初就

练习“滑车”，左脚站在脚蹬

子上，用右脚使劲蹬地面滑

行。后来就把右腿从三脚架

里伸过去骑，再后来就跨在

车梁上骑。有一天晚上，突

然我也能骑在车座子上蹬车

了，这是个飞跃。从此，我一

发不可收，只要有时间，我就

骑到外面去。那时骑自行车

是要付出的，要给三哥擦

车。周日，打上一盆清水，先

用抹布把全车上上下下里里

外外过水，然后等风干后，用

使过的旧油棉纱擦车身，好

像是打蜡一样，然后用干净

抹布再擦一遍就万事大吉

了。推给正在打牌或者下棋

的三哥看，他点头了，我就推

车出去，可以畅游一大圈。

那是一段“疯狂”的时光，凡

是我认识的地方都可以骑车

逛一次。我曾经在天津市四

面城绕行；我也曾经利用礼

拜日，约几个同学长途去近

郊卢新河大队游玩；我曾骑

到杨庄子大堤去春游；在大

胡同还出现过险情,自行车

的前轮卡在有轨电车的轨道

里，出不来，被电车司机大声

训斥，吓得我一夜都做恶梦。

后来下乡到黑龙江兵

团，由于会骑自行车，外出时

就比较方便。从我们在山里

的连队到团部20多里，走山

路得两个多小时，骑自行车

缩短一半时间，一下午就打

个来回。我回城上学，二哥

又调入石家庄工作，他那辆

自行车就由我来掌管了。我

在杨柳青上学，每周回家一

次。于是每周日下午骑车到

学校，每周六下午我们同学

结伴回家。二三十辆自行车

在狭窄的乡间公路上成群结

队好不威风，有点像“文革”

时，群众组织“文攻武卫”的

情景，也像抗日战争影片里

的“武工队”骑车打仗。

毕业分配留校工作，也

逢二哥从石家庄调回天津，

那辆自行车就物归原主了。

正好岳父一辆“红旗”牌加重

自行车送给我，我很感激。

那时买车需要有自行车条，

对于老人家的关心，我当然

不能白收，给了老人家 60

元。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

就用这辆“红旗”。好在我上

下班都有班车，只是在市里

办事情才骑车。那时我们很

爱惜，每天晚上推进屋里，这

是必须的。因为确实有贼晚

上偷车。上世纪80年代，学

校给我一张自行车条，我给

妻子买了辆弯梁的飞鸽牌坤

车，墨绿，轻巧，简洁，一直骑

车到新世纪。后来一次我去

开发区上班，在中心广场存

车，晚上回来，发现车被别人

骑走。我估计是别人开错

了车，于是我就用我的车钥

匙，在旁边左右试着开锁，

果然有一辆飞鸽自行车被

打开了。这样我的那辆换了

这辆。

几十年我一直没有放下

自行车。无论是在高校上

班，还是在企业工作，上下班

都骑车。休息时间，尽量骑

车而不坐大车小车。直到退

休后，孙子诞生，想到今后一

定会用自行车接送孙子，一

定会带着孙子到处游玩，于

是花大钱买了这辆“捷安

特”。我好喜欢，车看起来就

结实，虽然显得笨重，可是撇

上腿一蹬，车子就像飞，轻快

极了。车子整天放在小客厅

里，为此小孙子经常和我打

架，认为我占用了他的领地。

最近几年，津城到处都

是共享单车，红色、黄色、蓝

色、绿色的，各显奇葩，方便

了出行者。公共自行车不断

增加，交通秩序也在不断好

转，我还是用我自己的车，骑

车出行还是自在，割舍不了。

少年心最珍贵，这世上其实没有大人，只有变老的小孩

【稻
荷
前●
绘
时
光

大家小絮——风骨清华人
张克澄为张维、陆士嘉之子，自孩童时期便浸淫在大师云集的清

华校园内，耳濡目染，从生活和学习中感受着大师之魂。华罗庚、钱
学森、林同炎、蒋南翔、常迵、黄克智、季羡林……从科学到教育，从医
学到文学，大师们的形象跃然于书中。

作者：张克澄
定价：49元
出版时间：2019年7月
中信出版集团

2001年年初，父亲到旧金山湾

区住了一个多月，其间曾和我有过多

次长谈。仿佛是交代后事，又仿佛是

总结一生，以前很少议论别人的父

亲，讲了他对很多人的评价。我第一

次有机会了解一点父亲的内心。

他说，自从他成为资深院士，

不再有院士推荐权以后，前些年门

庭若市、络绎不绝的各类学生不登

门了，倒给了他时间想想事。名利

这个东西很奇怪，很多人追逐了一

辈子，究竟为了什么又得到了什

么，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其

实人只要本本分分做自己力所能

及的事，把事情真正做好了，该有

的总会有的，没有也不用太计较。

“你妈妈和我，一辈子不巴结任何

人，到头来，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

衣食无忧、专于任事，也算是不虚

此生啦。”

他又说，这些年老有人来请他

做顾问，大多是冲着两院院士的头

衔来的。“每月给你几千块钱，一年

开上一两次会，到了会上又非让你

讲话。有些事我根本不懂，又不在

第一线工作，说错了让人笑话，不说

又不行，只好讲讲原则，有什么意

思？所以我把大多数都辞了，只留

了几个自认为还多少懂一些的应应

景，也算对得起那个顾问费。”他说。

一天晚上，他喊我到他房里，

关上房门说有很重要的事交代。

父亲告诉我，他最近在整理资料，

准备过一两年趁身体和精力还好，

写写回忆录。父亲算了一下，在由

他自己带出来的学生中，当了院士

的，像黄克智、龙驭球等，有23个。

如果加上学生自己认他当老师的，

但他认为只是指导过没有手把手

教的，像过增元，则是 35 个。我请

他细细数给我听，他答应回北京写

下后给我寄来。当时父亲身体健

朗，能吃能睡，血压 120/80mmHg

（毫米汞柱），心跳68下/分，也没有

糖尿病等老年病，还能时不时打打

网球，连医生都说父亲能活过 100

岁。谁知人有旦夕祸福，父亲竟因

急性传染性肝炎在几个月后就驾鹤

西去！在父亲百年诞辰时，我们想

把他提到的这些学生名单整理出来

而不可得，至为遗憾。衷心希望父

亲张维的学生或知情者能通过清华

校友会或《水木清华》编辑部与我联

络，补上这份有价值的史料。

有几件典型事例可以见证父

母做人的本分。

共产党进了城，掌了权。当时

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恰好与父母

是故交，先后来清华看望他们。彭

真夫人张洁清的姐姐张洁洵是母

亲儿时的闺蜜，张洁清其时跟着张

洁洵“三姐三姐”地叫母亲。刘仁

与父亲是师大附中同班同学，刘仁

在班里最年长，父亲功课好但年幼

体弱，曾被同学欺负，刘仁常挺身

而出保护父亲，因此结下了友谊。

大事安定下来后，刘仁抽空就来看

望父母，开导他们认识共产党，进

而加入共产党。父亲是学土木的，

刘仁希望父亲能到北京市当负责

城建的局长，为新北京的建设出

力。父母商量，觉得共产党打天下

时自己没参加，坐天下时却来分杯

羹，此事绝不可为，坚辞未受。

1955年11月7日刘仙洲入党，

给父母极大震动，二人也开始积极

向共产党靠拢。他们认为自己离

共产党员的标准太远，需要好好改

造思想，努力跟党走，争取早日入

党。父亲经常向自己的联系人解

沛基汇报思想，检讨自己的不足，

请求组织的指导。1956年某日，蒋

南翔问解沛基，张维怎么还没有入

党。解沛基答，我们认为张维已达

共产党员标准，但他至今还没写入

党申请书，故无法履行手续。原来

父亲认为自己离共产党员标准尚

远，还不到申请的时候。经过解沛

基反复做工作，父亲才写了申请

书。后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父亲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钱学森受命组建国防部第五

研究院后，申请把母亲陆士嘉调去

当副院长，授少将军衔，此事已获

批准，只待履行手续。钱与母亲当

时工作的北京航空学院商调，时任

院长兼书记武光坚决不放。母亲

对老革命武院长极为尊重，又对这

少将军衔愧不敢当，认为全军只有

一位女少将李贞，李贞爬雪山过草

地、身经百战、贡献卓越，而自己不

过是多念了几年书而已，于革命毫

无贡献，当不起这份荣誉，也无法

开口向组织上请调。钱学森不死

心，几年间几乎每周六都与蒋英来

家里和父母聊天，坚持做说服工

作。直到 1962 年第二次全国科学

技术规划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

开期间，母亲突发心肌梗死，经北

京医院抢救成功，人保住了，却不

得不离职休养了一年多。病愈后

的母亲再不能像以前一样拼命工

作了，钱学森的说服工作也就不了

了之。 （连载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