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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宅过新年
■ 何建明

十五年了，每一次回到老宅都是匆匆而

来、匆匆而去，不为别的，只为父亲去世后对

“家”的概念产生了心底深处的某种缺失与惆

怅。一个完整的家是不能缺少父母的，父母

中少一人的伤痛与失落，让人心里空荡荡的，

更何况父亲离别人世时的那一幕刻骨铭心，

以致许多年我都尽量避免再回到老宅。

这是我内心的痛，说不出的，时常又有

些惭愧——当然主要是对母亲的一份歉

意。然而母亲则以为是她没有将老宅“管

理”好，所以让她在京城的儿子不太想回家

了……可哪是这么回事嘛！

父亲走后，母亲更是一年一年地变老，

从75岁，到80岁、85岁……2019年，88岁高

龄的母亲突然患病，看样子真的到了“风烛

残年”——走路都已经直不起腰了。一生好

强的她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在外人面前如

此示弱。“拉我一把，上不去喽！”在上楼的楼

梯口，她有气无力地抓住我的胳膊。而我的

印象中，她一直是那个做事风风火火，整日、

整月、整年干活而不知疲倦的黄牛，从不闲

下片刻，即使在父亲去世后，已七八十岁时，

她依然可以挑起六七十斤的担子，这让我十

分震惊。八十多岁的母亲，虽然身板瘦小，

但依然在硬朗朗地干事，勤勤恳恳地忙着她

认为必须和应该忙的那些碎杂家务。

平时母亲也不住在老宅，随妹妹而住、

而行。妹妹不简单，创业办厂几十年，独撑

商舵。母亲住在妹妹家，那个家与厂近连一

体，所以母亲总是自觉地当起“内勤管家”。

她的认真劲儿，让妹妹既开心又苦恼：母亲

太能管事，而且里外都要管，甚至一直坚信

只有她才能把食堂管好，于是每天早晨她早

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上菜市场去采购，为

妹妹工厂里的职工们准备中午饭。这事让

我很不放心，因为街头车水马龙，来来去去

的车子和行人，对老人而言十分不安全。母

亲采购骑的是一辆老年电瓶车，八十五六岁

的人，每天开着那辆摇摇晃晃、飞速而行的

电瓶车，简直让儿子的心悬到嗓子眼儿……

妹妹和我无数次劝她不要再管这样的“闲

事”了！哪行哟？母亲根本听不进去，依然

不愿“下岗”。她的理由有二：一是闲着就会

生病，二是食堂这种地方自家人管理更卫生

安全。这样的理由不是没有道理，我和妹妹

只能会心一笑，无奈：由她去吧。

母亲住在妹妹家里，平时每周回一两次

老宅，打扫院庭，擦洗家什……讲究和爱干净

是她一生的素质，无人可比。可惜她的这份

好“基因”没有遗传给日常很是粗枝大叶的我。

2019年仲夏，母亲突然病倒了，这回她

该放下她放不下心的那份儿事了吧！悬了

十多年的心，我想这回总可以落地了。

“不行了，我感觉不行了……”母亲见到

从北京赶回家的儿子，极其无力地对我说。

那一刻，我的心紧紧揪了起来：她真的不行了？

她不该不行！母亲一生辛劳，不能这样

没好好享几天福就……我不愿往下想，发誓

必须让她重新恢复往日的风风火火！

一阵旋风式的“找人”“找专家”，结果真

的将母亲从生命的悬崖边“拉”了回来：从不

服老的母亲这回终于明白她“确实老了”。

可不？88岁了，当然是老了！

我们这样说。母亲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然而，“服老”的她仍然在想着一件事：

老宅旧了，她要回家，也想让儿子跟她一起

回家……母亲的这份心思或许已经埋在心

里很多年了，只是她没有这份力量，1994年

父亲在世时曾用积存的十几万元重新彻底

翻新了一下老宅，距今也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小时候记忆中的老宅则是标准的江南砖

瓦平房，那房子是在爷爷留下的老宅土地上

盖起来的，一排南向的五间平房，占地面积

不小，宅基原来是与叔叔合用，属于我们两

户人家，后来叔叔家搬走了，老宅基便成了

我家一户的。我在这片老宅基上建起的平

房里度过了我的少年时代，之后的青年时代

我已经离开家乡到部队和京城工作了。

1994年那个时候，我们苏州地区的社会

发展已经开始进入“小康”水平。父亲很要

面子，显然不甘落后，所以在老宅基地上翻

建新楼，即后来他设计的两层小楼，楼上楼

下各四间，是比较标准的小别墅式的楼房，

属于那个时候的江南“小康”家庭。这样一

栋楼房在当时也得需要三四十万元。父亲

显然没有那么多积蓄，已经在京城当了军官

的儿子肯定要“帮忙”，所以实际上有一半的

建房费用是我挣的稿费，但父亲不愿承认这

一点，因为他很要面子，而我不愿为此驳他

的面子。只有爷儿俩在一起谈起此事时，父

亲和我才会心笑一番……这份“何氏家族”

的内部秘密，天知地知，此外只有我们爷儿

俩知道。

由此我也一直认为：老宅是男人们的

事，爷爷在，以他的绝对权力管辖着宅基；父

亲在，是父亲的绝对权力管辖着宅基。当他

们都不在时，作为儿孙的我却莫名惧怕这份

权力，因为他们的儿孙虽然官至“三品”，但

对家庭里外的事却是一个门外汉。

由此我也一直在想：听爷爷说，他的爷

爷顶天立地，兄弟仨凭借力撑千斤的超级功

夫，在苏州和上海滩杀出一片天地，之后垒起

了固若金汤的“何家宅基”——如果不是太平

天国的“长毛”破坏，如果不是“文革”造反派

们的妖风，我爷爷的爷爷和爷爷创造的何家

老宅，或许现在已经属于“历史保护文物”了。

爷爷在的时候，是他将原本只有席子大

的地盘，扩大到百块席子那么大——这是何

等的能力！当然，爷爷的这份功绩是在解放

前夕的十来年间完成的，也正是因为他的这

份功绩，才有了我父亲和父亲自己的家、有

了我和现在的我……父亲这一辈子，做了一

名普通共产党干部的事业，同时也在爷爷圈

定和垒起的老宅上完成了两次对老宅的修

缮与改造。他们用自己的肩膀和汗水，让何

氏老宅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落伍，也因为

他们的坚守才让这片并不太大，也并不太窄

的老宅保留到了今天，使何氏家族的地脉丝

毫没有断流。也许正是父辈的这份贡献，才

让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作为一位可以拿笔书

写人生和社会的作家的我……

然而面对老宅，我十分自愧，因为我们

始终没有像父辈他们那样执着地坚守过这

片土地。从年少离开之后，至今我仍在并不

属于我生命的城廓都市游走。快半个世纪

了！对老宅的所有记忆都是童年的，后来是

爷爷、奶奶、父亲、叔叔们一个个告别这个世

界的悲痛情景……而这些情景让我悲伤且

失落，所以在父亲离世之后，我便很少再回

到老宅了，尤其是留宿老宅。姐姐和妹妹都

有了自己的家，老宅里只剩下母亲，剩下孤

独的母亲依然坚守着这片日渐衰乱的老

宅。后来也因为母亲年岁渐大，姐姐和妹

妹担心她独居老宅多有不便，所以动员她

到了妹妹的家宅去住。然而即使这样，母

亲仍然坚持每周回老宅打扫庭院、清扫里

外，尽着一位主妇的职责。这样的岁月，五

年、十年、十五年……她执着地坚守着，坚

守着这片渐失生机的老宅，坚守到她自己

的腿脚迈不开步、腰杆直不到位、每一根头

发变成银丝……

岁月年复一年，一直到我临近花甲之年。

那一年我从京城匆匆回家到父亲的

遗像前祭一束香时，母亲打开老宅里我曾

经住过的房间内的那些柜子，里面整齐放

置着我和孩子的衣服，甚至仍然留着余

温。那一刻，我的双眼湿润了，母亲更是

老泪纵横……

那一刻，我知道了母亲的全部心思：她

在等待儿有一日能回家来。

“明年我回家。”那一天，我对母亲说。

是真诚地说，因为我明白了一件事：什么事

业、什么面子、什么官职，比起家、比起老宅、

比起一个家族的血脉与精神的传承，那些东

西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决定回家。这事一定让母亲内心产

生巨大波澜，所以她开始默默地设计着老宅

的新天地……

这，本该是男人的事。这，本该是父亲

之后他儿子的事。然而母亲太了解自己的

儿子了，她没有与我作任何商量，她开始默

默准备她认为应该做的事——老宅改造。

这样的工程看起来很小，然而对一个家庭来

说，绝对是“浩大工程”！

靠一个快 90 岁的老人，怎可能完成如

此庞大的工程呢？对我而言，这样的事，是

比我写十本书还要难的事。但母亲就这般

思量着，这般行动着……当然，她要依靠两

个女儿的力量，主要是我妹妹的力量。

我的姐和妹，是母亲的精神“翻版”，一

生勤劳、智慧与无私。

2020年，母亲89虚岁。2020年，国家和

世界面临一场大疫情。

这一年谁也不能乱动乱走。这一年许

多事情停滞了下来。然而就在这一年里，母

亲开始了老宅改造，动土动瓦时疫情尚没有

成气候，可到了三四月份，改造老宅的工地

开始见不到工人，活儿一拖再拖，一直到夏

天来临，正经的活儿才慢慢正常起来。

其实工程并不大，也就一栋旧楼改

造，三百来平方米的建筑、六七百平方米

的院子……但让一位近 90 岁的老太太当

“工程总监”“现场总务”，简直近乎残酷！然

而母亲就这样担当了起来，没有人挡得住

她，没有人可以拦住她不到现场，即便因为

疫情原因建筑工人不能到达现场时，她依然

一人留守在烈日炎炎或风雨交加的施工现

场，满身都是灰尘，满脸皆是汗珠流淌……有

几次我从上海抽空回去看到这一幕幕，心里

的泪不敢流出，因为流出的结果是：儿子太

没有良心！在外面写什么文章！为谁忙活

去了嘛？让一个快90岁的老娘独守在老宅

的施工现场，不是残忍是什么？

作为儿子，我无比自责。

可我能留下来替代老母亲的职责吗？

去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地坚守在如此一

个噪杂的老宅改造施工现场？我做不到，绝

对做不到，而母亲为儿的“家”，无私倾尽着

义务和能力，这在她的生命之中可能是最重

要的一次拼搏了！她那瘦小的身子骨里渗

出的每一滴汗水，都是血液与血精，都是她

生命的极度消耗……

儿愧呵！与母亲的伟大精神相比，我感

觉自己闯荡在外几十年所作的一切似乎要重

新评价了：我们在外面做的那些看起来很体

面、很风光的事，实际上有多大意义、多大价值

呢？其实与生命和情感相比，实在不值几个

子儿。人的一生或许可以有诸多标准去衡量

他的价值，然而又有谁能衡量一个母亲、一个

父亲为子女和为家庭所做的贡献有多重要、

多伟大呢？似乎很少有人这样计算，因为自

古以来，一代又一代人都认为父母对后一代

所做的事都是“应该的”，然而我从母亲身上有

了新的认识：一个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么善

辩能力的人，她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用自己的

默默奉献、辛勤劳作，流干每一滴汗水来影响

和争取后代的“认知”，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

怎样的一种心思？怎样的一种无私呢？

呵，这精神、这心思、这无私，其实就是

天地与人的关系……天和地对人的贡献从

来不曾想过回报与回馈。母亲就是天与地。

我们都说母亲伟大，常常是在她青年和

中年时期。我还很少看到像我母亲那样的

人，在她生命的暮年时仍如此令人感叹！

老宅在2020年末翻修完毕，耗费时间整

整一年零一个月。一个人被拖了一年多时间

的劳累，而且是十分艰苦的施工现场的劳累，

即使是一名年轻的壮劳力也很难不说苦与

累，但我母亲没有。每一次从上海回家探访，

在现场不到十几分钟走马观花后，母亲就会

朝我挥挥手，说你走吧，这里脏兮兮的。

我真要走的那一刻，总见她躲在老宅前

的路边让道，并朝我的车子挥挥手……那一

刻我总极度自责，内心十分憎恨自己：太不

像话！让一个快90岁的老太太守着工地！

“今年春节你一定要回来过了啊！在新

房子里过……”这是老宅修缮一新之后，母

亲和妹妹一起发出的“邀请”。我无法再拒

绝，再拒绝就是没有人情和人性了。

第一次踏进修缮一新的老宅，那种感觉

就是强烈的震撼：老房子完全变了样，虽说

仍在老房子的基础上改建，但却是彻底的改

头换面！楼是新的，白墙、黑瓦、高高的围墙

和满院的绿植、假山流水、池谷草坪，以及草

坪中央的休闲凉亭……母亲说这是妹妹按

照苏州园林建的——我体味到了，体味到了

妹妹的匠心和母亲所要的老宅修缮目标，尤

其是内屋的装饰，远比我在北京的“部长房”

气派又雅致，相比之下，我北京的房子只能

算“乡巴佬”水平。最让我感动的是原来的

两间老厨房拆盖成两间连通的约四十平方

米的侧屋，它连着院子内的小花园，里面空

间十分宽敞。母亲得意地推门引我而进，指

指贴墙的书柜，说：“这是你的书房。”

嗨，老太太都想到了！大概她知道如果

没有“书”的家，我是待不住的。有“书”房就

能牵住我的心、留住我的魂……知我者唯有

母亲也。

老宅内的新房间每一间都舒适无比，这

是母亲的意思，更是母亲的心意，她是想让我

彻底“安居乐业”。看到老宅焕发的温馨之气、

典雅之气、苏南园林之气，当儿的内心不禁暗

自感叹，难为老人家一片苦心。我怀疑自己

能不能“常回家看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现

在的老宅新房将成为我生命的又一个重要历

程。而这里也确实可以让我修身养心、安静

创作，或许还能创作出一些“经典”……

今年的除夕之夜，我与姐姐、妹妹一大

家人近十五年来第一次团聚在一起在老宅

的新房里度过。因为房子新又特别大，加上

屋子里空调暖和，与在京城和上海没有什么

不一样，唯有的区别是特别安静，静得让人

踏实又安心。现在过年，在大城市里听不到

激动人心的鞭炮声，而在老宅居住，可以听

到近远处此起彼伏的迎新年鞭炮声，它一下

子将我的记忆拉回到童年时代那种贫窘而

又丰富多趣的过年时光。那个时候的老宅

里，充满了亲戚间的亲和气氛，因为那时亲

戚间都要相互走动，从小年开始一直到大年

初八，天天互请，天天吃“年夜饭”。由于平

时没得好吃的，一到春节这几天，我们这些

孩子就放开肚皮，大吃大喝，最后肯定是吃

得走不动路，只能睡到床上……结果好端端

的春节，变得痛苦不堪！

住在老宅新房内，想着童年的往事，更

加怀念岁月流年。

吃着家乡的味道，闻着老宅浓浓的乡愁

气息，再看看母亲已经不太容易站起来的身

子骨，我的内心有一股说不出的心酸……

生命如此无情。生命如此脆弱。生命

又如此不可逆转。再过若干年，我们苍老的

时候又会怎样呢？

呵，老宅，你留给我无数的童年记忆，留

给我对父辈的无限哀思……老宅其实是我

们生命的见证者，它对一个家族来说，是一

块不可撼动的基石。它若存在，家族就将继

续繁衍生息；它衰落，则意味家族的衰败与

消亡。老宅就是一块生命的天平。

现在，我对老宅有了新的认识，是从母

亲身上认识到的：老宅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

起点与原点，只要你不违反人生的规律，这

个定律是不会变化的。无论你多么高贵或

者多么贫贱，只要是人，是一个懂得生命意

义的人，都要遵循这样的轮回。

感谢母亲，你让我对老宅重新有了感

情，你也让我对老宅有了更透彻的认知。这

已经是第三次为母亲所写的随笔。当然还

会有第四次、第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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