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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哥哥史铁生 
 

史岚 

 

我抬头仰望天空，天空是一面大大的玻璃，大得没有边际。玻璃后

面好像另一个世界，有些人靠近玻璃在向下观望，就像坐观光电梯，靠

里面一点人来人往。人们一律穿着黑衣，大多表情凝重，也有的好像行

色匆匆。 

我不记得我哭喊了些什么，总之我是冲着玻璃拼命的哭喊了。他 —

我哥哥，不知怎么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下就到了我的跟前，就像小时

候，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一样，他咯吱我、捏我，跟我说：“你别哭，

以后要是想我了，就到这儿来找我，到这儿就能看见我。” 

我醒了，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清晰的梦，梦里的情景都清楚极了，

身上甚至有刚刚被他捏过的感觉。是啊，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真想他。

但愿能常常到玻璃下面去看看他，等到我也离开的时候，就应该能在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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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里面重逢了。 

 

    早些年的那些记忆已经有些

遥远了，但因为它深深地藏在心

里，所以忘不了，还依然是那么清

晰。我们兄妹年龄相差 12 岁多，

按照属相应该算是 13 岁。没生我

之前，他过了十几年的独生子生

活，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因

为我们家人都是早长，所以在我刚

开始的记忆中他就已经是个大人了。初中快念完了，因为“文革”，很

逍遥。有时妈妈忙，他就去幼儿园接我。我们住在北京林业学院的宿舍，

那时候操场经常演电影，他想看，我也吵着要看，他只好一只手拿折叠

椅一只手抱着我去操场，因为我那时太小，电影看不太懂，经常看到一

半就闹着回家，他只好无奈地抱我回家。为此很多年以后他还经常提起，

说我耽误了他多少好电影。 

还记得他插队走的那天，我和妈妈去学校送他，我那时五岁多，看

到满街的大红标语，学校里锣鼓喧天、彩旗飘舞，还很兴奋，根本没注

意到妈妈眼里含着的泪水。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了，我和妈妈回到家，这

时我才猛然看到妈妈已经是泪流满面了，我也意识到要有好长一段时间

见不到他了，于是赶紧跟着妈妈一起哭。之后过了不久，我们也要下放

去云南了，妈妈写信给他，他从陕北回来和我们一起去云南。记得我们

在昆明玩儿了几天，他就要返回陕北，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将要发生什

么，只是好奇他下次探亲是回北京看奶奶还是来云南看我们。 

云南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丽江。以至于每当提起云南我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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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向往。可能是因为在那里度过的两年是我一生中比较快乐的时光。尽

管也会担心父母经常开会是在批斗谁，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和伙伴们在山

清水秀的大自然里疯玩儿。可惜这种快乐并不长，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放

学回来，看见妈妈哭了，我当时没敢问，晚上妈妈告诉我哥哥病了，我

们可能要回北京，我不知道后果会有多严重，但是回北京对我来说是个

不小的诱惑。最终决定爸爸带我从丽江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坐火车回京，

这样可以省去三天丽江到昆明的汽车颠簸。我满是兴奋，头也不回地上

了飞机。 

回到家见了奶奶，还有铁桥哥哥，他当时也在。奶奶说我们一路辛

苦会上火，要吃三天素才能吃肉。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奶奶做的米饭冬瓜

汤，奶奶在一旁看得有点伤心，跟过来看我的邻居们说：这孩子又黑又

瘦像个小叫花子。可我当时只是高兴，好奇北京的米饭为什么是白的，

我们丽江的米饭是红的。北京的茄子是圆的，我们丽江的是长的。北京

还可以有肉吃。可见丽江两年的野孩子生活已经让我忘了原来的北京

了。 

好像没过几天哥哥从陕北回来了，我清楚地记得他走路一只手要扶

着墙，走得有点慢，但样子是高兴的，见到我们和邻居有说有笑。对于

八岁的我来说，以为一切都快好了。可我不知道病有可能治不好，灾难

也会一个接一个地来。 

爸爸一边带着哥哥到处看病，一边给我联系学校，由于我在丽江的

学习不正规，户口又没落实，学校领导没有马上答应要我。爸爸只好提

起哥哥，因为哥哥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特别优秀的学生，这么多年了学校

的老师们都没忘了他。可能是校领导和老师们觉得既然是他的妹妹，应

该不会太差吧。于是我插班上了二年级。不久我迅速地赶上了落下的功

课，还常常受表扬，心里踏实了许多，只是每天盼着放学能听到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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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哥哥的病不严重，肯定能治好的消息。可是我慢慢发现爸爸越来越

沉默，有什么事只写信跟妈妈说。哥哥的情绪越来越差，病情也不见好

转。我开始担心了，好像每天都悬着一颗心，老觉得要有什么不幸发生。 

不久，哥哥走路越来越费劲了，他动不动就发脾气。看见他把鸡蛋

羹一下扔向屋顶、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我吓得已经不会哭了，只是大

气不出地看着，盼着这一天赶紧过去。可是又怕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我

亲眼看见他把一整瓶药一口吞下，然后疼得在床上打滚，看见他一把摸

向电源，全院电灯瞬间熄灭，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惧和绝望。这种日

子经常发生。但也有时候哥哥的情绪会变得很好，也许是暂时忘了病，

他会高兴地和我玩儿，使劲地捏我、咯吱我，讲鬼故事吓我。我们俩一

起在床上打滚，我夸张地叫唤。只有这时候，爸爸和奶奶才会露出笑脸。

不久，他住进了友谊医院。 

妈妈终于能回京探亲了，那时候还是“文革”期间，她的单位归军

宣队领导，他们一直不放她回京。我后来听妈妈的同事金姨和刘叔叔说，

那时候妈妈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心里着急又没有办法，经常一个人

哭。有时候她不见了，他们就漫山遍野地找，最后总能在某处草丛中或

老树下听见她嚎啕的声音。直到我也当了母亲，才真真正正地理解了她

的痛。 

妈妈回来以后几乎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周末我就和她一起去

医院看哥哥，每次去都能见到他的好多同学，他们都特有本事，医院的

两张探视卡已经被我们领了，但他们总能进来，而且人越来越多，多亏

有他们。我和妈妈后来也发现了一条能够躲避门卫直接进入病房的地下

通道，我们经常在昏暗的通道里走着走着，就会看见一只小老鼠从我们

脚下窜过，妈妈说那是医院做实验用的。 

哥哥第一次住进友谊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多，他和医生护士们都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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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朋友，我经常看见医院的走廊里挂着漂亮的黑板报，他们说那是哥哥

写的，有时候又会拿来一本油印的医书，那也是他为了医生们的业务需

要，坐在病床上一笔一划刻的蜡版印成的。医生护士每次见我们都会夸

他，也都会惋惜命运对他的不公。我清楚地记得他是扶着墙走进了医院，

一年多后是朋友们背着、抬着他回到了家。 

回家后他改变了许多，一定是这一年多我们所不能体会的医院生活

改变了他，虽然有时会发脾气，有时又会沉默不语，但大多数时候是好

好的，和我们聊天、说笑。那时候不像现在，商店里有各种各样的轮椅。

他出院后的第一辆轮椅，是爸爸和邻居朱二哥一起设计、找材料、再拿

着各种零件找地方焊接，最后自己安装而成的。轮椅上可以搭一块小木

板，变成简易小桌，样式独特，绝无仅有。有了它，哥哥就可以从那不

足十平米的小屋里出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我们还会经常打打羽毛球，

或者比赛拉力器，羽毛球我偶尔会赢，因为他坐在轮椅上，但拉力器我

总是输的很惨。他的第一辆手摇的三轮轮椅，是他的同学们凑钱买了送

给他的，他摇着它去过好多地方，也去了地坛。 

在这期间他看了好多书，还自学了英语，后来又到街道工厂去干活。

我去过他工作的街道小工厂，他管它叫小作坊。是几间低矮的小平房，

十几个大爷大妈每天在这里往一些旧式家具上画山水画仕女，仕女的脸

美不美关键要看哥哥怎么画，他负责画脸，用他们的行话叫开眉眼。有

时候，他摇着轮椅从工厂下班回来，会神秘的冲我伸过来一个拳头：猜，

是什么。然后还没等我回答就张开手，是五块钱，是他领到工资给我的

零花钱。 

那时候，每到周末，他的小屋里就会挤满了他的同学，他们聊天、

唱歌、争论，热闹极了。这时候我总是坐在一边听着，觉得他们真了不

起，崇拜他们怎么什么都知道。我还经常翻看他的书，他那里老有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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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他的同学朋友们带来的。有的书我看的痴迷，有的似懂非懂，他

鼓励我：不懂没关系，慢慢就懂了。现在想来，他们的言谈、他们的书

一定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我发现他在一大本一大本地写东西，

他不说，开始也不让我看，但我知道他开始写作了，而且相信他一定能

写成。我以为这两年提心吊胆、总怕再出什么事的日子就快过去了。 

妈妈的假期一拖再拖，终于不得不回云南了，爸爸也在林业学院的

留守处上班。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暑假。我和奶奶坐在院子里择菜，奶奶

忽然说头晕，紧接着，胖胖的身体往下倒去，我刚想拉住她，她已经倒

在地上，不醒人事了。爸爸和邻居们七手八脚把她弄到哥哥的轮椅上推

去医院，邻居们又帮忙给四川的大爷和西安的五叔发去电报，我和哥哥

在家里等消息。很晚的时候，爸爸从医院带来了噩耗，奶奶走了。所幸

的是，她走得很安详，不拖拉、没受罪，就像她一直希望的。 

奶奶走后，妈妈马上请事假回来，不能没有人料理这个家。可能是

因为我那时候毕竟还小，不能完全体会到妈妈爸爸哥哥他们三个人心里

真正的苦闷，只是每天放学回到家，看见家里平平安安就知足了。 

那些年文化和娱乐的活动很少，所以看电影成了人们期盼的事，交

道口电影院离我家不远，有时，我会花几毛钱买两张电影票，然后他摇

着轮椅，我在旁边跟着。电影院门口是高高的台阶，我找工作人员把旁

门打开，他把轮椅停在角落里，就坐在轮椅上看，看完我们一路聊着电

影的内容回家。这一段时间，我和哥哥经常交流，他心平气和地给我讲

好多事，我觉得他说的都对。有一阵儿，他尝试着给一个工艺美术厂画

彩蛋，我负责把鸭蛋抽成空壳，一开始总也弄不好，后来我发现先注射

进去一点清水，然后使劲摇，把蛋黄和蛋清摇散，很快一个完整的鸭蛋

壳就弄好了，他夸我弄得不错。后来，妈妈为了让他开阔眼界，买了一

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我们俩一起兴奋地跟着电视学英语，看动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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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他最爱看体育节目，我也不懂装懂地跟着看，有时候遇到激烈的比

赛，他会看得很紧张，我们一起跟着比赛着急，会为比赛结果高兴，也

会为比赛结果惋惜。不爱运动的我至今爱看体育节目就是受了他的影

响。 

记得那时候只要我在家，帮他上下轮椅肯定是我的事，他说我是弄

得最好的。妈妈常常看着我们俩说：你以后就当哥哥的腿吧。是的，那

时只要他一声喊，我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跑过去帮他。十来岁的我没有好

好想将来，只求别再出事。 

可是老天爷并没有饶过我们，我后来才慢慢体会了妈妈心里在承受

着怎样的痛苦。哥哥的病虽然暂时平稳，但终身残疾是肯定的了。作为

母亲，她要时时担忧儿子的将来，担忧他的生活和幸福。妈妈是请事假

回来的，云南的单位早就停发了工资，而且一直在催她回去，可是家里

又确实离不开她，她当时的心里是承受着怎样的煎熬啊。本来就体弱多

病的她身体每况愈下，终于有一天承受不住了。1977 年春天的一个下

午，她突然开始大口地吐血，又是爸爸和邻居把她弄到哥哥的轮椅上送

去医院，她由于肝硬化引起大出血住进了重症病房。我去看她，她让我

别害怕，照顾好哥哥，她做个手术就好了。手术做完了，她一直昏迷，

我和爸爸轮流值班，爸爸值夜班，我值白班。哥哥的好几个同学都过来

帮忙，有的找大夫，有的找药。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可是情况越来越糟。

不到 14 岁的我，守在妈妈身边，看着她艰难地呼吸着，我感到那么地

无助。当她在昏迷中痛苦地呻吟、大声地叫喊的时候，我吓得浑身发抖，

躲到隔壁卫生间里打开水龙头，让流水的声音来压过妈妈痛苦的叫声。

终于妈妈熬不住了，在昏迷了一周之后，扔下我们走了。哥哥的好朋友

燕琨大哥背着哥哥去见了妈妈最后一面。 

我居然没有哭，我不知道怎么办，哭不出来，整个人都傻了。隐约



  8

觉得这个家这回真是天塌了。送走妈妈之后好久，我不知道脑子里想的

是什么，只是机械的做着该做的事。如果能够就这样慢慢忘记痛苦该多

好！可是我没料到痛苦会慢慢地又是这么强烈地向我们三人压过来，让

我们好几年都缓不过气来。 

我不知道怎样描述我们三人当时的境况，我们表面上还像往常一

样，每人都忙着各自的事。哥哥仍然到街道工厂去干活，业余时间仍在

写作。爸爸每天去上班，回来料理家务。我上中学。学校离家很近，中

午放学回家，邻居朱大姐一家已经帮助哥哥进门了，我要么热一热爸爸

早晨做好的饭，要么就和哥哥一起鼓捣点吃的，然后再去学校。我们就

这样一天天地过着看似平静的日子，但我知道，我们的心里都忍受着巨

大的痛苦。对妈妈越来越强烈的思念，就像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们

的心撕扯得支离破碎。 

哥哥那么年轻就残废了双腿，未来是一片迷茫，偏偏他又是从小就

优秀就要强，妈妈在的时候经常说的就是：你哪里哪里不如哥哥，哥哥

哪里哪里比你强。是啊，直到我也做了母亲，才真正体会到妈妈面对这

样一个残疾的儿子，心里的痛苦是别人无法体会的。就像哥哥在文章里

说的，上帝看妈妈实在熬不住了，就招她回去了。妈妈在天堂一定是个

幸福的妈妈。 

妈妈走后不久，我们搬离了前永康的小院，住进了雍和宫大街 26

号的两间平房。在这里，哥哥的作品开始发表了。那时候家里经常会来

好多人，有他的同学，恢复高考后，他们大多考上了大学，还有文学圈

里的作家、编辑，他们经常把他的小屋挤得满满的。他们谈文学、谈时

事、谈大学里的所见所闻，也谈对将来的想像。每到这时，我总是一言

不发的听着，心里满是好奇和羡慕。如果他们呆得太晚了，我就去给他

们煮上一大锅面条。这段时间，家里总会有好多的文学书籍和期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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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拼命的看，爱看极了，心里对文学充满了敬畏。也是在这段时间，哥

哥的同学孙立哲因为受到“四人帮”牵连，也因为身体突发急病，使他

身心倍受打击，不愿意自己在家，索性搬到我们家，我们在一起生活了

一年多，像一家人一样。 

记得那时候我每天放学回家，爸爸一般还没回来，立哲哥哥已经在

做饭了，我赶紧帮忙，他特会指使我，我忙来忙去的跟着他转，最后饭

还是算他做的。不过他也挺有本事，有时候不知从哪弄来一条鱼，过几

天又弄来一只鸭，基本上是哥哥凭着想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我

和立哲哥哥动手，不管味道如何，我们都吃得香极了。也有的时候，他

们俩都情绪不高，躺在床上长吁短叹，后来我越发理解了他们当时的无

奈。周围的同龄人都上大学了、工作了，可他俩还身患疾病，前途迷茫。

心里的纠结可想而知。但是尽管这样，他们都没放弃自己想要做的事儿，

哥哥一直写着他想写的，立哲哥哥一边在火炉上熬着药，一边趴在床上

看着厚厚的医书，准备着他的研究生考试。 

就在大家都在各自努力着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情况有点不对。不知

是怎么回事，心里发慌。我当时上初中二年级，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

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这也曾经是我和家人的骄傲。可是我发现我当时

在课堂上看着老师讲课，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无论怎么强迫自己集中精

神听课，精神也是游离的。更严重的是我原来记得烂熟的单词、公式竟

然想不起来了，面对成绩的下滑和老师的指责，我全然不知道该怎么办，

又不敢和家里人说，只得承认是我太笨了，能力不够。我常常欲哭无泪，

每时每刻都会感到孤独和无助，心里的悲伤和恐惧就像一个巨大的网把

我紧紧的缠绕着。有时候放学回家，看到院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我会

一下两腿发软，勉强走到家，知道不是我们家又出事了，才慢慢放下心。

有时候回到家，发现他们都不在，又会忽然泪流满面，感到从未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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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有时候想哭、哭不出来，有时候又会哭得死去活来，把自己哭累。

从那时起，我开始想到死，觉得死一定是幸福的。一个人在家，常常望

着四面的墙发呆，如果就这么死了，一切痛苦就都没了，可还是没有勇

气。后来我常想，一个人能自杀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不是谁都能做到

的。 

我不能也不愿和爸爸、哥哥说这些，因为我知道，妈妈走后，他们

心里的痛一定比我多，他们的难处也一定比我多。当时我们三人就是这

么过着日子，谁都不提起痛苦的话题，每个人都把痛苦藏在心里，默默

地忍受着。那时候我们的交流都是有选择的，都在躲避着什么。我知道

他们两人都为我发愁，虽然对我感到失望，但又不好埋怨我。我就这么

一天一天的熬着日子，不知道哪天是头。多年后我回想起来，我最好的

几年青春时光竟然是这么过来的！直到现在，我仍然经常做的一个梦就

是，我要考试了，马上要考大学了，可我还有好多功课不会呢，怎么办？

直到把自己急醒。这个梦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做一次，一直坚持这么做

着，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有永恒的梦。 

哥哥后来成为那么多人喜爱的作家，写出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但

我知道他不会忘了我们一起度过的那段艰难的日子。他也许会和我一样

有个永恒的梦，但我愿那梦不再是痛苦的，愿我们还能在梦里相见。 

 

2010年 12月 30号的下午一直到 31号凌晨发生的所有事情，总会

时不时地在我脑海里出现。每当那一幕出现，我都会尽量用别的事情岔

开，因为不敢去想，也不忍去想，但我知道它将会是我永远的记忆。 

30 号下午，因为阿姨不在，我要去医院接哥哥回家。准备出发的

时候，收到了他的短信，让我买几个包子过去，他透析时吃。那天出奇

地冷，风一下就能把人吹透，直吹到骨头里。透析室里，他没精打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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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床上。时间还早，我拿出包子，他不想吃，没有一点胃口。我们就

聊天，他让我坐在他床边。我们瞎聊，聊我；聊我儿子小水；聊家里的

琐事。他觉得有点头疼，我说今天特冷，是不是又感冒了。就给他捏捏

头，揉揉肩，我们继续聊。想想有好久我们哥俩没有这么踏实地聊天了。 
 

 
 

离规定的透析时间还有几分钟的时候，他有点受不了了，只好提前

结束回家。一路上我和司机搭话，他不吭声。我心里打鼓，知道又是哪

儿不对了，是感冒还是什么，恐怕又要难受几天。刚到家就发现情况不

好，希米还没回来。我问哥哥，是不是应该去医院。他当时还非常清醒，

让我叫了 120，还嘱咐我如果他会神智不清，我应该怎么和大夫说。 

傍晚的北京除了堵车还是堵车，救护车慢得让人不知所措。车上的

他情况越来越糟，我和希米轮流和他说话，他已经基本上不反应了。到

医院后的一系列检查结果让我和希米绝望了。他多少次从死亡手里挣脱

出来，这次真的不行吗？ 

朋友们陆续赶来，立哲大哥在越洋电话里询问着情况，友谊医院的

柏大夫和宣武医院的凌大夫都赶过来先后做了检查，结论依然是最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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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联系了儿子和他爸，让他们马上过来。在医院的大厅里，我不知

道能做什么，心里隐隐觉得，这回上帝真不肯帮我们了。 

2010 年最后的深夜，救护车在寒风中呼啸着开路，家里的车、朋

友们的车闪着灯，鸣着笛一路跟随，朝阳医院、宣武医院、武警医院，

这仪式不是告别，是送行。去往天堂的路不再拥堵，上路时有亲人朋友

们相送，他不会寂寞，到了那里有爸爸妈妈迎接，他也不会孤单。我告

诉自己：这是暂时的分别，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 

记得很多年以前，我们一起闲聊就经常谈到生死的话题。我常常问：

死了到底是什么？是一切都消失；什么都没有了吗？他说可能不是，等

我死了，一定会想个办法告诉你。我现在会常常想起他的这些话，会在

心里和他聊天。我告诉他：我去给父母扫墓了，清明的时候我们去地坛

了，参加完小水的毕业典礼，我告诉他：毕业了，开学就要读研了……

我知道他也会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他那里不再有病痛，他在那里能跑能

跳……我们用我们特有的方式交流着，许多话不用说，但都能懂。天上，

人间，相距并不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