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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悼大风又一位好作者李海渊离世 
 

 
 

思念 — 哥哥并没有远去 
 

李海文 

 

清明时节，纷纷细雨。遥念亡兄，思绪万千。2021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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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渊兄长驾鹤西去。重病中的我，欲哭无泪，日夜无眠。几次在梦中相

见，哭醒。 

 

一 

 
 

哥哥并没有离我们远去， 

儿时记忆铭刻心底。 
 

柿黄枣红，金秋爽快。 

全家团聚，你才回家。1 

面黄如菜，肌瘦肚大。 

想念养母，寡言少语。2  
 

我们在山村奔跑， 

沟坡圪崂，犄角旮旯，3  

弯弯曲曲，磕磕撞撞。 

玩打鬼子，我找你藏。 

你追我赶，欢声笑语。 
 

我们到山坡捡地耳，4 

厉风吹透薄旧的棉衣， 

天寒地冻，手脚冰凉， 

1945 年秋，全家第一次团聚。 

 
 

                                     
1 1942 年 1 月日本鬼子大扫荡，哥哥一出生就被寄养在老乡家。1945 年秋，妈妈从交
城县山怀村接哥哥回到晋绥八分区地委所在地关头村，全家团聚。 
2 哥哥回来时不满四岁，不爱讲话。少年老成，他在北京育英小学时的绰号“小老头”。 
3 圪崂，狭窄、偏僻。沟坡圪崂，不平整的路。山西交城地区的方言。 
4 地耳，比木耳小、薄的一种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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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偎相依，艰难挪步， 

你护着我，终于到家。 
 

我们坐在驴驮子里， 

一边一个，一摇一晃。 

高高山梁，残雪湿滑， 

羊肠小道，崎岖陡峭。 

晃晃悠悠，路险驴惊， 

驮子翻了， 

你头破血流， 

我滚下大哭。 

小马阿姨，惊恐万状。 

追赶救起，包扎安抚。 

摔下去，爬上来。 
1946 年春，兄妹两人合影。 

险象环生，饥肠辘辘， 

一起躲避敌人的追赶。5 
 

我们伫立在火车头旁， 

汽笛长鸣，响彻云霄。 

车轮轰轰，震天动地。 

汽团迷离，如幻如梦。 

目瞪口呆，互望无语。 

肩并肩看着 

巨龙咆哮远去。 

蓦然而醒，欢腾雀跃。 
 

我们看着耀眼的电灯， 

抬头不已。 

又惊又喜， 

“妈妈，妈妈： 

这是什么？ 

马灯？油灯？ 

从何处点亮？” 

一切都是那么神秘、新奇。6 
 

                                     
5 1947 年春，阎锡山进攻解放区。 
6 在临汾第一次见到火车和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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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下乡，多日未归。 

想娘心切，十几里地， 

寻母扑空，急忙赶回。 

夏日炎炎，满头大汗， 

又饥又渴，心急火燎。 

河水清凉，解渴解乏。 

我们在河边嬉戏玩耍， 

河水清澈见底， 

鹅卵石子五彩缤纷， 

爱不释手，尽收囊里。7 
 

住在机关，吃在灶上。 

支前繁忙，无人顾暇。 

兄妹为伴，自由自在。 

东走西跑，又玩又闹。 

1949 年 1 月在山西榆次。爸爸到马列学院学
习临走前。 
 

跌倒起来，脏了拍拍。 

摔破有伤，按把黄土。 

累了歇歇，困了就睡， 

床头炕尾，草丛树棵。 

粗砺童年，心野胆大。 
 

大战之后，地荒民瘠，  

野狗豺狼，随处可见。 

黄昏时分，城墙玩耍， 

忽见狼来，飞奔回家。 

县委大院，墙高门厚。 

狼入县城，扒门入户。 

上学路上，议论纷纷。 

好奇挤近，白骨瘆人。 

触目惊心，哀哀戚戚。 
 

我们手拉手一起上小学，8 

趟水赶路，顶风冒雨。 

                                     
7 1948 年春夏在山西隰县。 
8 1948 年秋在太谷上初小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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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写字，同窗学习， 

一笔一画，口念手划： 

“一撇一捺”， 

“人， 

一个人。 

一个人有两只手。” 

从此记牢。 
 

你的好奇心总给我惊喜， 

阳光射过厚厚的凸透镜， 

纸屑突燃，怦然心动， 

火苗闪闪，奇妙无比， 

不可思议，跃起拍手。 

一切都是那么神奇。 

探访新的世界， 

领略科学的奥妙。 
 

你是我们情同手足的好哥哥。

 

二 

 

哥哥并没有离我们远去， 

相处往事宛如昨日。 
 

爸爸与你谈论哲学， 

我在旁聆听，懵懵懂懂。 

敦厚少年，坚持己见。 

壮年爸爸，耐心讲解。 

局促小屋，站而论道。 

那么投入，那么认真， 

忘记了斗转星移。9 
 

当你做的矿石收音机响起， 

我们一起听音乐、戏曲， 

时而浅吟低唱， 

如痴如醉，手舞足蹈。 

时而高歌引吭： 

“今日桃李芬芳， 

明天是国家的栋梁。” 

我们一起读书、看报， 

谈古论今，臧否人物。 

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打开思想的大门， 

探讨人生的真谛。 
 

                                     
9 哥哥上高中，我在初中。在哥哥五平方的小房间里，从下午谈到天黑，都顾不上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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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我离家远行，10 

一身戎装，英姿赳赳， 

威武雄壮。朝气勃勃。 

四射活力，勤奋学习， 

名列前茅。成绩斐然。 

谦和淡定，艰苦朴素， 

落落大方，表里相济。 
 

你向我传授教训和经验， 

和颜悦色，轻声细语。 

条分缕析，鞭辟入里。 

努力学习，不谈恋爱。 

平民子弟，为人质朴。 

劳苦大众，衣食父母。 

严己宽人，吃苦耐劳， 

谆谆诱导，沁入心脾。11 
 

兄妹三人 

从昌平步行到十三陵， 

一步一个脚印， 

丈量解冻的大地， 

鲜有人群，田野寂静。 

你强壮稳健的步伐， 

带动我们，谈笑风生， 

鼓励 12 岁的小妹妹。 
 

肃穆神道， 

石像生伫立多年， 

默默无言， 

  

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在北京颐和园 
 

                                     
10 1960 年哥哥从北京男八中保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父母和他、我谈话。 
11 1962 年我考入大学，哥哥同我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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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朝代更替， 

沧桑巨变。 

边走边看，评头评足， 

领略艺术和礼制。 
 

走进幽深的墓道， 

寒气逼人，不由紧张。 

过了金刚门， 

地下的宝藏呈现眼前， 

震惊、敬畏、激昂， 

油然而生。 

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低声交谈，细细观赏， 
1965 年取消军衔后的哥哥和嫂嫂 
 

兴趣盎然。 

恋恋不舍，意犹未尽。 
 

我们一起去密云水库， 

强壮的你一马当先 

拨开草丛，寻路而上， 

在高高的山巅， 

眺望远方， 

抒怀畅意。12 

邻居同学，女友吉玛。13 

燕俦莺侣，相亲相爱。 

分飞劳燕，14 传书鸿雁。 

严父慈母，亲书回信， 

疼爱有加。 

姑嫂姐妹，谈笑风生， 

情如手足。 

民风淳朴，社会安定， 

经济腾飞，蒸蒸日上。 
 

你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好哥哥。

                                     
12 1960 年代夏，爸爸去密云开会，我和哥哥、二妹三人在溪翁庄登山。 
13 吉玛，烈士子弟，从未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 
14 1966 年哈军工转业改制。吉玛毕业到大连当军代表（检查质量）。哥哥留校当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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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哥哥并没有离我们远去， 

艰难岁月历历在目。 
 

晴天霹雳，突如其来， 

飞沙走石，急风暴雨。 

天昏地暗，遮住我们双眼， 

是非颠倒，令人扑朔迷离。 
 

面对江青的淫威、构陷、迫害，

爸爸愤然而起， 

以死抗争。 

英年早逝，五十一岁。 

生离死别，悲痛欲绝。 
 

压抑、孤独、 

无助、无奈、 

凄凉、苦闷， 

天崩地裂，泰山压顶， 

几近窒息，茫然失措。 

沉稳的你 

时时叮嘱我们： 

只要我们五兄妹 

团结一致， 

砥砺前行，互帮互助， 

必能度过难关， 

到达胜利的彼岸。 
 

一个又一个的打击， 

接踵而来。 

一次又一次的搬家， 

重重困难。 

扣发工资，生活窘迫， 

陷入绝境。 

星散各地，上山下乡。 

耗心费力，愁肠百结， 

迎难不退，心力交瘁。 
 

每当我们向你倾诉， 

总能得到指点、宽慰和帮助。

寄钱寄物，解危救急。 

寻机回京，陪伴看望。 

豁达的你 

常常告诫我们： 

直面人生，勇敢面对。 

人要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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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者常乐。 

不要忘记劳苦大众， 

同甘共苦，心心相连， 

安贫乐道，达而济世。 

家里永远有 

读书声、笑声、歌声…… 
 

非常时期，妈妈受难。 

黑白巅倒，群魔乱舞， 

群众专政，少数掌权。 

不准吃菜，繁干重活。 

胡批乱打，游街挨斗。 

饥寒交迫，遍体鳞伤。 

勇敢的你 

奋笔疾书致信妈妈： 

“黑暗终将过去， 

坚持长期斗争！” 
 

坏人当道，陷害忠良。 

违反政策，胡作非为， 

无中生有，搜查谩骂。 

忍无可忍，奋起反抗， 

怒目而对，据理力争。 

睿智的你 

劝说制止我的莽动， 

避免了遭受更大的迫害和危机。
 

风雨如磐，前途渺茫。 

不知所措，在劫难逃。 

乐观的你 

带我们一起郊游， 

古刹林海，森森莽莽， 

苍松挺立，涧峡急流， 

湖光十色，山水寄情。 

苦中求乐，增进勇气。 

 

生活困顿，捉襟见肘。 

玉米糊糊，白薯充饥。 

热心的你， 

不忘帮助更困难的同志。 

仁爱之心， 

尽心尽力。 
 

你是我们可亲可敬的好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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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哥哥并没有离我们远去， 

一言一行影响我们。 
 

达观的你 

坚信生活仍旧美好， 

率先结婚，琴瑟和鸣。 

生儿育女，漂亮乖巧。 

同学美谈，传为佳话， 

大家羡慕。引以为傲。 
 

动荡不安，战备不停。 

边远小城，不准进关。 

冰天雪地，天寒地冻， 

陋巷蓬门，进屋上炕。 

吉玛复员，入厂做工。 

泰然处之，自得怡然。 

火炕泥屋，盘炕抺墙。15 

锅碗瓢盆，烧水做饭。 

物质乏匮，一年四季， 

萝卜豆腐，土豆白菜。 

井然有序，自得其乐。 

夫妻恩爱，相爱相敬， 

帮衬相互，团结和睦。 

一双儿女，健康茁壮。 
 

无名小厂，埋头苦干。 

不卑不亢，彬彬有礼。 

主持正义，不能沉默， 

批驳“臭老九”谬论， 

有根有据，入情入理。 

群众称赞，对方无语。 

“黑帮”子女，站住脚跟。 

敢说敢干，跟上前沿。 

虽无职务，解决难题， 

群众信任，好评如潮。 

天道酬勤，蓄势待发。 
 

妈妈病危，携家看望。 

幼稚儿子，憨态可掬。 

牙牙学语，活泼可爱。 

蓬荜生辉，后继有人。 

抚慰妈妈，鼓舞妹妹。 

看到希望，相信未来。 
 

你是我们心中榜样的好哥哥。

                                     
15 每年要将炕拆了清扫烟道，换坏，重新砌好，为盘炕。泥墙雨季雨水冲刷变薄，需
要每年抺墙修复。这是两项不可或缺的重体力技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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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渊、吉玛与儿子 

 

 

吉玛与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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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哥哥并没有离我们远去， 
音容笑貌浮现眼前。 

 

强壮的中等身材， 
迸发青春的活力。 
坚挺而浓密的头发， 
掩盖不住 
性格的温和、沉静， 
透露出你 
博闻强记，内心的刚毅！ 
鼻梁上的眼镜彰显 
书生本色， 
儒雅风度。 

 

粉碎“四人帮”，拨开云雾，
开启新的航程。 
时不我待，锐意改革， 
敢于创新，以理服人。 

 

最先走出国门， 
聪慧好学， 
引进技术， 
争分夺秒。 
仗义执言，挺身而出。 

在挫折中坚韧不倒， 

别开生面，蹊径另辟， 

总能寻找到 

新的事业和生活的乐趣。 
 

移居山村，回归自然。 

种花植树，建设家园。 

一草一木，处处关情。 

果实累累，姹紫嫣红。 

游泳散步，打球歌唱。 

晚年生活，丰富多彩。 
 

四八烈士，彪炳千秋。 

宣传纪念，责无旁贷。 

关心时事，历史研究。 

著书立说，一家之言。16 

不忘根本，支援老区， 

援建学校，绵薄之力。 
 

支持同道，科技发展。 

尽力而为，参谋建言。 

关爱儿女，事业有成。 

闲暇旅游，心情舒畅。 
 

 

                                     
16 哥哥帮助秦邦宪的侄子秦福铨出版《博古和毛泽东 ― 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
们》（香港大风出版社 2009 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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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后在家中的哥哥和嫂嫂 

 

 

 2010 年哥哥在南京中山陵音乐台 
 

  2019 年，哥哥全家在意大利旅游。 

香港大风出版社
2009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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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在莫斯科俄罗斯囯家政治社会历史档案馆，左起：海文、海渊、档案馆学者、
馆长、吉玛、李英男、吕兵。 

 

 
  2007 年 6 月 24 日，哥哥全家与妈妈在博古（秦邦宪）故居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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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哥哥并没有离我们远去， 

人生阅历刻骨铭心。 
 

生命之路， 

一程又一程，沟沟坎坎。 

一山又一山，重重叠叠。 

梁峁沟壑，寻寻觅觅。 

黄河九十九道弯， 

多少急流险滩， 

惊涛骇浪，奔腾入海， 

矢志不移。 
 

家庭美满， 

上有慈母，下有儿孙， 

四世同堂。 

枝繁叶茂，四海为家。 

欢庆金婚，八秩开行。 

夫妻双双，体弱年迈， 

脑力退化，旧病反复。 

病在心里，外人难察。 

疾痛在身，寡言少语。 

突发疫情，交流不畅。 

世事多变，难尽人意。 

危难来临， 

将生的希望留给至亲至爱的人。
 

你并没有离开我们远去， 

兄妹情谊，绵长永久。 
 

 

写于 2022 年 4 月 8 日~7 月 27 日

   
2019 年 4 月 20 日妈妈病重，
四人最后一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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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哥哥全家与妈妈（时年 96 岁）的合影 

 

 
2021 年 5 月 21 日，接受无锡电视台关于博古与共产党宣言采访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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