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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田小野〈土默川恩仇記〉述及這件事。1 進一步的案情是，事

後的記憶，怎麼就抹去了救命恩人？由此可見，禮失求諸野，並非想當

然。田小野說插隊知青應當給農民道歉，劉中陸勇於面對、剖析記憶的

弔詭，拿出來分享，她們不會滿眼《醜陋的中國人》吧？“失心瘋的社

會”禮失求諸小野，求諸中陸。 

 

找回缺失的记忆 
 

刘中陆2 

 

2018 年是内蒙古土默特左旗知青插队 50 年。我和三位炕友一起回

到了我们插队的地方 — 北什轴公社西南什轴村。北什轴公社成立于

1961 年，1984 年已改为北什轴乡。“什轴”是由蒙古语“什日轴”演
                                                        
1《参阅文稿》No.2021~15。另见田小野：《我那远逝的诗歌王国》，（香港）大风出版社 2022。 
2 1966 届高中毕业生，1968 年 9 月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1978 年回北京，在英文《中

国妇女》杂志社工作。本文借用了小野书里的照片，小野的新书文字简洁，清新，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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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而来，就是庙的意思。据乡亲们说，原来南什轴村有一座很像样的庙，

文革中被砸了。 
 

  

  

作者（蓝色衣服） 
 

我们是 1968 年下乡的，1988 年插队 20 年时，我和田小野回过一趟

村。那时村里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这趟回去，想看看当年的村庄，看看

村里的乡亲，看看“小五保”杨如如。 
 

  

    1988 年回访团回村，前排左二作者       1988 年回访团回村，前排右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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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贫农在荒废的知青屋前 

 

 
1970 年夏天在土默川的合影 

左下：立珍，中左：小野，上左：燕子，最高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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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我在村里患重症急性黄疸型肝炎去呼市就医时，在如如表

姐家借宿过一晚。这是众多记忆中抹不掉的一页。在社会科学出版社出

版的《单身女性独白》一书中，3 我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1968 年 9 月 9 日，我们到了土默特左旗。北什轴公社西南什轴大

队的马车把我们接回村。乡亲们放鞭炮欢迎我们。那黄土坯垒成的房

子、院墙，那清一色着黑布衫、黑布鞋的乡亲们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完

全陌生的世界。他们的日子十分清贫，但是他们还是接纳了我们。乡

亲们的纯朴、善良给了我一丝最初的温暖。转眼间到了 1969 年秋天，

9 月底开始起甜菜。一场秋雨后，我们穿上了棉袄。国庆节那天我开

始发烧、呕吐。到了第八天，我发现尿的颜色像酱油，翻医书后，为

自己确诊：急性黄疸性肝炎。 

第二天一早，田小野送我到呼和浩特看病。从村里到毕克齐火车

站 30 里土路，田小野骑一辆自行车带着我，雨后的土路被马车压成一

道道车辙，独自骑车都困难，更何况要带人。我们俩只好走一段，骑

一段。从呼和浩特下火车，按照村里“小五保”给的地址找到他表姐

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我们说明来意，“小五保”的表姐打开一

间凉房，半截子土坑，一张破席。“你们就在这儿过夜吧，明天一早

去看病”。她是呼和浩特医院的护士。能在一家人家过夜，我们已经

很知足了。走了一天，累了，我们俩枕着书包，脱下棉袄，一件盖着

上身，一件盖着腿，挤在一起睡了。半夜冻醒了，穿上棉袄，背靠背

坐着，盼天亮。 

天亮后我们去医院。化验结果黄疸指数高达 51，医生让我转院去

传染病医院住院。1969 年的呼和浩特，连公交车都没有。我们又从市

中心步行到市郊的传染病院。接诊的大夫姓杨，个子不高，戴副眼镜。

他十分惊讶，我怎么还能步行到医院？“赶快输液！”输液时所有的

                                                        
3 田小野主编：《单身女性独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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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均一扎就穿，我几乎十天没吃饭，血管都扁了。 

田小野去为我换饭票，“先交 50 元住院押金，再换饭票”，她一

听急哭了，“我们是知青，没这么多钱”。结果没交押金，这是事后

工作人员告诉我的。当小野拿着饭票回到病房找我，我确实见她脸上

带着泪痕。已经是下午了，我劝小野赶快走，否则赶不上火车了。可

她非要等我输上液才肯走。“你走吧，要不天该黑了。我一会儿肯定

能输上液的”。田小野为我担心，我也为她捏着一把汗。就这样我们

分手了。 

多少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楚地记着这次特殊的旅行，它让我感觉

到了生命的顽强；它让我感受到了患难之中深深的友情，它给病弱的

生命以力量。 
 

几十年来，每每说起这件事，我都是这个版本，从来没有怀疑过什

么。小野受我的影响，也接受了这种说法。我们以为这就是事情的全部

经过。 

回村当天的白天，我们没有见到“小五保”杨如如。听说他结婚后

有了儿子、闺女和孙子，这两天外出打工去了。村里虽然变化很大，但

街上还是没有路灯。 

晚上从村支书韩喜俊家吃完饭出来已经 9 点多了，小卖部前仍聚着

许多人，借着屋里射出的灯光，我们认出了杨如如，他已年过六旬，不

再是那个记忆中邋遢的“小五保”。 

我说：“那年我去呼市看病，多亏你告诉我你姐家的地址，谢谢了！”

如如只是笑笑。话题很快转到了其他内容，小野说：“如如，小五保，

你那时候成天跟着在我后面，小眼儿小眼儿地叫……” 

大家高高兴兴地说笑了一阵子就分手了。第二天离开村子时，在村

口人群中我又看到了如如，天要下雨，又要赶路，我没有下车，只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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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挥了挥手，瞬间汽车开出了村，我多少有点遗憾。 

回北京后，为了帮助全程开车陪伴回村的崔来好写村史，我们新建

了一个微信群。一天，微信群里说起了村里的“五保户”，自然而然提

到“小五保”如如。我知道如如姓杨，但不清楚他的身世。这次才知道，

西南什轴村的杨姓四兄弟，老大早年间就去世了。老二杨金有、老三杨

满有、老四杨四娃，哥仨都未娶妻。二金有便从东南什轴村申来换家抱

养了如如，所以他姓杨。后来养父二金有过世，他成了孤儿。村里孤寡

老人被称为“五保户”，他未成年，成了“小五保”。那时“五保户”

的待遇也就是队里每年给分一份儿口粮。养父去世后，如如一直跟着他

的三叔、四叔生活。 

在这个群里有人提到如如。我又重复了一遍我患病去呼和浩特看病

的经过，依然是之前那个版本。小野说：“送中陆到呼市看病，住他‘姐

姐’柴禾房那一夜印象太深刻了，可以说终生难忘！而且我还记得，一

进门那个姐姐就连哭带骂，臭骂农村里的那些穷亲戚。” 

不曾想，当年生产队的赤脚医生崔来好说：“那天去的是杨如如的

叔伯姑姑家，在呼市五十家街住。这事回忆起来了，我也去了。因为我

跟我母亲去过她家两次，知道那个地方。当晚我和他们住了一夜。你俩

在凉房。一起去的还有如如……” 

我惊呆了。怎么会是这样？这么多年我竟然不记得送我去呼市的有

来好和如如。那年来好 17 岁，如如才 16 岁，还都是孩子。 

小野说：“是这样啊！我一点也不记得从村儿里到呼市那个陌生的

地方，怎么七拐八拐找到那个犄角旮旯的破房子的，原来是有来好带

路……” 

“每逢中陆提起这段，我总像在梦里似的，似乎就是我单枪匹马从

村里送重病的中陆去呼市传染病院。原来不是那样的！实际上是来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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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从村里把中陆送进医院的，救了中陆的命！我只是陪伴……” 

之后数日里，小野、来好和如如在记忆中寻找 49 年前的呼市之行

丢失了的碎片，一点一点重新拼凑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版本： 
 

在我水米不进的第八天，队里有大车去毕克齐，队长让我搭马车

到毕克齐，再转乘火车去呼和浩特的大医院，还派崔来好一起去，他

是队里的赤脚医生。西南什轴村到毕克齐 30 里土路，再乘火车到呼市，

当天看不了病，要在呼市住一夜。如如的叔伯姑姑一家在呼市，姑姑

的二女婿在医院工作，于是我们投奔他们家，当时没有考虑到我的病

极有可能传染他们。因为是如如的亲戚关系，如如又与小野熟络，她

坚决要求杨如如同行，队里同意了。小野借了一辆自行车，来好和如

如一路跟着马车连走带跑到了毕克齐。 

毕克齐到呼和浩特将近 50 公里。下了火车，来好带着我们找到了

住在五十家街的如如的叔伯姑姑家。那是一个很破旧的院子。五十家

街在旧城。据说在明清时期，这一带有个大驿站，因为有 50 位服务人

员，俗称五十家子。民国 20 年，即 1931 年，绥远省整顿街道名称时

改为五十家街，一直沿用至今。如如的叔伯姑姑和她的女儿二莲一家

住在那里。当时我的眼睛和皮肤都黄了，一看就是重病号，二莲姐当

着我们的面把如如骂了一顿，说他不该带村里人来他们家，更不该领

有病的来！说他不懂事。那老俩口，姑姑和姑父没说话。 

骂归骂，最终人家还是收留了我们，晚饭姑姑做了莜面，小野还

记得很好吃。那一晚，来好和如如与老人一起住。两位老人一直叨唠

说，娃娃们可怜的！病成这样……因为怕传染，让我和小野住在凉房。

炕上除了半张席子，啥也没有…… 

第二天一早，如如的二姐夫去医院（小野记得是内蒙医院，来好

记得是呼市医院）挂了号，拿回家交给了小野说，赶快去看病吧，就

不留你们吃早饭了。1969 年，全国都在“闹革命”，呼市连公交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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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他家向邻居借了一辆平板车，一位大爷拉着我和小野，来好和

如如在车后跟着跑。到了医院，小野给钱，大爷执意不收。 

化验后，确诊我得了重症急性黄疸型肝炎。医生电话联系传染病

院，让我马上去那里住院。呼市传染病院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

军 532 医院，1958 年从朝鲜战场回国后，集体转业组建了呼和浩特传

染病院。1991 年更名为呼和浩特第二医院。出医院后门去传染病院时，

田小野他们找了一辆人力三轮车，也是一位大爷拉着我一个人，小野、

来好、如如三人跟在车后从城里一直跑到城郊的传染病院。 

接诊的医生姓杨。我多日没有进食，血管扁了，一扎就穿，田小

野看我还没有输上液，不肯走。那时已过晌午，她给了来好一元多钱，

让他和如如先走。两天时间，如如只在姑姑家吃了顿莜面，来好不吃

莜面，一直饿着。到火车站，他俩一元二角钱买了两张回毕克齐的火

车票（六角一张票）。如如说，“几十年前的事记不清了，就记得，

我和来好哥每人吃了一个五分钱买的白焙子”。小野说，你就记住吃

了哈。 

……吃个白面焙子，也许对于土生土长无父无母的“小五保”来

说是一件难忘的事，如此清楚地留在了他近半个世纪的记忆里。用来

好的话说：“那年代穷。你们没钱，我们更没钱。” 

下了火车，来好和如如把自行车留给了小野，从毕克齐又是 30 里

土路走回村。田小野那天一直饿着肚子，从毕克齐骑车回到村里，天

已经很黑了。 
 

来好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但凡村里送重病号到呼市就医都少不了

他。我怎么会忘记了他呢？我自认为是个懂得感恩的人，孰不知这么多

年我连谁是救命恩人都没搞清楚，何谈感恩！ 

田小野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知青的记忆有时会有错误。

自觉或是不自觉的选择性记忆，虽然不是故意的，但我们往往放大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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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苦难，忘掉了老乡在同样的困境中对我们的帮助……” 

人类将自己思维之信息内容的储备与使用过程称之为“记忆”。人

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选择性记忆是一种本能，是无意识或者下意识的。

在人生旅途的几十年中，必然会记住一些人和事，也必然会忘掉一些人

和事。人们往往会不自觉或无意识地选择记住有利于自己或亲近自己的

人和事，忽略潜意识里认为不重要的人和事。几十年后对插队生活的回

忆，往往更容易记住同命运知青的相助，淡化甚至忘记老乡对自己的关

爱和帮助。 

虽不是有意的，但这样的选择性记忆，有时会让人很尴尬很难堪，

因为我忘记了我本应该牢记的人和事。我选择记住了我的病痛、就医的

艰辛，忘却了帮助我的乡亲们，来好、如如、呼市五十家街的二莲姐和

姐夫，年老的姑姑和姑父、送我去医院的平板车大爷，是他们在为我奔

波、操劳、受累、挨饿，甚至

冒着会被传染的危险。49 年后

的今天，我应该认真地对他们

说声“谢谢”！ 

中秋那天晚上，我推开窗，

随手拍了一张夜色中的月亮。

呈现在我面前的照片，除了离

我最近的一架葡萄和悬挂在天

际的月亮，夜色略去了其他的

一切。这是手机对中秋夜那一

瞬间的记忆。但是在这一刹那，

在我面前应该还有月季花、丝

瓜、院墙、院外满是爬山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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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房……这张照片就像我对那次呼市之行的记忆一样，记忆里只留下了

离我最近、最熟悉的同命运的知青朋友，忽略了与我有一定距离的第二

故乡的乡亲们。 

我第一次意识到，对往事的回忆，不要太过自信，不要太坚持自己

的记忆，因为人的选择性记忆常常是不完整的，唯有集体的回忆才能找

回缺失的部分，让记忆相对完整。 

 

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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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篇：一首诗，一首歌4 
 

火红的未来不是渺茫， 

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应该想一想今后怎样， 

啊，要到怒吼的海洋荡桨。 
 

这首歌，是我的爱人解仲毅插队的时候送给我的，也是他留下的唯

一的一首歌。 

我和解仲毅相识在内蒙古土默川，远古时代那里称为敕勒川。北朝

民歌《敕勒歌》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

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但那是过去的过去，到 1960 年代末，我

们插队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早已不见成片的绿草和牛羊，映入眼帘的

是泛着白色的盐碱地和稀疏的庄稼。乡亲们的日子过的贫困，一个工分

三、四毛钱，可是他们还是接纳了我们。 

我们这个大村有 30 名北京知青，分三个组在三个生产小队落户，

插队两年以后我们合灶一起吃饭。插队生活十分清苦，可是知识青年的

思想还是挺活跃的，常有各种思想火花闪现。于是我们在伙房的墙上开

辟了一处交流思想的园地，名曰《火花》。 

那天轮到我为大家做饭，解仲毅生病没有出工。下午，他递给我

一个小本，打开一看，是诗，一首长长的叙事诗，他准备在《火花》

上刊出。 
 

 

                                                        
4 摘自刘中陆主编：《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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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什轴村全体知青，前排右起：徐仁里、作者、严良娣、张淑芳。 

  后排右起：宋立珍、徐燕、田小野、龚玲、籍红、于庆玲（张方红）。 
 

1969 年知青小组在田间地头读报学习，后排右二是作者 

 

这个大村分为东西两部分，我们这个女生组单独在西村。解仲毅和

我们不在一个队干活，他又寡言，除了干活，就是看书，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女生不知道他的姓名，见他 1 米 8 的个头，才百十来斤体重，就送

给他一个外号“麻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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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诗的主人公自然是仲毅，他在诗中讲述着他的经历，他的故事（只

可惜诗丢失了，只记得大意）。他有过金色的童年，也曾有过一个受人

尊敬而又幸福的家。他有过美好的理想，也曾经无限忠诚地投身于老人

家亲手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可是一夜之间，革命几十年

的父母被打倒，他从革命后代变成了狗崽子，他感到无比失落，眼前一

片茫然。他是在牛棚里和父亲告别的，他总也忘不了系在父亲腰间的那

根草绳。随着下乡的浪潮，他来到了土默川，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但是他不相信城市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誓言，也不相信我们最终

会被改造成为真正的农民。他怀疑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的意义，他渴

望革命，渴望光明，却不知路在何方。 

诗读完了，我明白了他的寡言。吃过晚饭，他问我对诗的看法。我

说：“诗帮助我了解了你。我们同命，你的诗像你一样，太软弱、太消

沉了，七尺男儿应当顶天立地才是……”。 

他对我的话不置可否，却问我，在家庭发生了巨大变故后，我是如

何看待生活的。坐在院子里的土坯上，望着挂在天边的月亮，想起文革

中的往事，我的心就像那惨淡的月光。 

我告诉仲毅，从小学到高中，我一帆风顺。高三时，在女一中入了

党，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袭来，乾坤颠

倒，灾难接踵而至。 

1966 年流火的 8 月，一个闷热的深夜，中宣部文革小组成员通知我，

爸爸于当晚畏罪自杀。他们说，自杀就是叛党。在要求我与爸爸划清界

限的同时，他们问我要不要爸爸的骨灰？当时妈妈去宁夏农村参加“四

清”，远在千里之遥。我是长女，我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决断，胸海

中一片空白，手脚冰冷。 

我爱我的爸爸，我不相信他会有罪，更不相信他会自杀。但是理智



 14 

告诉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在这场急风暴雨的文化革命

中，我这个预备党员必须丢弃父女之情而服从革命。到底要还是不要爸

爸的骨灰？当我怯生生地说出“不要”两个字，我马上又懊悔了，我立

刻意识到我们不仅永远失去了爸爸，而且将永远失去了爸爸的骨灰。 

面对着一张张刻着“革命”二字的面孔，这种选择对我一个高中学

生来说，实在太残酷了。 

几天以后，妈妈风尘仆仆赶回家，要见“生病”的爸爸。我紧贴墙

壁站着，不敢正视妈妈那无限悲痛的目光。我悔恨莫及，问自己为什么

不等妈妈回来再决断？可是一切都晚了，一切都不可更改，不可挽回，

失去的，永远失去了。 

接着而来的是红卫兵抄家，妈妈进黑帮队，弟弟妹妹被批斗，所有

的起因，皆由于爸爸的去世。我在惊恐不安中度过了两年，时时感到心

在淌血。 

1968 年 9 月，在我离开了北京到内蒙插队之前，女一中党支部连续

召开了七次支部大会，讨论我能否如期转正的问题。整整七个晚上，无

论我如何检讨、认识，最终支部大会的决定依然是“取消预备期，不予

以转正”，理由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刘中陆站在反动

老子一边”。 

会散了。我沿着故宫北侧的护城河慢慢地走着，泪如雨下。我真觉

得这个世界失去了公道，为了划清界限，我连爸爸的骨灰都没有要，到

头来，致命的问题依然是与父亲划不清界限。我心里不服，可是我无奈，

我只能在漆黑的夜幕中，任凭泪水流淌，我只想哭够了再回家，别让多

灾多难的妈妈看到我的泪水。 

走进抄家后贴满封条的家，我想躲开妈妈，可她却迎面站着。她一

直在等我，等我的结果。我到底还是不能忍住委曲的眼泪。沉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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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说了一句那个年代最常说的一句话：“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

知道，妈妈以及与妈妈同样遭遇的人，是依仗着这句语录在那场浩劫中

活下来的，它是当时人们的精神支柱。 

只是因为革命造反踢开党委闹革命，上级党组织瘫痪，女一中党支

部的决议按党章规定，未经上级党委批准，尚不能生效，于是离京前，

我拿到了一张预备党员的组织关系介绍信，一张随时可能失效的组织关

系介绍信。 

爸爸的去世，使我骤然间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活着不光享受生活，

而且还要承担一种责任，尽一种义务。一个人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

珍惜生命也不只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他人，尤其在灾难降临的时刻。

活着是需要勇气的，但必须活着，活出个样子来。我是这样认识的，也

这样要求自己。但是在我被革命、被组织拒之门外以后，我觉得我活得

抬不起头，活得太沉重了。 

离开北京那天，在火车站我和妈妈、小妹妹平静地分了手。可是当

火车启动西行的时候，望着远离我的妈妈，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不可饶

恕的自责与内疚，我对不起妈妈。 

到了村里，我去找支部书记兴友叔。他对我说：“咱庄户人只讲受

（“受”是干活、受苦的意思），能受，就是好闺女。咱们不看老子，

看个人”。文革以来，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朴实、这样宽容、不唯

出身的话了。 

从那天起，我咬着牙，好好“受”。秋雨中，我和村里的后生一起

下到冷凉的河水中捞麻；寒冬里，我和男社员一起在风雪中打机井。当

地有句俗语“女怕坐月子，男怕拔麦子”，夏季麦收时节，我们蹲在麦

垄中间，和社员一样，用细嫩的双手，左右开攻，连根拔麦子，村里缺

烧的，拔出的麦根是好柴禾。半天下来，两手血泡，泡破了，露着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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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一拔就是七天，男人都发怵，可我一天也没歇工。 

白天背着黑板下地教闺女们识字，晚上办夜校和社员一起学习大寨

的经验，我拼命干着我力所能及的一切，直到我患肝炎住进医院抢救。

可是到了整党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参加的资格。 

当我第二次走进兴友叔的家，他站在炕上，从房梁上取下一个红彤

彤的毛主席语录塑料皮，从中取出了我的组织关系介绍信。我环顾四周，

土炕上一个披头散发的疯女人和三个孩子依偎着。这个家里的确只有房

梁上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从心里感激这位粗中有细的庄稼汉。兴友叔为了我的事跑公社、

跑旗里，得到的答复是，她的党籍问题要等她的父亲有了正式结论再研

究。兴友叔劝我不要着急，他说：“每场运动后都会有甄别的。你是个

好闺女，我心里机密”。 

确实和朴实的人在一起可以纯洁灵魂。与此同时我也终于懂得了何

以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爸爸的结论。 
 

 
知青小组和带领干活的杨老汉在田间地头，前排右二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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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讲完了。仲毅望着天上星星，好像在自语：“我的确有些

悲观、消沉，也缺少男儿的刚毅，但是我不掩饰。你平日很积极，可是

你的内心并不平静，也不舒畅，甚至很痛苦。你与我的不同，在于你把

悲伤、失望、怨恨都深深地埋在心底，掩盖起来了。其实不论是你还是

我，都需要鼓起勇气面对现实，而不是回避……”。我与仲毅平时接触

不多，没料到寡言的他说出的话竟然入木三分。 

这次偶然的交谈让我在不知不觉中打开了关闭许久的心灵之窗。也

许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向一位异性同学讲述我的经历，我的想法，也是

第一次心悦诚服地接受一位男同学对我的批评。在穷乡僻壤，我遇到了

一位可以深谈的朋友。 

仲毅的诗在我们村知青中引起了一场关于插队，关于人生的讨论。

《火花》灿烂了，田小野的长诗对仲毅的诗提出异议，其他同学的诗文

也陆续刊出，大家各抒己见，好生热闹。 

此后的一段时间，因为我肝炎初愈，大队照顾我，让我在小学代课，

教二、五年级复式班。晚上送走了补课的孩子们，我在办公室改学生的

作业。仲毅常常坐在我对面静静地读书。有的时候我们也聊天，天南地

北，无所不谈。秋风刮过，绵绵秋雨陪伴着人们。心灵的沟通使我们相

互有了依靠，不再孤独，不再寂寞。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插队生活平淡如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艰苦、清贫的生活磨练着我们，熔铸着我们。 

有一天，仲毅把他新写的小诗《荡桨》拿给我看。 
 

火红的未来不是渺茫， 

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应该想一想今后怎样， 

啊，要到怒吼的海洋荡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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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小诗与他前一首长诗相比，判若出自两人之手。它让我感到了

一股向上的力量和敢于同命运抗争、搏斗的勇气。小诗告诉我仲毅变了，

变得自立了，坚强了，深沉了，开朗了。他不再依恋父母、家庭，不再

徘徊、观望，他要去闯荡世界，去感受生活，去迎接风浪。他对人生的

认识，在这首小诗中，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得到了升华。 

“这不是一首诗，而是一支歌。我送给你的歌”。他说着就唱了起

来。我第一次听到他唱歌，唱他自己写词作曲的歌。他的声音圆阔、宽

广。我从小爱唱歌，也喜欢听别人唱歌。他的歌在我眼前画出一幅壮丽

的图景。无际的大海中漂着一艘小舟，勇敢的水手搏击着海浪，向着太

阳升起的地方荡桨。我相信那水手不是别人，是仲毅。我听到了阵阵涛

声，听到了渴望明天、相信未来的誓言，我感受到了心灵的震撼。 
 

 
知青小组自娱自乐，拉手风琴的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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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荡桨》拿到旗里，迫不及待的跑去找我的好友田小野，她已

经抽调到轴承厂当工人。小野和她的师傅，一位呼和浩特的青年工人，

用两把小提琴齐奏这支曲子。悠扬的旋律飞出工厂，回荡在连绵起伏的

大青山下，时远时近，时隐时现。 

后来，我的党籍问题解决了，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不是因为我的表

现出色，而是因为爸爸被平反昭雪，他又成了革命干部。在高兴之余，

我想起了文革中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只觉得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 

1976 年，我和仲毅在内蒙古结了婚。再以后，我们先后回到北京。

为人父母之后，我们又分头去读书，完成早就应该完成的学业。工作、

学习、生活忙忙碌碌，有许多年我们不再唱起《荡桨》那首歌。 

1992 年 9 月，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病魔顷刻间夺走了仲毅的生

命，真像是被天提走了一样，留下了我和儿子。我在经历了失去父亲的

巨大痛苦之后，又经历着人间最大的不幸。 

仲毅要走了。真的要永远离我而去。我木然地走进一家花店，去为

仲毅做一个鲜花盛开的花篮。在我为仲毅写挽联的时候，他送给我的歌

《荡桨》在心中升起。这歌声带着他，带着我，飘回了土默川，飘回那

天苍苍、野茫茫的敕勒川，飘回到我们共同劳动、谈天、争论、流汗流

泪的地方。我仿佛又一次听到了他的歌声，一遍又一遍，只是那歌声不

再悠扬，却像一曲悲壮的哀乐，每个音符都敲打在我的心上，震撼着我

的心。悲痛欲绝的泪水蒙住了我的双眼，我用颤抖的笔，在泪雨中写下

了这首歌的前两句： 
 

火红的未来不是渺茫， 

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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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仿佛觉得我和仲毅最后的分别不是在北京，而是在茫茫的大青山

下的土默川。或许是因为我们相识相知在那片土地上，或许是因为那一

段知青生活刻骨铭心，纵然生活千变万化，也难让我，让我们这一代人

忘怀。 

花篮里的鲜花凋谢了。我小心地摘下了那对挽联，精心地珍藏起来，

那上边有仲毅送给我的歌，那上边有我对他的永远的悼念。 

 

 
《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 

2000 年第二次印刷时的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