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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补的袜子

第 6版 第 7版拜老：老人、老话、老地方———张永儒老先生专访

我当年是这样，上学的时候不是
个好学生，不好好学习，小时候，也不
爱学习。哎，家里很苦，吃不上饭，在
河北满城县寺角村。家里很苦，没饭
吃，整天就……饿肚子，那时一亩地

才打四十斤麦子，就不错了———现在
一亩地打五百斤、八百斤，差几十
倍———麦子没熟就赶快割下来吃，吃完了就过一天算一天，
我就在那个情况下上的学。

那时学《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千字文》，念
了这个以后才学别的，没有学过太高深的东西。老师来上
课，怎么办呢？他坐一个凳子上，我们拿书上前去给老师敬
个礼，就开始学念。念对了，他就教你第二行。念完后老师
还问说：记住了吗？记住了回去读去吧。一个一个地教，教

完后，你拿了书起来再给老师行个礼。回去后就“赵钱孙
李”地背。他也不讲啊，也不解释，他不管你这些东西，我们
现在说的就是教死书本，他完成他的任务就行了，至于说这

个字怎么用，他不跟你说，不管了。所以为什么我老是要翻
这些书本，反复地看，现在翻来翻去的看？就是以前教的时
候识字了，但好多东西并没理解，通过这么多年的生活，七
十多年前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我上的课，老师讲的很多东
西，头脑里还有印象。古代的好多东西，你往深里研究，无

穷无尽，没有止境。学习这些东西，你越学越觉得它有意
思、有名堂，尤其跟生活结合起来，越体会它，越觉得有意
思。那时候是讨厌它，不想念，不想念但老师打啊，怕啊，进
学堂像进阎罗殿一样的。跨学堂门那一步，真是不想进去，

但是老人逼着你去呀；到了那之后，就由老师管了，还是不
由你。老师什么时候叫你走你才能走，老师不叫你走，你就
走不成。学起来很苦恼。

有一次，老师叫我们写大字，每天老师到教室之前你先
写一篇大字，也用字帖。你买的字帖和他买的字帖都不一

样，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有的没钱买字帖，老师写一篇交
给你，你就照着老师的写。有一个人呢，大概是写得不好，
他就把写的字给撕了，撕了装到兜里去不就得了嘛？他呢
（把纸）带到厕所去了，结果老师解手的时候看到里面有个
字，那不得了了，这是对孔圣人的一种巨大的侮辱！被抓住

了———现在你可以带着报纸上厕所，随便用，那时候可不
敢！一个字，圣人的东西……你要“爱惜字纸”———老师双手
一拍着桌子，问：“是哪个上厕所挟上它？！是不是你？不是；
是不是你？”问了一遍，谁也不敢吱声。“过来！”第一个拉过

来，用一个板子，“啪！啪！啪！”三板子下去，手就马上肿起
来了。“回去！”轮着来，四十个人打一圈，每个人都打一遍，

谁也不承认是自己干的，谁也不说，再打一圈。打到第二
圈，还没打完，打了一部分后，有一个叫“张景清”的同学，
同姓的，当年的老师我叫他大伯，张景清是我叔叔辈，跟老
师同辈的，叫老哥子，这样打了他两次，他就不干了，他火

了，就骂老师，夺了老师的尺子就往家跑，跑了老师就追，
一直追到他家去，所以大家就“解放”了，不打了。哈哈……

挨打了回去还不敢给家里讲，家里与老师是互相通气
的：你不好好学习，老师当然要打你了！就这样的。学习那

时侯是很苦的。但是呢，也不能完全否定老师严格的要求。
老师对我来说，启蒙教育给我创造了相当好的条件，对我后
来的学习，到现在，还都是在老师教的基础上学的，没那些
基础，我后来也、我现在……所以也很感谢老师当时打我
们，小时候恨老师，现在大了知道那时候老师（好），所以我

回家后有时候到老师家去拜访拜访他，并不恨那老师，老师
教我们，打了也是应该，因为我没学好嘛，他是叫你学好啊，
后来才知道。他愿望是你学好啊，“恨铁不成钢”嘛！恨你学

得不好，打你是为了让你好好学。写那个大字，一笔也要写
好；有一笔马虎了，一笔下来没写好，拿给老师看了以后，

老师就打，用这么一把一尺多长的戒尺。所以后来慢慢地
……

你一笔下来没写好，老师就要打你。那时侯就是以打为

基本的要求方式，不是别的，也不跟你讲道理。打是为什
么，就是因为你没弄好，你的字没写好，或者你的字没写下
来，这就是道理，没别的道理。

通过我的体会，现在呢我就给他们讲，老师要求越严越
好，但是你不要打他，讲道理批评他教育他。越严越好，“严

师出高徒”，这几个字我是体会到了，所以我跟孩子家长看
法不一样，没有严师出不了高徒。我现在为什么……我就上
了四年学，我们现在单位几千人，博士硕士多的很，写字能
写过我的，还没有。呵呵……他们跟我说，你没上多少学，为

什么能写好呢？我说我感谢我的老师，老师对我的严格要求
起的作用，他教我一丝不苟，一笔都不能马虎，不止是写字，
而且锻炼了我一种思想，做任何工作我都一丝不苟，我都不
敢马虎，这个思想教育根子就扎得这么深，反映在各个方
面，不敢马虎。现在孩子马马虎虎，他们做事情，马马虎虎，

不求甚解，我很看不惯，我说不行，一定是认真，认真负责，

一丝不苟。你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这样子。老师这个思想已
经贯彻到我的日常生活里面了。它起的作用不仅是学生的

学习问题，而且还对我的工作……最后自然就形成了这些
结果。

当时的老师，如果说，您当时给我讲这个道理，你比如

说，《三字经》里面，“三才者，天地人”……你给我讲讲古代
的这些、三皇是谁？伏羲、神农……讲讲这些东西我就高兴
了，那是什么东西都不懂啊，你要是用讲道理的办法来———
他就不跟你讲道理，就是打，错就错在这一点了。要是用严
格、严的办法，又讲道理，那就好了。应该用思想启发的方

式。现在你们已经享受到这一点了，在学堂这样；我们那时
候没享受这个啊，可惜就可惜这一点。

你看，这是我写的这几个（小楷），这样的写了很多。这
一张，你看为什么成这样子呢（残缺）？这是废了。我写字，

它错一个字，我都不干，写一笔坏了，我马上把这个纸割掉，
重新来。我有一个字写错了，哪怕写了这么多，突然下边写
了错字，一个字写错了，马上就不要了，全篇作废！纸没有
了，再拿新纸，重新写。一笔一画都不能马虎，严格要求自
己，这是对自己的要求。这跟老师的要求是直接起作用的。

当时要没有老师那个要求，我现在不会这样。后来我打仗，
打枪啊，打枪打得很准。为什么呢？也是这个问题。呵呵呵
呵……

这个严格，“严师出高徒”，这个体会非常深。要是没有

老师的严格要求，我绝对写不出现在这个字来。一笔不行，
我自己都要毁掉，得按老师的要求来；就是没老师，也像老
师要求我一样。

工作也是一样，有些工作、现在学的些东西啊（没弄明
白）……睡不着，半夜睡不着，一个事情没解决了，三更半

夜、有时通夜不睡。为什么呀？就是总觉得这件事没做好。
没做好的话，都觉着过不去这一天，第二天怎么也要要想尽
一切办法补救、考虑这个事情。做一件事，这件事就一定要

做得好；没做好，我就总觉着自己对不起这个事，非要认真
想把他做好才拉倒———这是自觉的，不是别人逼迫的。基础
就是老师那会儿逼的，逼我要往好做的，就成了现在这个状
态，从写字到工作。不行，怎么办？要有一种要求自己、对自
己的要求啊，而且是坚持到底的精神压到你身上来。

从教育上来说呀，我的体会，经过老师们，我体会最深。
启蒙小孩子，你脑子里都有些什么，我就这些是体会最深
的，严格，坚持学习。所以到现在，我的孩子来了以后，他不
好好学习，我就说他，我说你看看我，我八十多岁了，每天你

回来以后，只要你一进我这房子，看我在干什么？不是写字
我就看书，一天不闲着！学习一天，差不多有四万字。看报
纸、书籍，一天就四万字吧。

我对我自己呢，是这样的，你看人家艰苦奋斗都那么过
的。我呢，八十岁了，我也不放松，还在学。尽管是没用的，可

能今天学到的东西，明天没作用，我知道没作用，社会上也
不会请我干什么，我也干不了什么，但是在我脑袋里，我学
一天东西，多一点知识，对我还是有作用的。我就联系到孔
夫子的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早晨起来，学到的东
西，哪怕晚上死了，也不遗憾。这是孔夫子的话。

所以说现在老了，是没用，我知道是没用，起不到多大

的作用，也确实用处不大，你能干什么？天天生活，除了工作
以外，除了吃饭，就等死？不能，是不是？还得想着奋斗。过
去咱们奋斗过来，现在还在奋斗，“奋斗终身”嘛！

“文化是生活态度，是活着的人和活着的人所做的事。”我们当
前的文化建设，很重要的努力是要在行进当中看见“人”，互相看见，
彼此呼应。

老人，是我们社会道德和人生智慧的高端，他们饱经风霜，历尽坎坷，把生命
的光亮燃到了生活的每一个地方，他们站在风霜里，看着一代代的生命把时间锻
成为历史，把血肉铸成为丰碑，他们承续了有血肉的久远的过去，也开启了的有
希望的年轻的未来，他们身上有着默默地努力日新的信心，也有着绵绵地平常生

活的力量。老人，以归真的朴纯心地，站在生命的制高点上，本色的看着我们。
学习，是为着成就生命；生命本身，也随时地为着托起生命、养育生命。学堂从 2001年开始，即开

展有“亲近师长”的活动，随着文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我们希望在更深的时代背景、更大的社会范
围，通过拜老等系列活动，逐步落实“生命高端战略”，努力推进文化建设事业的持续深入。

我们愿意向所有有志于学的朋友发出殷切的呼吁，希望大家积极响应和行动，通过拜访、亲近
老人，倾听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释放他们醇厚的人生智慧，促进我们自身的学习成长，促成更广泛、更充分的共
识和行动，为弘扬文化精神，传承人生智慧，改良社会风气，规正道德人心，促进社会公正，构建和谐社会贡献积极
的力量。
“让老年人说话，让青年人行动。”

我读了四年多书，到十三岁供不起了，家中又增加了
一个弟弟、三个妹妹，生活更加艰难了。父母只好叫我辍
学，帮老人下地种田。可是靠天收成的那几亩薄田产量没

法提高。父母无奈就把我送到保定，托人介绍到一家印刷
作坊里当学徒（童工），这时我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当学
徒，学印刷。学了三年印刷，刚要出徒了———出徒以后就
要给工资、给点工钱了，前三年都是白给人家干的，给人

家干了很多活。在当学徒那时候是很苦的，一天要我干十
六个钟头的工作，那是很平常的，有时候二十个小时，甚
至于连轴转，头天干到第二天，吃点饭，还得继续干，根本
不叫你休息，那是很苦的。当时白天在这个案子上印刷，

晚上就在上面睡觉，我裹个被子睡在上面，早上醒来一
看，怎么睡在地下？原来从案子上滚下来了，就那样，摔地
上都醒不了，累成那样子；等累得没办法了，就跑厕所解
个手，等跑厕所里，蹲下去就睡着了，就累成那样！

当了三年的学徒，三年中除了每天吃他三顿杂合面
窝窝头外，其他衣服、被子等用品都是我父母给的。到底
三年我给老板创下了多少财富，只有天知道。我临走时老
板给了我一元五角钱的河北省纸币，就算我三年的工资，
实际上连回家路费也不够，这一元五角钱在当时只能买

15 斤玉米面。
刚要出徒，遇上日寇侵占了华北，我从保定回到家

中，家中生活更难度日。只好又辞别父老外出自己挣口饭

吃。日本占了北京以后，我在门头沟装过媒，挖过煤，抬过
煤，用扁担两个人抬着，装火车，也是很辛苦。

就这样，因成年累月地负重劳动，我的右肩膀已经

被压的严重变形，只要脱下上衣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右
肩比左肩要低一两寸。这就是我一生苦难留下的痕迹
的一部分。

上学之前，家里生活条件很艰苦，后来上学，也很苦，

当学徒、当工人仍然艰苦……老百姓吃不上，艰苦，当工
人，学徒，艰苦，打起仗来那更不用说，艰苦，你看那个红
军长征展览会（指“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展览”）……一
辈子是苦过来，那么多磨难，活过来是万幸的。打仗那个

时候牺牲那么多人……牺牲那是真的，人的牺牲是真的
太大，就从我说，我当兵的时候，班里战士死的人，好多地
方的。家里头、村里头都不知道这个烈士，有好多我给他
们写信都不知道，有的现在还没找到，找不到。你怎么知

道？没名字。还有的参军后，上午还不知道名字呢，下午就
牺牲了。

打仗（抗日战争）那时侯那个艰苦……一年当中（我
们）有三四个月都要在野地里睡觉在山沟里睡觉，不进老
百姓村子里面睡觉，都在青纱帐里面躺着睡觉。太冷了冬

天太冷了，睡觉被子里面没多少棉花的，一个人被子里头
说是规定给一斤棉花蓄在被子里头，实际上战士们也不
要那么多，为什么不要那么多呢，下了雨淋湿了背不动，
经常背的尽量减轻，减轻行装，所以我们那时候经常不打
开被子睡觉，盖被子的时候很少很少的，被子都是垫在头

下当枕头的。把枪一搂，头一枕，就那么睡了，地上铺垫点
草就这么睡了，所以我们在外面睡觉。放哨回来以后，大
家都在那烤火，所以我后来想啊，真是像那时候写的一首
诗一样，火烤身前暖，风吹背后寒。确实是这样，烤过这边

冷了以后再烤这边，就在那个环境下生活。
睡觉的时候不能进老百姓的房子，咋不进老百姓房

子？老百姓房子啊……好多个村子，都被敌人烧光了，日

本鬼子进来以后，到边区来以后，我们住的地方他每一年
都要有那么几次扫荡，既然知道这个地方是我们住过的，

老百姓一律遭殃！我以前看到良岗村（易县），这个村有一
千多户人家，最后我们去了以后基本上给烧光了，都成了
一片焦土。就是剩下来的房子，我们去了以后还有老百

姓，里头还有年老的，家里有孩子，军队你怎么把老百姓
的房子给占了呢？所以我们只有在野地里头生活，不敢住
老百姓房子里去。

（因条件限制，关于张老回忆战争年代亲身经历的故
事，学堂将以其他媒介另作刊载。）

……这样的战斗中，这么多年，我们的胜利很不容
易。所以有首歌：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映照着烈
士的鲜血，为了挽救垂危的中华民族，他们在顽强的战斗

不歇。我们祖国的胜利是用烈士的鲜血给我们铸成的。我
很满足我现在的生活，虽然我现在也吃不好，我也不想吃
那么好。晚上熬玉米粥，早上吃一个馒头就一点牛奶，中
午就是米饭炒一个菜，我就觉得很满足。我们现在吃的这
么好，永远不能忘记那些烈士们给我们创造的这些条件。

如果没有烈士的英勇奋斗，多少人的奋斗牺牲，就没有我
们现在的生活。

（文革期间）那时侯有点思想，有点想法，革命，革
命，打到自己头上来，把自己的国家……咱这不是反革
命么，是不是？有这样的怨恨，但是呢，基本上这个思想

啊，并不是自己就算了，不干了，还是想法把我们国家
的政权巩固下去，不叫它倒台。不能放松，不能扔掉这、
得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立场是坚定的，不管受多大的委
屈。

“读诗书以自慰，作书画以消愁。

开荒山以健体，种瓜树以解忧。

或奔深山采药观景，或下湖河捕鱼泛舟。

不怕脏苦劳累，不惧日晒汗流。

以刚正不阿对人处事，不阿谀奉承低头乞求。

不和别人比阔比富，不跟坏人随波逐流。

宁愿一生贫穷、忍饥受冻，不以邪门歪道向富贵追求。

心烦时即多回忆往事，有多少战友身残掉头？！

要和忠良善士交朋友，并和阴险奸辈结冤仇。

一生以助人为乐，正正直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67 年，自己
看书，看《古文观止》，从头到尾看了两遍，有一个启发，就

写这篇东西。我永远读书，还要读诗书！当时很危险，我不

管你，我还要看，我自己安慰自己嘛，我写书画，坚持写。

前几年我看到一个香河肉身的文章后，就写了一句

话：我张永儒，一生不信神不信鬼，但我相信古人说的一

句话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不报，时刻不到”。

我七八岁上学，读一本书叫《名贤集》，其中有“善恶到头

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我一生坚持多做好事、善事，

不做坏事，忠忠实实地为人民服务，正正直直地做人，不

搞邪门歪道，我相信终会得到善果的。事实上在我的一生

中已经有多次善果出现过了，还会出现的。那次看了，给

我的一个体会，给我的启发，一个信念，做好事总是有好

报的。好人得不到好报也许有的，我不管，做好事，尽我的

本分。

我这个人呢，过去可以说一直跟着共产党走这么一

辈子，多半辈子了，尽是为人民服务了，到现在为止，有很

多事情，你叫我干什么事情，人家叫我，只要我能够干的，

决不推辞！不要任何报酬，也不需要什么东西（条件），而

且帮人家干好为止。现在都是这样，干了以后呢，助人为

乐，心里痛快，就图这个。

2006 年 11 月 10 日下午，学堂专职干事唐鼎峰与北师
大新义工秦维舟一起去环山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拜望
张永儒老先生。

张老今年 83 岁了，是一位老革命，八岁开始接受私塾
教育四年，十三岁到保定某印刷作坊当学徒三年，1940 年参

加八路军，入编晋察冀军
区一分区第一团 （即赫赫
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

团）特务营当战士，1941 年
春到抗大二分校第三期学
习。在抗日战争中曾参加

百团大战及数次抗击日寇
的扫荡，在解放战争中参
加了保卫延安、青化砭、羊
马河、蟠龙镇、荔北、宜川
瓦子街、西府、解放西安、

解放兰州等有记载的超过八十次大小战役、战斗。出生入
死，浴血奋战，是从枪林弹雨中冲过来的。解放后长期在军
部任职，1955 年授大尉军衔。1979 年离休。晚年以读书、练
字为乐，关心青年思想教育问题。

2005 年春，张老与学堂相识，对学堂的行动给予了高度
的赞赏和积极的支持。老人一生备尝艰辛，而人生信念劲节
愈标，虽然晚年身体很多病（白内障，脑血栓，心肌梗等），但
他坚强的意志、旷达的胸襟和深沉的情怀，每令年轻人振作

不已。
是日天晴，风不大，但挟着寒气。下午 3 点过，我们快到

老人楼下时，远远的看见张老已经拄着杖在等我们了。

（相关录入：宋云芳、何正军 整理：江海）

你们来我很高兴。到
我这家，进门一看，看到什
么吗？有什么特征？东西都

赶不上现代化，没有现代
化的东西。

我这从小的时候、十
几岁就当兵，当兵打仗，跟

日本人、跟国民党打仗，打仗以后，到现在老了，可以说是无
能为力了吧，老气横秋，有点……我老了，脑子也不行了，我
这有个特点，虽然脑血栓发作两次了，住了两次院，都是很
重的、抢救过来的，但有个特点，我不像别人一样，别人脑血

栓以后，脑子就不行了，我脑子很清醒。所以我跟他们年轻
人玩扑克牌什么的，一圈下来他们出的什么、按什么顺序出
的我都记得很清楚，血栓没有把我的脑子给破坏掉，这是一
个很万幸的事。

这两个腿我都还能走，你看我走到我们那个活动室，每
天我到那儿看报，来回路很长，走起来困难，我就买了一个

小摩托，每天嘟嘟的就下去了。有人跟我说你不要骑那个，
哪有八十多岁那么大年纪骑那个的呀？可我很轻松，我的手
这个神经反映很灵敏，跟你们年轻人差不多。当兵那会儿时

间长了，开坦克、开摩托、开汽车，开的多了，考这个驾驶证
很容易，换别人不行，到这个年龄就搞不了了。

我从十几岁当兵打仗，打了……我登记的有八十多次
战斗，这八十多次有好多是从死神那里捞出来，从虎口当中
夺出来的，很不容易。所以死活对我来说，已经是置之度外，

随他怎么去，该怎么是怎么，随便哪天死———昨天到活动
室，一个老爷子问我：老张，你干什么？我说干什么、有什么
干的呀，一个是老了，没事干，就是吃，这是一个，吃；再一
个，就是等死了。哈哈哈哈，“等死”，就是什么时候死不管
他，那是老天的事，对我来说无所谓，就是这样。所以心理很

坦然，没负担，也不想吃好的，也不想穿好的，这衣服都是二
三十年前做的，穿了二三十年的了，还在穿；家里也是这样，
你看我家里，你到我家里一进门，看不到什么先进的、值钱
的东西，都是破破旧旧的东西。

前

言

“等死”
———老病生死的问题

“朝闻道，夕死可矣”
———学习的态度

“严师出高徒”
———启蒙教育及其影响用了近 60 年的毛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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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艰苦岁月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人生价值观

文革中与老团长通信手迹 （下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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