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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家训让我受益终身

话说家风
HUA SHUO JIA FENG

我们杨姓祖宗留下一条家训：
“守祖宗清白二字， 教子孙耕读两
行。 ”我的祖父将这条家训写成对
联， 贴在堂屋后墙祖宗牌位的两
旁。 我六岁认字，就是从背诵这条
家训开始的。 父亲常说：“人生在
世，不读书，无以知礼；不知礼，无
以为人。 ”
1939年，家乡沦陷，日伪军在
离家只有三华里的灰墩集筑上据
点。 1940年春，又闹灾荒。 天灾人
祸，日子实在无法过了，父母就带
着我们四个孩子，逃到离家10里外
的远房舅舅家。全家靠父亲挑着油
担子， 走村串户卖食油苦钱度日。
父亲把我送到界矶头小学读三年

级。父母和弟弟妹妹一天只吃两顿
饭，母亲却每天中午特地煮碗山芋
干稀饭给我吃。看着家人都饿着肚
子，我实在不忍，就对父母说：“爸
妈，这学我不上了，我在家能帮你
们拾拾草，挑挑菜。”父亲听说我要
停学，立马从一只旧木箱中拿出那
副家训对联摆到桌上， 叫我读一
遍。 读后，父亲一脸不高兴地对我
说：“老祖宗教我们耕读两行，现
在，我们无田可耕了，你再不读书，
不是把老祖宗的遗训丢光了吗？再
穷再苦， 你也得坚持读下去。 ”我
说：“爸爸，我错了，我会坚持下去
的。 ”
一天中午，放学经过一块麦地

时，同学韩大鹏见麦地里的豌豆结
荚，伸手摘了两个，给我一个，吃到
嘴里甜甜的。 当时我就想，如果我
用豌豆荚充饥，不是可以省下那碗
山芋干稀饭给弟弟妹妹吃吗？第二
天中午放学后，我就趴到那块麦地
里摘豌豆荚吃，不料被田主人杨奶
奶发现了。 杨奶奶把我送到学校，
告诉了老师。 这事被父亲知道了，
他又把那副家训对联拿出来让我
读，问我：“这清白二字怎么讲？ 你
做到了吗？ ”我说：“爸爸，我知错
了。清白，就是清清白白做人，不损
人利己。”爸爸说：“这就对了。今天
你跟我一道， 到田主人家去认个
错，好吗？ ”父亲把我带到杨奶奶
家，说：“大妈，对不起，孩子不懂
事，偷吃了您家麦地里的豌豆荚，
我带他来向您赔个不是。 ”说着，
让我向杨奶奶深深一鞠躬。 杨奶
奶已经从老师那里得知我家的困
难情况，不仅没责怪我，还用布袋
装了一小袋大米， 硬是让父亲带
回去，说：“姓杨一家人，带回去煮
点大米稀饭给孩子吃。 ”
1949年春，我考取盐城师范。
拿到入学通知书时，我十分纠结：
这书我能读下去吗？ 当年家乡虽
然解放了，但是由于连年灾荒，家
中一贫如洗， 父母还带着弟弟妹
妹在外逃荒要饭呢。 夜晚睡在床
上，我又想起了那副家训对联，于

是暗下决心：坚持下去，有困难自
己克服。 寒暑假，别的同学都返乡
归家，我是有家不归，留在学校，帮
助公家磨面，苦点小工钱，供开学
交书本费。 就这样，我依靠勤工俭
学读完三年师范。
多少年来， 我也是用这副家
训对联教育子女的。 我常把我的
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我们家四个
孩子， 一男三女。 四个孩子中，
只有老三是正规医科大学本科毕
业， 三个女儿由于种种原因没有
上大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三个女儿相
继工作出嫁。 我和老伴商量，要让
三个女儿继续深造。我们对三个女
儿说：“
人家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
去的水，我们不这样认为，希望你
们继续学习，只要拿到本科毕业文
凭，一切学习费用我们全包了。”三
个女儿在结婚生子、工作繁忙的情
况下，先后通过自学考试、在职函
授等途径，拿到本科毕业证书。 到
了孙辈这一代， 不仅有本科生，还
有双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他
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
自己的智慧和才能。
■

杨义春

婚恋物语
HUN LIAN WU YU

两代情深
LIANG

DAI

QING

SHEN

成家后，我每天都带着
老公回妈妈家蹭饭，听她不
痛不痒地数落我：“你这孩
子呀， 就是不懂得爱惜身
体，跟你说了坐凳子不能坐
软的，要坐硬的，否则容易

保护妈妈的“存在感”
说不准熬夜，熬夜会导致内
得腰椎间盘突出。 ”
“你这孩子呀，就知道拼 分泌紊乱的。 ”
老公问我：“天天听咱
事业， 今年都快三十了，也
该考虑要个孩子了。”“
你这 妈絮叨，你不烦吗？ ”我耸耸
烦啊！ ”老公狐疑道：
孩子呀， 怎么那么不听劝？ 肩说：“
顶着那么大的黑眼圈，跟你 “那你还天天去？ 咱妈家离
咱家可有5站地啊， 有那坐
公交的工夫，咱自己就能把
晚饭给对付了。 ”我摇摇头
道：“你懂什么？ 我妈的存在
感是靠教育我来实现的，如
果有一天她不教育我，她就
会觉得自己老了， 不中用
了，孩子都不听她的了。 ”老
公愣了愣， 居然有点感动。
■佟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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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伴下跳棋
我和老伴都70多岁
了， 每天会抽空下上几
盘跳棋， 通常是我赢的
多。
我对老伴说：“你输
的原因是只顾眼前多走
几步棋， 却没看到这样
走， 会给我创造走更多
步的机会。 ”她不服气地
说：“你总是堵我的路，
可我不会堵你的路。 ”
每次下棋时， 老伴
一看到我走了一步好棋
就耍赖，要求悔棋，我却
不让， 并说：“泼出去的
水，你能收回吗？ ”此时，
她总是显得很沮丧。
为了赢我， 老伴要
横着走。 我调侃说：“你
是属螃蟹的吗？ 怎么横
着走呢？ ”老伴狡辩道：
“我没有看清。 ”我不依

不饶：“原来你是靠这招
赢的我呀！ ”“斗嘴”之
间， 我和老伴都感觉其
乐融融。
有时我看到老伴有
一步好棋， 会想办法进
行封堵。 此时， 老伴会
说：“你真坏， 我的一步
好棋被你堵了。 ”我回应
说：“下棋好比上战场，
战场上有你没我， 这就
是战斗。 ”可是实际操作
时， 为了提高老伴的兴
趣， 我还是会偷偷让她
一两步。 要是老伴赢了，
她就会像孩子似的叫起
来：“我赢了你两步。 ”
我和老伴每天下跳
棋，输赢是小事，我更看
重的是， 下棋让我们更
快乐， 仿佛又回到了年
轻时。
■崔立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