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细胞；家风，是
家庭或家族传统风尚和美德的传承。
2011年，静海边氏家族，虽在全县56万
人中男女总数不足3000口，难称大户，
却早在清末民初就被列入“静海八大名
门望族”。追根溯源，得益于传续不断
的两个字“清白”。数百年来，其家族秉
持礼仪，崇德重孝，形成“诗书继世，清
白传家”的良好家风，子嗣代代，守正笃
实，勤勉自强。从历史到民间，关于边
氏家族的人和事，历久弥新，有口皆碑。

一

静海边氏家族，明成化年间由河北
省信安县迁居静海，历时500余
年，其族门清白的家风、秉直的个
性和简朴的生活方式，在史册中
有记载，在民间有传闻。

据边姓族人介绍，本家族五
世祖边维新，深受家庭礼教的熏
陶，秉性耿直持重，光明磊落，清
白为人，不做见不得人的事，不巴
结讨好有权势的人。父母病重卧
床，他侍奉身边不离左右，并亲自
尝药喂药，数月守夜不解衣带。
父母去世后，守孝3年，吃素忌荤，
不近酒悦。

1987年，在当年静海县西边村出土
的《明文林郎河南省河南府巩县玄监边
公墓志铭》记载：边公，名维新，字士洁，
别号玄监，世代居住河间静海。其人天
资聪颖，勤于读书，做事专一，明神宗万
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乡试中举
人，公元1619年任河南巩县令。任期3
年，他执法无私，治理得不法官吏畏惧，
不敢妄为。他亲民善政，关心百姓疾
苦，微服深入平民家中、田间地头体察
民情、倾听民声，关乎冷暖、排解民忧，
使地方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他司法公
正，审理公案敏捷果断，打击奸商恶徒
神速却不曾有冤狱。他一身正气，拒绝
贿赂，纠正遗留草断的冤假错案、奢靡
之风以及有钱有势以重金赎罪等弊端，
明镜高悬，不留情面。

涉及族门家风，该《墓志铭》记述：
“居家不治生产，不亲华腴，宦成之日，
寒素无异。”大意是：全家上下不搜刮敛
财、不贪赃枉法来置办家产良田，平常
吃穿朴素本色不变。“清白之家”从此世
代相承。

二

家族的意义，不光是血脉的延续，
更在于家风的传承。静海边姓族门崇
尚厚德，注重礼义，教育后人读书、明
智、爱家国。打开尘封的历史，边氏家
风的人文气节和思想光华，作为一种可
贵的精神，被后人敬仰、礼赞。1949年

10月1日，应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
新中国成立开国盛典的第一届全国政
协委员、爱国实业家边守靖，就是这个
家族的骄傲。

边守靖，字洁清，系静海边氏第十五
世传人，1885年出生于直隶省静海县大
瓦子头镇(现天津市静海区王口镇大瓦
头村)，幼小能文，弱冠即考中秀才，青年
时留学日本，出于爱国之心，参加了孙中
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历史风云中，他
凭借独特的人格魅力，迅速成长为具有
极高名望的政治活动家和民族工商业
者。“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身为天津
最大民族企业——恒源纱厂的董事长，

边守靖知荣辱、懂恩仇，把国家和民族的
利益放在第一位，不顾日本军政方面的
利诱和威胁，坚决拒绝日本人参股合作，
以铮铮傲骨，与侵略者进行顽强的抗争，
致使“恒源”始终不与外国人合作，成为
天津唯一没被日本强盗吞并的工厂。民
族危难之际，他旗帜鲜明地抗日救国，不
顾身家性命，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展
活动、援助物资。抗美援朝期间，他慷慨
解囊捐赠飞机、大炮，为冀中抗日战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初期，边守靖将自己苦心创
建的恒源纱厂，成为全国第一批实行公
私合营的试点之一，也是天津市第一家
实现公私合营的先行者。

三

家风是一个家族的代代传承，能够
通过每个家庭成员的言行举止和精神风
貌，体现一个家族的理念、风气和规矩。
静海边氏家风有传统、有传承、有发扬，
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党风和民风。

边氏家族第十六世传人边昭，出身
农民，16岁参加工作，1970年走上领导
岗位，先后担任过12年公社书记、3年
县粮食局局长、11年县财政局局长和一
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身居官位
平易近人，始终保持老家的乡音不变、
直率的秉性不变、清白的家风不变。直
到2018年8月安然谢世，从没有给人送
过一次礼，也没有接受过别人一瓶酒、

一盒烟、一分钱的贿赂。早在20世纪
70年代，他下村蹲点时，带头住农户，吃
饭付款，滴酒不沾。他亲民爱民，带领
农民致富，为老百姓办事真心实意。
1973年，他的大女儿年满18岁，身单力
薄，总盼着找份合适的工作，当时公社
推荐上学和招工机会很多，照顾干部子
女合情合理。可只有他这个做书记的
爸爸摆手，说：“不行。”1982年，妻子从
农村投夫进县城，按照国家政策可以安
置工作，身为县粮食局局长的丈夫却摆
手，说：“不行。”二女儿从1985年大学毕
业后分配到静海，在基层幼教岗上默默
工作整整30年，直到2015年3月退休，

一直低调做人，敬业奉献，很少有人知
道她是一位堂堂财政局局长、县级领导
的“千金”。为了避免让做领导的爸爸
说“不行。”他的儿子边泽新远离仕途，
高考时选择了学医，大学毕业后主动要
求到基层卫生院锻炼，以自身的业务能
力和医术水平，赢得社会的认可，靠自
己一步一个脚印，逐步晋升为副主任医
师、静海中医医院烧伤科副主任。边昭
老人离世后没有给儿女留下任何财产，
可他生前常说的“清白”二字，注定会成
为他们共同继承传家之宝。因为老人
用一生作出了诠释：“清白，是家风，更
是党风、民风，不能只靠嘴说说，得真正
有人去做。”

边昭老人离世前，生活得依然节
俭、朴素、清贫。他和老伴居住的是一
处20世纪80年代自建的3间砖房，不大
的院落被一棵与建筑同龄的枣树所掩
映，绿荫下大小不一的瓦瓷盆里种植着
西红柿、辣椒等作物。据说，既为观赏、
劳动，也为采摘、食用。墙根院角摆放
的各种盆罐，都是用来接雨水的容器，
一到下大雨他就储备得缸满盆流。老
两口住的房子举架不高，水泥地面，大
白刷墙，屋各一盏10瓦的“小气鬼”牌螺
旋式节能灯。寝室的旧组合是30年前
二女儿的陪嫁品，现又班师回朝被他们
重新利用。客厅的老沙发、老茶几基本
都和房屋同龄。老伴说：“除了盆锅碗
筷，几乎30年没添置任何家具。”边昭老
人生前常说：“最幸福的生活，就是简

单、心安。”为了享受这样的幸福，他的3
个孩子，两个出嫁，一个娶妻生子，从没
请过一桌客，从没收过一份礼。他总
说：“清白，为了心安；心安，需要真正地
清白。”

四

家风，是最直观的社会现象和最务
实的文化传承。一种好的家风，能够引
导后人立德、笃行，能够教育好儿女，成
就好子孙。
“清白家风，就是祖宗们做人做事

的德与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的继
承和弘扬。”边氏族人边可俊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1958年，21岁
的边可俊任崔庄子大队统计员，
1962年担任大队会计。他没有学
历，却有一份高尚的人格和一套
明细的账目。22年，他掌管全村
的经济命脉，分文不跑，滴水不漏，
成为村民们信得过的好管家。
1984年，村党组织换届，通过“两
推一选”，边可俊在村级经济最危
急的历史时期被选任村党支部书
记。乡亲的信任和肩负的责任，
让他在一穷二白的困境中，克难

攻坚，不惜劳心、劳力，带领大家共创致
富路，先后开发全县唯一的杂交玉米育
种基地，当年种植500亩，纯收入15万
元，成为全县的一大农业亮点。转年拆
掉破旧的牛棚，在老东乡率先建起了全
县第一家针织厂，使全村剩余劳力实现
进工厂、挣工资。3年时间，他组织村民
规划修建了东西2条、南北大小穿村公
路11条，使村街的面貌得到了历史性改
变。直到边可俊老人78岁时，可全村党
员群众还是强烈要求他不能离开村“两
委”班子。因为，他做人清白，做事干
净，大伙信得过、离不开。
“边氏家风传承几百年，做人做事

清白干净，对后人是一种教育，更是一
种激励。”边凤桐认为：“作为边氏家族
的后人，必须严于律己，守住清白，不辱
家风，干净做事。”边凤桐是静海镇西边
村人，他相貌憨实，为人厚道，肯于奉
献，堪称边氏后裔的代表。他1978年参
军，5年荣立3次三等功，1984年转业到
地方，自主创业，热衷公益，成为有社会
责任的“爱心老板”。2005年4月，因全
村党员信任和联名推荐，回村担任党支
部书记，他不为名、不图利，用自己的热
心和诚意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对困
难村民慷慨资助，成为大家公认的好书
记，并连续6届高票当选，2018年以来
兼任村委会主任。大家信任他，他也不
负大家。因为，他深深地懂得，清白的
家风，还蕴含着另一层深意。那就是：
福祉他人，净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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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白正是好家风
刘洪奇

人的一生成功与否，很大程度取
决于自己的性格，不能怨天尤人，就
连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也不能完
全说成是封建社会的悲剧，换个角度
评判酿成她的人生悲惨，不能不说与
自己性格懦弱和思想愚昧有关。我
的母亲生于1910年，她的大部分青春
年华也是在那种封建落后的黑暗社
会度过的。当初她的命运还不及祥
林嫂，但母亲以一颗强大的内心和积
极乐观的性格改变着自己的命运，成
为呵护我一生的好母亲。

由于家庭的变故，母亲婚后不久
房无一间，地无一寸，借住亲戚家一
间十多平方米存放柴草的土坯房，窗
户就是土坯墙上一个2尺见方的洞，
冬天插上几棵秸秆糊上一张白纸，门
洞就是挂一卷草帘挡上两捆秸秆，赶
上狂风怒号的天气常把草帘卷起，吹
灭了油灯。就是那样贫困的生活，在
那个历史时期没有任何的社会帮助，
听不尽的是封建迷信的谬论，就是命
中注定的命不好。

母亲对家庭的变故没有怨天尤
人。那年月富家女人都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但母亲那积极乐观的性
格从不把那陈规旧律放在眼里，她总
是说：我家没有大门，也没有二门，出
屋就是田野，没有门的局限……她每
天去地里挖野菜，在十多平方米的土
屋里扎笤帚炊帚，背到集市上去卖，
她总是把土屋打扫得干干净净，门前
种上花，屋后种上树，日子虽艰难困
苦，母亲总是知足常乐。

老天总是用苦难的生活来考验
坚强的人。那年，父亲在沿海做苦力
染上了伤寒病，一病不起，缺医少药
的岁月，伤寒病被视为难以治愈的传
染病。母亲借遍了所有亲戚，变卖了
自己的嫁衣，但钱花光了，父亲的病
尚未治好。巫婆乘虚而入说：“你们
这土屋上下无一砖一瓦，就是一座坟
墓，不吉利，赶快搬出去才有好转的
希望。”可当时，母亲带着一个传染病
人往哪搬啊！哪有家啊！在村边的
土屋里还不会给人们带去传染的麻
烦。封建迷信和经济上的压力一齐
向母亲袭来，但母亲不信邪，没有放
弃给父亲治疗，没有了钱她求偏方挖
草药继续为父亲治疗。那年月的大
自然是原生态的水、土，空气都没有
污染，天刚亮母亲就去田野挖带露水
的刺菜，剁碎挤汁喂给父亲喝。据考
证这种草药有凉血祛毒消炎的功效，
特别对退烧疗效更好。母亲没有经
济来源，就到麦地里顶着烈日捡拾收
割丟落的麦穗，在土屋前平整一块小
场地，把麦穗捶打成麦粒再把麦粒放
到石碾上轧成混合粉，连同麦麸一起
熬成全麦粥，虽粗糙一些但用现在的
眼光看那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在
母亲的精心调理下，父亲的病渐渐好
转，半年后痊愈。而祥林嫂的丈夫也
得了伤寒病，但她经不起贫困和封建
迷信的蛊惑，没有信心百倍的去救治
和护理丈夫，从此失去了守护她一生
的亲人。

父亲康复后，为了还债和生活，
便借了姑奶奶一只金镯子到典当行
当了5块大洋，父亲以5块大洋为资本
开始了艰苦创业的生涯，一边租种土
地，一边经商，赶上好年景连续10多
年大丰收，生意也是顺风顺水。父母
经过十几年辛苦打拼，家业滚雪球般
发展起来了。母亲用勤劳的双手和
聪慧的头脑协助父亲改变了自己的
命运，令人刮目相看。

天有不测风云，随着我的降生给

母亲带来了难以预见的困难。我从
两岁至7岁得了一场大病，长达6年
的时间，那年月缺医少药，开始请走
街串巷的郎中诊治，但久治不见好
转，母亲只好抱着我到县城医疗条件
较好的中医药堂去诊治。每跑一次
县城来回就有8公里路，平均每月要
去两次县城，6年的时间里母亲就跑
了140个来回，从春到冬年复一年，
母亲付出的不仅仅是无法计算的汗
水和泪水，我每一声呻吟，每一次呕
吐都揪着母亲的心。无论是白天还
是黑夜，我稍有一点不适母亲就把我
抱在怀里，我慈爱的母亲42岁就已
满头白发。

我5岁那年病情更加严重，亲人
们都劝母亲放弃吧，父亲也劝母亲：
“放手吧，不该是咱的儿，强求不得
呀，这样下去把你也拖垮了。”

在我几乎没有生命体征的那一
刻，众人都劝母亲：“快扔掉吧，这
不是你的儿，是来讨债的……”母
亲把我裹好抱在怀里，迅速走出家
门。而母亲没有把我扔掉，而是奔
向了城里的中医堂。母亲给医生
跪下，伟大的母爱再次感动了医
生，终于取出了祖传珍藏稀有名贵
的药材，又让我起死回生，并告诉
母亲不要断了我的母乳，要乳汁加
食物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整整
6年，持续 144 个寒暑易节，我在母
亲的怀抱里生存下来的，我也整整
吸吮了母亲6年的乳汁，或者说，我
可能是人类史上吸吮母乳最长的
纪录保持者。在我的病情开始恢
复阶段，母亲要下地干活。无论去
哪她都带上我，把我放在田间地头
或场院旁边，总是拴上一只有灵性
的家犬守护我，防止马驹牛犊的踢
伤和野狗的伤害。而祥林嫂有一
个活泼健康的儿子，但是她缺乏带
孩子的经验，酿成了灾难，宝贵的
儿子被狼伤害。

当我8岁走进学校才知道，自己
比同龄孩子又矮又瘦。从入学以后
母亲就鼓励我锻炼身体，规定每天跑
10分钟，不断增加20分钟、30分钟。
到14岁那年，母亲要求我向长跑发
展。记得16岁那年，我一口气能跑上
3公里。和同学们去井冈山长征串
联，有一天早上6点出发从山东的陵
县到夜间11点半走到济南65公里路，
住进济南邮电接待站，邮电局的工作
人员为我们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决心
拍手称赞。我18岁成年后，母亲为我
增加了单杠和举重项目，没有单杠就
在院里挖坑埋两棵柱子，再用铁丝绑
上横杠。没有杠铃就用人力拉车胶
轮。从举不动到能举起来，从双手挺
举到单手挺举，从能举几次到连续举
几十次。在母亲的精心指导下，通过
锻炼，我赶上也超过了同龄人。我25
岁那年，能从地上不用人搭肩，拾起
90公斤的一麻袋小麦扛在肩上，我从
最弱的体质锻炼成健康的人。

母亲以博大的胸怀孕育了我的
生命，又一次次从死神手中夺回了我
的生命，再把我的儿女抚育成人，献
出了她毕生的精力，母亲那优秀的品
格和坚定的信念，不仅改变了自己的
人生，还以自己最大的能力救助过很
多有困难的人。

在母亲离去的日子里，无论遇到
多么大的艰难困苦，只要想起母亲一
生的经历，我都把困难看成是机遇，
去战胜困难，改变命运，用自己的实
力去救助更多有困难的人来报答我
的父母和社会。

许久不见，团泊湖

你还是我梦中的模样

那一泓秋水

分明就是迷人的眼睛

清澈透亮，柔波荡漾

团泊湖啊

见到你，一下子就爱上

想在你身边翩翩起舞

想在你怀里乐音清唱

想在你耳畔呢喃细语

想在你臂弯里一枕到天亮

不要探究你春雨里的神秘

不要翻弄你骄阳下的沆浪

不要惊扰你金风里的沉醉

不要挖掘你冬雪下的宝藏

只想悄悄地

守候在你身旁

贴近你的柔美

感受你的清凉

呵护你的娇嫩

抚慰你的沧桑

只想静静地

伫立在你身旁

追思，凝望

感怀，畅想

母亲的担当
汤保武

走近团泊湖
薛韵寰

仙山胜景（国画） 李家庆 作

今年的秋天，雨量大，下得勤，高旷
飒爽的天气相对减少。

黄昏的时候，阴云漠漠，竟又下起雨
来。雨虽不大，却是缠缠绵绵没完没了。
夜晚，隔着窗户看见灯光映照的院子里，
白刷刷的雨线交织成闪亮的雨幕。那嘈
嘈杂杂的雨滴声让人心烦、不安。

人到中年，感知世事，觉得无常便
是有常。以自己为例，经历了人生的懵
懂，释放过创业的激情，深处晚秋，让成
熟的自己安静下来，把听雨作为一种享
受，何曾不是一种修为。其实，一个人在
雨夜得以独处，回顾一下人生的过往何
尝不是一种幸福。的确，用平和的心态
听雨，那浮躁、纷乱的心绪变得宁静清爽
起了，那稠密的雨丝映着屋檐下垂落水
线，宛若一幕秋意绵绵的生活剧，就像那
句电视剧的主题曲：故事里的事，说是就
是，不是也是。

秋夜的雨声，最能触动人的牵念
和感叹了，昔日的情思，虽然是淡淡

的，此时竟不经意间被银丝划过心头，
瞬间震颤。“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
蕉一点愁。”这是元代诗人徐再思旅居
他乡，在秋雨之夜怀念家乡，怀念父母
的诗句。“雨到秋深意作霖，萧萧难会
此时心。滴阶响共蛩鸣切，入幕凉随
夜气侵。”眼望霏霏秋雨，诗人韩邦靖
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愁苦心绪倾泻笔
端。“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
滴，怎一个愁字了的！”梧桐树上飘下
一片片走完生命历程的黄叶，细雨打
在梧桐叶上，如苦泪滴到心头。这是
李清照在靖康之变后，面对国破家亡，

失去丈夫，以秋雨凄凉表达自己无限
伤悲、落寞的心情。

不同季节的雨，有着不同层面的
寓意。深秋的雨，总觉有一种凄恻忧
伤之感，正所谓：“细雨泣秋风，金风花
残满地红。”阅读古诗词，曾对古人为
什么总喜欢以秋雨入诗很不解，如今
我才算是略有所悟。其实，听雨就犹
如人的心灵与自然的对话。南宋词人
蒋捷的《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
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
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
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

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原来人生
境遇不同，听雨的感受也不一样，少年
听雨只知欢乐，但不理解雨声中的内
涵，中年听雨才感到无奈，暮年听雨，
才有“寂寞处，两潮回，黯愁怀，汀花细
雨，水树风闲又是秋来。”对人生苦短
慨叹、无奈、与惆怅。
“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

续。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移泪
烛。”《红楼梦》里林黛玉已病体垂弱，感
伤去日无多，哀婉地表达对贾宝玉依依
不舍的离别之情。古往今来，潇潇雨声
不断，而人生命运不同，情志有别，在萧
瑟的秋雨中，都吟咏着生命里不同的悲
凉和华彩。人生苦短几度秋。听雨，便
想以雨入魂，拥入雨的怀抱，让清凉的雨
丝濯去心灵的尘垢，唤醒麻木的神经，让
烦躁回归宁静。

深夜，窗外的雨仍旧连绵不休，此
时的雨滴更加清脆、富有节奏、声声入
耳，令人浮想联翩……

听雨
张福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