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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晖洒在脸上，一大一小的两个头

上下靠在一起，冲天辫随着步子有节奏

地跳动，这就是我和我的父亲！

小时候，我经常骑在父亲的肩上，跟

着他逛田地，他说那是他用锄头打下的

“江山”。也常常跟着他走过弯弯曲曲的

泥路，穿过茂密的橘林，去帮一户姓李的

人家给外地的亲人写信。每每这个时

候，主人家就会留下我们吃饭，还会摘一

些橘子让我们带回家。

父亲一生清苦，小时候成绩优异的

他，因为家庭原因只读到小学毕业，这是

他一生的遗憾。结婚生子后，我的母亲

体弱，不能做重活，一家的生计全靠父

亲。养育两个孩子，还要给母亲凑医药

费，生活十分艰难。可能现在的孩子已

经无法想象那种贫困：住的是土墙、茅草

房，下雨的时候，和杜甫笔下的“床头屋

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情况差不

多。后来，我们这艘在大海里摇摇欲坠

的小船终于靠岸，我毕业后开始教书，弟

弟在外地的公司上班，唯一的遗憾是母

亲因为病情加重离开了我们，父亲成了

我们唯一的牵挂，每到周末或者放假，我

都会回家陪伴他。

有一年，别人给了父亲几个橘子吃，

味道醇甜多汁，父亲特别喜欢，于是回家

就把原来的橘树嫁接了，又拿一大块地

种上新品种的橘树，他说这样我们就可

以随便摘来吃，还可以给弟弟寄去。橘

树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开花了，馨香馥

郁，我走在橘树林里，沉醉在橘子花的香

气里，不舍离去。我们都在憧憬，憧憬生

活的好滋味，憧憬天伦之乐平淡美好

……父亲却被查出患了肝癌，我和弟弟

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但是我们只能瞒

着父亲，骗他说因为喝酒，他的肝部出了

问题，只要好生保养，身体就会好起来。

从此以后，我们不再让父亲做太多农活，

只留下一块菜地和那片橘林。

被医生判定活不过 3 个月的父亲，

在亲情的沐浴下，活了近两年，后来病情

恶化，不得不住院。弟弟请假回来，我和

他轮流照顾父亲，各种耍宝般逗他开心，

父亲看穿我们的小把戏，反而宽慰我们：

“没有受过苦的人，人生就是不完美的！

就像孙猴子，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人

的心情要像‘早霞映晴天，午霞映对岸’，

整天都是阳光明媚，不管遇到什么，都要

有一个好心情！”这时候的父亲就像个哲

学家，他心里透亮。我们语声哽咽，鼻酸

眼涩，脸上依然保持笑容。

每天检查完毕，输完液、吃完药后，

我和弟弟都会在黄昏带着父亲出去散

心，去看我漂亮的学校，看老的火车站和

新的火车东站，去美丽的草地边散步，看

白云在晚风中变幻的模样。我们挽着父

亲漫步，听他感慨以前生活的贫苦，现在

社会的新模样。回医院途中，路过水果

摊，我们要给父亲买点水果，他什么都不

想要，只是指着橘子说：“我想吃橘子了，

买点橘子吧。”

可恶的病魔，最终还是无情地把慈

爱的父亲变成了家乡的尘土，从此，我和

弟弟无父无母。人生就是这样，像极了

树的一次旅行，而一棵树的命运，远比人

更从容淡定，它们发芽、开花、结果、落

叶，春夏秋冬，岁月更迭。我们眼巴巴看

着那些飘落的日子，再也不能回旋，想当

初，我不过还是个赤脚背着背篓的孩子，

听母亲扯开嗓门叫我起床的孩子，看父

亲的锄头像要把泥土融化的孩子，和弟

弟在稻田里割出一个迷宫，然后躺在里

面睡大觉的孩子……转眼间和父母就到

了阴阳相隔的地步，但我相信，劳苦一生

的父母变成了天上的星星，永远照耀着

我们！

那片橘林每年都缀满了橘子，颜色

黄艳，果实饱满，我和老公摘了满满一袋

子，寄给远方的弟弟，也把父亲的爱寄给

了他。

“胡萝卜须”，是妈妈给他起的绰号。妈妈

不仅给他取绰号，还不给他吃饱穿暖，甚至胡

萝卜须睡觉打鼾影响了她的睡眠，她就掐他的

屁股，直到掐出血来。

这是法国儒勒·列那尔的代表作《胡萝卜

须》中讲述的故事，这还是一部自传体作品。我

一直搞不懂，父母怎么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孩

子？最近，我在《长不大的父母》一书中，找到了

答案。

《长不大的父母》讲：有人无法理解父母为

何会欺负自己的孩子。这里的“欺负”，就是父

母利用孩子解决自己内心冲突的行为。作者加

藤谛三借用英国儿童心理学家约翰·鲍比提出

的“亲子角色颠倒”，用丰富的真实案例深入分

析了“长不大的父母”的形成原因和心理构造。

何为“亲子角色颠倒”？指的是父母向孩子

撒娇的行为。在正常情况下，孩子向父母撒娇

才合乎情理。因此，撒娇这一行为的主体和对

象颠倒时，就叫做“亲子角色颠倒”。

比如，母亲做了一道菜，孩子要是不夸奖

两句，“亲子角色颠倒”的母亲就会很生气。颠

倒亲子角色的父母甚至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即

便孩子生病了，也要去海边给孩子开生日派

对。因为如果孩子对他们心存感激，他们就会

特别高兴。比起孩子的心情，父母自己的心情

更重要。

“亲子角色颠倒”其实就是父母出于自己

潜意识的需求进行育儿的行为。这会使孩子沦

为帮助父母解决自己内心冲突的工具。这样的

成长环境显然对孩子而言不理想。所有颠倒亲

子角色的父母都在“攻击”自己的孩子，却不自

知。

本书中所说的父母没长大，不仅仅指当父

母的岁数小，实际上，心理上的成熟与否与生

理上的年龄关系不大。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一

则新闻：老师在班级群里收生活费，一位爸爸

连抢几十个红包，然后退群，并将老师的微信

拉黑，用抢来的钱还网贷并且还赌博了一把。

这哪是一个当父亲的人该做的呢？一个智力正

常的孩子也做不出来呀！

父母为何没长大？没长大的父母，可能源

于童年成长时留下的创伤，他们的父母可能也

是没长大的不称职的，或是源于心理问题。他

们一定是得过且过的失败者。他们没有想要解

决人生问题的积极态度，不去直面自己内心的

冲突，不去实现自我，只是一味地被心中的不

甘所控制，成天欺负自己的孩子。一言以蔽之，

颠倒亲子角色的父母是在把自己孩童时代遭

受的委屈都发泄在孩子身上。

向母亲寻求爱，是人的基本需求。如果一

个人在这一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

就成了别人的父母，那么就容易出现颠倒亲子

角色的问题。对颠倒亲子角色的父母而言，孩

子反倒成了他们的“父母”。就像孩子依恋母亲

一样，他们依恋着自己的孩子。

父母出于自己潜意识中的需要进行育儿，

会给孩子带来基本焦虑。所谓基本焦虑，就是

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人所感受的焦虑。这

种焦虑会牢牢扎根在孩子内心的最深处。比

如，“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夸奖”就是一个典型

的幼儿式需求，如果一个人从小就生活在这一

需求被全然无视的环境中，那么就算他已经度

过了幼儿期，这一需求也不会消失。

英国心理学家乔治·温伯格曾指出，追求

名望的人其实是在追求爱。如果他连爱和名望

都得不到，剩下的就只有孩子了。这就会演变

成“亲子角色颠倒”，导致他对自己的孩子抱有

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们企图借助孩子的成功让

世人对他们刮目相看，或者把孩子当作日常负

面情绪的宣泄口。

那么，如何构筑积极的亲子关系？为了变

得幸福，我们需要磨炼自己。所谓磨炼自己，就

是尽管自己现在的模样还不尽如人意，但还是

要继续努力。从亲子关系的角度看就是——尽

管自己现在是很幼稚的爸爸或妈妈，但该努力

还是要努力。唯有这样才能构筑起积极的亲子

关系。做父母也不要牺牲自我，牺牲自己的事

业，最后自己的生活中只剩下孩子。美国精神

医学家哈里·斯塔克·沙利文曾说：“如果我们

无法尊重自己，就无法尊重和爱他人。”受焦虑

折磨而丧失了自信的父母就是如此，他们一边

依赖着孩子、不断榨取孩子的爱，一边自以为

自己很尊重孩子。比如，有一位母亲总是对孩

子说：“只要你过得幸福就好了，妈妈怎么样都

无所谓。”其实这是因为这位母亲忍受不了自

我存在的无意义感，她面临着夫妻关系破裂的

问题，却没有意志力和精力通过离婚解决问

题。

为了自己的原生家庭，为了下一代的教育

问题，建议年轻人读一读此书，从心理层面了

解很多人和事，会让人豁然开朗，不仅是家庭

里的，还有社会上的人际关系。

杨潇要从长沙走到昆明。

杨潇的计划——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

道上寻找西南联大。《重走》的封面展示了杨潇

行走的路线图，外封里页绘有“长沙临时大学

西迁入滇示意图”。两幅图构成了巧妙的时空

对应，杨潇以复刻的方式尽力接近历史与历史

里的人事。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说过，真正的旅行

是哲理和文化层面上旅者的心灵与旅行地之

间的共通和默契。唯有如此，才能完成从旅游

者到旅行者的转变。杨潇就是这样的旅行者。

《重走》是一部融合了历史随笔、旅行文学

和田野调查等在内的跨文体著作。杨潇在经年

累月的准备里做足了功课，这些功课主要是大

量的文献记录、研究类书籍和“联大人”的日

记、信札、回忆录等资料，这部近50万字的作品

展现了杨潇功课的扎实厚沉，各种五花八门的

史料被有机地穿插在一起，每一章还附了长长

的注释和参考书目。

这是一趟三千五百里的旅途。杨潇为自己

找了许多旅伴，他们是沈从文、穆旦、林徽因、

闻一多、李霖灿和湘黔滇旅行团里的其他成

员，杨潇称呼他们为“神交的朋友”。杨潇引述

他们的见闻是如此的自然，几乎没用任何的起

始句和转折语，在沅水江畔，在石头城里，在黔

滇道上，在杨潇途经的这里与那里，他自然而

然地想起了，西南联大师生曾经走过。

这是一次悲壮的长征，但不是狼狈的逃

难。“联大人”的笔下固有很多关于肉身的困

乏、境况的窘迫、时局的忧思，以及对沦陷区亲

人的挂念等描写，也不乏苦中作乐的玩笑打

闹、相携前进的友爱团结，甚或走马观花的游

思，湘黔滇旅行团的许多人都试图在路上理解

中国，这次旅行尽管是被迫的，不妨也把它当

作深入民间、接触百姓的机会吧。所以，梁思成

和林徽因夫妇会觅机寻访古寺，沈从文会有意

识地观察民风，闻一多会沿途采集民谣，李霖

灿后来毕生致力于纳西族文化……师生们写

下了很多日记，这些日记不仅为历史提供了见

证，也是人生的重要铭记，难以忘怀，在以后的

岁月里，每每翻阅，就生出自豪与慨叹。

张曼菱撰写的《西南联大行思录》，认为这

个过程完成了这群学人在观念、精神和相互关

系上的磨合认同，完成了他们在国难面前的精

神转变与文化抵抗的准备，从而为抗战的八年

坚守，打下了一个充分坚实的基础。的确如此。

联大的前身是长沙临大，由抗战爆发后迁

至长沙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读书还是

打仗？这是个艰难的选择。年轻学子想要报效

祖国，纷纷要求学校实施战时教育，而校方当

时打算撤退昆明的决定，是让很多人失望的。

《重走》写长沙时期，前面几章描述了普遍的

“彷徨”心理。所以，徒步长征是一次洗礼，师生

们明白了，报国可以有更合适的方式，无谓的

牺牲和太大的代价，是不可取的。思想上的认

识清楚了，人心就不散，就有凝聚力。

杨潇也找了许多当下的对话者。接待人员

提供了地方志等基础文献，进一步丰富了本书

的历史性，当地百姓口述了民间的传说和故

事，这些传说故事也许荒诞无稽，却有着鲜活

的气息，百姓的臧否自有一番民意。另外，还有

一位重要的对话者，那就是美国汉学家易社

强，即《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作者。在

杨潇有所迷失时，易社强及时帮助他解惑。易

社强点拨了徒步所内涵的从身体到精神的转

化，而杨潇想到自己何尝不是如此，用徒步来

校准生活的指针，重新确认生活的价值。

杨潇的徒步发生在当下，与1937年夏天的

那场远行，无法全然符合。但重要的是，杨潇触

摸到了跨越时空的心灵脉动，对于当代社会存

在的比如乡村“空心化”等现象，有了更深刻的

反思。通过重走，杨潇想起了一些遥远的往事，

目睹了记忆的变形，也体察到了它的坚韧。杨

潇认识到了生活的偶然性。他说，接受这偶然

性，然后去做事，用行动来创造自己，这是值得

长久咀嚼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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