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计，目前我

国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人数约 1000 万，预计

2050年将超过4000万。

阿尔茨海默症的基本病理变化，是大脑皮

质的神经细胞逐渐退化，并且数量大量减少，这

些神经细胞与人类的记忆、学习和判断能力紧

密相关，一旦患上这个疾病，病人就会逐渐丧失

记忆和其他认知，以目前的研究来说，这个过程

是不可逆的。所以，在《给妈妈当妈妈》书里，这

个病采用了更直观的“认知症”的叫法。

作者陆晓娅当过多年记者，后来又从事心

理工作，但这本书并不是学术性的讨论，它是以

短章形式展现的生活随笔，是从一个女儿的角

度对母亲的追忆，那些理论和技术消融在日常

的陪护和思索里，情感是第一位的。因为，在家

庭的相处里，人首先是感性的，其次才是理性

的。假如你的妈妈因为疾病丧失了理性，你将如

何守护她的最后旅程呢？

陆晓娅自述，从2007年带妈妈去医院检查

记忆力，到 2019 年 11 月妈妈离开这个世界，聪

明要强的妈妈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不会走路、不

会吃饭、不会说话的人。这漫长的十余年时间，

支撑她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写作与记录。初期

是零碎的，直到 2013 年，当陆晓娅 60 岁生日那

天，她才正式决定把那些记录整理成文章。我

想，在那一刻，陆晓娅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已经

步入老年，作为老人的女儿和更加老的母亲之

间，有了更多的默契，也有了更多的共鸣。

她叫喊，她摔东西，她倒腾衣柜，她不肯入

睡，她没法自主排泄，她忘记了身边的人……这

些都是认知症患者的常有表现，到了晚期甚至

只会剩下些原始的反应，连婴儿都不如。“给妈

妈当妈妈”，就是要温柔地对待她，给她穿衣服，

给她冲厕所，哄她睡觉，帮她洗澡，让她吃药，不

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轻轻地、慢慢地，要与她合

拍，别惊醒她心里蛰伏的“野兽”。

认知症患者的意识沉入了幽暗之地，可是，

在某些时候，他们对自己的状况是有所觉察的，

偶尔，他们会有清醒的时候。他们在潜意识里明

白家人与外人的不同，家庭环境与其他环境的

不同，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依赖家人的陪

伴，更容易放大自己的不安与恐惧。陆妈妈也是

高级知识分子，从来不会示弱，工作出色，个性

强势，但当她的意识无主漂浮，在明暗之间切

换，她把不安与恐惧转化成了愤怒，是一件顺理

成章的事情。然而，承受这些愤怒的对象——她

的家人、她的儿女，是多么痛苦。这个疾病的折

磨是可怕的，仿佛永无止境，仿佛随时随地有雷

会炸，有谁能够毫不憎厌这样的负担呢？家人的

生命也被这场疾病撕裂成了碎片，一方面被情

感和责任羁绊，一方面又逃不开沮丧、内疚和罪

恶感，阿尔茨海默症就像巨浪滔天的洪水，考验

人类的良知和情感的脆弱程度。

陆晓娅用“精神荒芜”来概括母亲的处境，

她知道这荒芜之上已经不能长出花草，可是，她

怎么能放弃？怎么甘心放弃呢？核弹轰炸后的废

墟尚且会有青草摇曳，对于希望与奇迹的企盼，

所尽力的点点滴滴，不正是生而为人的可贵之

处吗？陆晓娅幼时住在外婆家，与母亲感情淡

薄，这场疾病促成了亲情的修复，在更大的层面

上，她开始自觉地追问生命的有限性，当照顾母

亲构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她在现实存在里重

新体会生命的意义。

陆妈妈在 2015 年 1 月进了养老院，陆晓娅

以多年心理咨询和志愿服务的经验，获得了“潜

伏”在养老院里的资格。在这里，她接触到了更

多的失智老人，也分担了更多其他家属的烦恼，

她对这个疾病的理解更加深刻，也更有同情心。

认知症与数以万计的中国家庭发生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家属的照护经验与心理状况也是

需要关注的问题，陆晓娅的这些文章最早就是

在认知症家属群里分享的。这本书写给妈妈，也

写给那些辛苦的照护者们，彼此守护能够驱散

孤独，让我们一起穿越“黑暗丛林”。

守护妈妈的最后旅程
■ 赵青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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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是

一本“女儿视角的回忆录”，92岁的女儿梁

再冰，在书中，回忆自己的父亲母亲，力求

还原人物的真实，和一定程度的历史的真

实。从史的角度来看，此书可以说是人物

史、家庭史，也是社会史。说是“人物史”，

是指主要人物梁思成和林徽因；“家庭史”，

则是梁家的变迁和变故；“社会史”，则是从

一定角度展现了时代的变革和发展。

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梁再冰书写的主要

对象，而“还原人物、历史的真实性”，则是

其基本立足点。基于此立足点，“焦点”事

件最具说服力。

1933年，冰心曾写过一篇小说，名曰

《我们太太的客厅》，据说，就是以梁家客厅

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将林徽因、梁思成、金

岳霖、徐志摩等一干人，对号入座，充满了强

烈的讽刺意味。那么，这个所谓的“太太的

客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状，又具备怎

样的一种性质呢？梁再冰在书中专门作了

回忆和评定。“太太的客厅”，在当时实则有

一个相对固定的称谓，叫做“梁家下午茶”聚

会，参加人员，多是一些留学欧美归来的知

识分子，如张奚若、钱端升、金岳霖、徐志摩、

周培源、陈岱孙、叶企孙等。这些人有大体

相同的文化背景：少年时期受过严格的中国

传统文化教育的熏染，留学欧美，回国后或

在大学里教书，或从事其他学术研究。

他们聚在一起，并非一味“闲聊”，他们

视野开阔、品位高尚，所以他们“讨论时局，

探讨学术，畅所欲言，是一个思想交流的园

地”。而其中的一个重点发言人，就是林徽

因。关于林徽因的发言，萧乾有一个精彩

的评价：“林徽因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

上嘴，她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妇人的那种

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

捷的批评。”如果，从我们今天的眼光看，

“梁家下午茶”聚会就是一种高端的“文化

沙龙”。将其描述为庸俗的“太太的客厅”，

也难怪林徽因看了冰心的小说后，赠送冰

心一坛“老陈醋”了。

写梁思成和林徽因，永远避不开“营造

学社”的。梁思成不是“营造学社”的最初创

建者，但自从他参入后，他就成为了“营造学

社”的实际主导者，可以说，他青壮年时期的

美好岁月，全部奉献给了“营造学社”。

他屡次带领“营造学社”的社员，进行

实地考察，记录、绘图、存档，留下了大量的

建筑学考察资料，弥足珍贵。其中，最为辉

煌的一项考察成果，就是发现了山西的唐

代建筑“佛光寺”，此一成果被称为是“中国

建筑史学考察研究的巅峰之作”。抗日战

争时期，“营造学社”被迫几经迁徙，最后落

户宜宾李庄。当时“营造学社”作为一家民

间学术机构，经费极度紧张，梁思成以病体

之躯四处奔波，以致于家庭生活困难之极，

几近断炊。然而，就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

下，“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依然坚持工作，

表现出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

文化使命感”。而当时的林徽因则是肺病

缠身，躺在床上坚持为“营造学社”出谋划

策。她为“营造学社”工作，却不是“营造学

社”的正式成员，不支工资。梁再冰称之为

“拉拉队长”“幕后英雄”，名副其实。

后来，梁再冰在写到父母的这段生活

的时候，总结出了一种精神，谓之“寒士精

神”。她说：“我觉得爹爹和妈妈有一种与

生俱来的寒士精神：无论生活沦落到怎样

的底层困境，他们那股子‘精神头’却始终

傲然而立，从不曾消失。”

作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如何

建功卓著，书中一一陈述：他们一起创建东

北大学建筑系、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还

参入了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工作，编纂《中国

营造学社汇刊》、《战区文物目录》等等。解

放后，则积极参入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主导

国徽的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抢救

景泰蓝等等。当然，书中还谈到了林徽因

的文学成就，多次引用其诗歌，以之佐证其

为人、情感及品格。

就全书而言，文字可谓“朴实无华”，而

情感却是“情真意切”。是一位年逾九旬的

女儿对父母的真挚回忆和真诚记叙，也是

对历史交出的一份个人角度的诚实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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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是思想的基本活动。郭子玖

创作的《儒风远播蜀辉煌·文翁传》在

历史叙事推进中巧妙地运用思想建构

主线的串联作用，不仅成就了《文翁

传》的史学价值，而且增强了文学作品

的现实意义。

西汉蜀郡太守文翁弘儒化蜀，开

中国官学之先河，其在中国教育史上

居功至伟，甚至在世界教育史上都功

不可没。文翁作为中国官学鼻祖，受

到了华夏子孙敬仰，2020年被评为了

四川省第二批十大历史名人，且排位

居首。但是，由于其人与我们相距

2000多年，加之古代史官记载其事迹

甚少，如今要想还原一个这样的历史

人物，必然面临诸多困难。

传记作家郭子玖花了 5 年多时

间，阅读了大量历史书籍，请教了清华

大学博士生导师彭林、四川省社会科

学院谭继和等国内著名学者，走访了

文翁曾经工作过的雅安、都江堰、郫都

等市县区，由此掌握了不少鲜活的素

材。但是，尽管搜集到了一些素材，可

因为文翁离我们实在太久远，必然存

在历史局限性。

历史叙事是在陈述历史，也就不

能虚假、篡改，务必坚持真实这条原

则，即历史叙事要符合于当时社会环

境、历史状况以及人物生活状态等，这

就要求作者必须以平和的心态去刻画

人物，决不能把人物神化，写得完美无

缺，甚至无所不能。所以，传记文学难

写，而历史人物传记作品就更难，因为

它无法像通常的小说那样思路肆意汪

洋，作者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添料提

神。创作历史人物传记作品，传主的

故事包括传主的活动场景都受到历史

条件的制约，情节的跌宕起伏更依靠

传主既定的生平。

不过，既然是叙事，就不可能完全

拷贝历史，毕竟历史是无法完全再现

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背景，《文翁

传》特别注重活用历史叙事方式，郭子

玖坚持“越是通向往古，越是庄严肃

穆”的基调，本着叙事就是思想的基本

活动这个原则，采用“讲故事——话语

权——软实力”常规叙事逻辑，自始至

终沿着“仁爱、廉平、勤政、创新”这条

思想主线，生动地讲述着文翁从儿时

到暮年的成长故事。

作者巧妙运用“仁爱、廉平、勤政、

创新”这条思想主线来串联传主文翁

的故事，不仅使作品结构严谨紧凑，而

且使故事富有思想性，为读者呈现出

了既符合当时语境又贴近时代生活的

故事文本，把讲好中国故事这一要旨

落实到了具体的文学作品中。譬如写

文翁建文学精舍时，西汉时期选择工

匠，不可能进行文考，但为了体现文翁

创新、精业的思想，作者在坚持历史叙

事的前提下，艺术地嵌入了笔试、面试

相结合的遴选办法，表面上远离了历

史，但却体现了时代精神，增强了作品

活力，进而使历史与现实水乳交融。

细细品读《文翁传》，不难发现，正

是作者用思想建构的主线来串联传主

故事，为广大读者生动地刻画了一个

值得铭记的历史伟人——中国官学鼻

祖文翁。

“孝亲和美家风”是我在一部小说中读到过

的一个概念，读到《阿爸，咱们去看萤火虫》这本

书时，我再次想起了这个概念。它让我感受到，

孝亲和美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风貌，是一个

家庭的文化素养、精神气息、生活习惯、行为言

语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和重要

组成部分，是一个家庭应该传承的精神。

《诗经》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

母，生我劳瘁。”《尔雅》有云：“善事父母为孝。”

孔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

也。”“人之行，莫大于孝。”《阿爸，咱们去看萤火

虫》是一部承载孝亲和美家风精神传承的力作，

是对孝亲和美家风进行的系统的哲学思考，它

让我看到孝亲和美家风在一对普通的父母和一

众普通的子女之间无声无息地传递，这是对“善

事父母”的现实解读，也为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

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是带

着感动读的这本书，置身其中，让人感受到孝亲

和美家风其实是一种精神、一种感恩、一种责

任、一种格局、一种坚韧、一种释怀、一种相互体

谅、一种不离不弃、一种乐观向上的正能量、一

种对命运绝不妥协的顽强斗志……

在书里，家风是一种智慧。面对失能的阿

爸，书中主人公三哥有时也有抱怨，但抱怨后仍

然坚定地扛起了照顾父母的责任，他的抱怨其实

只是一种手段和技巧，比如他和阿爸说“干脆我

们都去死了算了”，好像很绝望，其实结局却是智

慧地用同理心唤起阿爸心中的爱，让阿爸主动表

示：我们要好好地活下去。这是一种特定条件下

和父母有效沟通的睿智和伟大。

在书里，家风是一种坚韧。书中。阿爸

的一生也是积极向上、阳光自信、不屈不挠

的一生，他不屈不挠地和病魔进行抗争，坚

定地向病魔说“不”，即使在三哥表示出绝

望时，他也会清醒地表示出心中那种对美

好生活的眷恋和向往；即使无意识时会有

各种吵闹，但清醒时也会向三哥表示抱歉。

这不是一种坚韧是什么？看得出，阿爸就是

这个家庭的精神领袖，他默默地传递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这种坚韧的精

神已经在三哥和作者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

致的体现，它在书中无处不在。无论是面对

父母的病体折磨，还是各种情绪折磨、各种

抱怨宣泄，他们都坚韧地默默地忍受着。

在书里，家风是一种义无反顾的付出，

是一种高尚的品格。阿爸生病了，他要闹就

让他闹，并且创造条件让他闹。三哥隔段时

间就把垫子铺上，让阿爸闹一回。闹的过程

就是一种需求的满足的过程。就像作者小时

候的妈妈，夏天酷热，全家都在午睡，只有妈

妈不睡，一个人炒凉粉、做凉糕，凝成白白的

一大盆，放到屋后的泉水井里冰上，又熬红

糖水，等孩子们醒了，一人分一碗红糖凉糕，

那种感觉，就是家和妈妈的感觉。书中说：老

妈这一辈子，很少考虑自己喜欢吃什么，但

把我们每个人喜欢吃的都记得清清楚楚。又

像现在的三哥，默默无闻含辛茹苦照顾失能

父亲30年。作者也是获悉母亲病倒后就从远

方快速飞回家。这已经超越了责任的范畴，

是一种精神和品格。谁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里，父

母为了孩子的成长义无反顾地付出，子女为父母无

怨无悔地付出，他们只见有吵和闹，有苦和累，有痛

和骂，但爱始终流淌其中。

在书里，家风是一种相互体谅和释怀，是“父母

唯其疾之忧”，也是儿女唯父母疾之忧。即使父母错

了，最终还是孩子道歉了结。阿爸不清醒时各种闹

腾，阿妈各种“常有理”的责骂，清醒后看到自己胡

闹的视频，阿爸会拍三哥的肩膀，拉他的小手

表示歉意。当三哥表示要陪阿爸去死一了百了

时，阿爸会告诉三哥，要好好地活着，坚强地活

着，并且要活得有价值。于是三哥又会重新让

阿爸要“乖”，并不真和阿爸计较。小时候，当我

们各种胡闹时，父母也会骂我们，但最终对我

们还是无怨无悔的爱，不计回报的付出。老和

小的角色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换，在书中，

我看到了我们和父母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

一生，我们都要相互体谅，携手共度。

在书里，家风是一种陪伴。父母有父母的

无奈和艰难，儿女有儿女的无助和痛苦，彼此

相伴和纠缠，有情有怨，有不忍，更有忍耐，谁

也离不开谁，谁的心都需要陪伴。阿爸要拉

手、要抱抱、要亲亲，作者说，在阿爸的各种哼

哼后面，都有一种需求，只有爱他的亲人，才

能细心去体味他的需求，——满足后换得他

的安静。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都有爱和被爱

的需求，为人父母，为人子女，我们要尽量去

满足。爱是一种陪伴。陪伴爸妈的日子，就是

陪他们吃饭，做饭给他们吃。三哥在值班室值

班，父母在车里坐着，一有事情，马上可以快

速反应。这是父母与子女的相互陪伴和依恋，

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爱。小时候，父母一把屎一

把尿把孩子拉扯大，这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和

陪伴，陪伴孩子长大。老年了，子女会同样回

馈父母，陪父母慢慢变老。这个过程需要的是

陪伴，需要的是爱，不是责任和义务。有的父

母不接受去养老院，他们希望儿女陪他们一

直到老。于是，有的儿女辞职回家陪父母，有

的在上班之余陪父母，有的带着父母去值班。

陪伴有多种形式，根据家庭情况，因家制宜。

在书里，家风是一种感动和感恩。即使儿

女被阿妈骂得心有余悸，骂得崩溃，也还是会

依恋，会想家，会想阿妈的好。谁言寸草心，报

得三春晖。我们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滋

养和培育，父母为我们成长的付出，无私奉

献、不求索取，恩重如山，值得人们用一生去

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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