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兄弟俩合影时，马识途理了理衣角，从板凳上站起来，马士弘走路吃力，一面拄着拐杖，一面颤颤巍巍地起身。马识途回身牵

着哥哥，拍照时，他紧紧握着哥哥的手。就像儿时，哥哥扶着他学走路一般…… 摄影记者 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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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弘回忆，1971年，他满六十岁，那时五弟识途

还没有恢复工作，每日常以读书写字作文抒发情怀。一

个星期日，他去识途住处。弟兄几年不见，虽同处一城，

却犹如咫尺天涯，音讯隔绝。见面后，相互拥抱，唏嘘感

叹，犹如隔世。庆幸劫后余生，互慰互勉。

10年前，马识途到北京，住在长女翠兰家，春节前

接到哥哥的信后，回信谈到往事，信中说：“手书收到，

奉读之余，感慨良多，所言童年旧事，历历在目，欢娱之

情，非可言状。后虽江湖浪迹，天各一方，然远思遐想，

未尝或已。 新中国成立后虽职守不同， 而遭际坎坷则

一。所幸劫波渡尽，无悔无愧，兄弟同登寿域，子孙各有

所成，晚景堪娱，足为安慰耳。望兄或读或写，或游或

憩，优哉游哉，颐养天年，擅自珍摄，一切放开，则天地

自然豁达也……”随信，马识途还寄给他自己在北京

的照片和一张春节贺卡一张，以表兄弟之情。

“前两年，我因病住院，五弟得知后，即让次女马

万梅给我送来一千元钱，我非常感动。想到近几年五弟

因担心我的生活，常让万梅送来资助金，病榻之上难以

入眠。遐思万千，感慨不已。”马士弘于当晚深夜给弟

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写道： “回顾一生，虽不是九死

一生，但也是风雨兼程，坎坷备尝，中年又逢社会变革，

时移势变，在政治夹缝洪流中艰难应渡，几次政治运动

狂潮中要不是你明示暗助，我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困

难年代，儿女众多，生计艰难，你从微薄薪俸中挤出相

助， 八年不断， 常告诫儿女永不忘此雪中送炭之恩德

……昨夜美美送来一千元，坚拒不得，我真不该向你叙

述我的病情，劳你牵挂资助。近年来你多次资助济困，

既在生活上关照备至，又在精神上慰勉有加，大恩不言

谢，愿‘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缘’……”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

独家探访百岁老人马士弘

马识途兄弟， 揭秘两位百

岁老人的百年兄弟情。其

实， 马识途并本不愿再接

受访问， 他说闪光灯会让

眼睛不舒服， 但他和哥哥

的合影却很少， 所以听说

要和哥哥拍合照， 才欣然

答应。马识途说，他和哥哥

从小一起同吃同睡同读

书，自幼感情甚好，八岁后

分开，之后重逢，性格虽不

同，但出奇的融恰，几乎没

有发生过冲突。 志向兴趣

也非常相近。这一百年来，

从未吵过一次架。

据了解， 马士弘马识

途老人的故事极具传奇色

彩。新中国成立前，兄长马

士弘为国民党军官， 弟弟

是中共地下党员， 兄长是

黄埔军校毕业， 弟弟是西

南联大毕业， 兄弟俩均为

杰出人士， 但所走道路截

然不同。马识途说，“分开

后的10多年， 我们偶有见

面。1941年的时候，我在重

庆被特务追捕， 还是三哥

特地从家乡过来， 利用他

的身份掩护我脱身。”马

士弘说： “从1937年8月

的上海淞沪战役起到1945

年8月日本投降，我都在抗

战第一线。”抗战期间，马

士弘、 马识途两兄弟都没

见过面， 直到1950年二人

才重逢，大难不死，不禁感

慨涕零。

兄弟两人均百岁以上，实属罕见。马识

途除了有一个103岁的哥哥马士弘，弟弟马

子超也90多岁， 还有个妹妹马淑君今年80

多岁了。马识途说，他的九十多岁的弟弟还

时常骑着电瓶车在街上穿梭。马识途说，他

们兄弟一起经历了贫富起落， 经历了九死

一生，到了暮年，更应该修身养性，淡泊宁

静，颐养天年。

马士弘虽听觉不灵但思维清晰， 仍每

日读书看报写作几小时， 聊天的时候目不

转睛看着对方，他性格十分谦和，一直让记

者入座不要客气。 马识途的女儿马万梅搬

来沙发让老人坐， 马识途和马士弘都不由

自主地从凳子上站起来，进行指挥。马万梅

哭笑不得地“命令”道：“爸爸、三伯伯你

们坐好，你们当心自己摔倒了！”

近年来，也常有人问马士弘长寿之道。他

说自己与五弟马识途总结了“长寿三字诀”：

不言老，要服老。多达观，少烦恼。勤用脑，多

思考。能知足，品自高。勿孤僻，有知交。常吃

素，七分饱。戒烟癖，酒饮少。多运动，散步好。

知天命，乐逍遥。此可谓，寿之道。

马士弘说一位老师教过他：“一个人

生活只要能争取做到： 外延上的广度，内

涵上的深度，空间上的大度，时间上的长

度。此名之为人生四度。感觉到自己的工

作、读书、写作不是迫于外界的压力，而是

基于内在的动力， 以此作为精神支柱，就

能做到老而不老。”

马士弘根据读书心得，总结出“人生

十要”，提到要活到老，学到老，要知足常

乐等，在书中写了“人生十要”，这是他八

十五岁时所写。 当时爱妻先他而去已四年

了。他过着凄凉枯寂生活，方知老来有伴之

可贵。 五弟马识途还亲笔书写曹孟德所作

《龟虽寿》一诗，给他激励。“盈缩之期，不

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7月21日晚上，由金沙遗址博物馆和

成都文化艺术学校联合征集的四川地区

热爱舞蹈的青年舞者、 编舞以及韩国资

深舞蹈家带来的 “金沙之夜·中韩青年

舞蹈家交流展演”， 在金沙遗址博物馆

金沙剧场与市民见面。

大家都知道，2014年金沙太阳节曾

引进了韩国首尔风情园， 围绕韩国传统

灯组展开文化交流， 为成都市民打开了

一扇迎面感受韩风潮流的窗户， 成为太

阳节介绍特色地域文化与国际文化交流

的一部分。 韩国国家级舞蹈团队表演的

韩国传统舞蹈、 街舞界的国际顶尖团队

Gambler� Crew表演的现代街舞，也成为

了2014金沙太阳节的一道亮丽风景。记

者还了解到：近日，在2014金沙太阳节双

方友好合作的基础上， 韩国首尔观光事

业科向金沙遗址博物馆发出了参加2014

年首尔灯节的邀请。届时，金沙遗址博物

馆采用中国传统彩灯扎制技术制作的以

古蜀文化、金沙文化为主题的创意灯组，

将于2014年11月7日至23日赴首尔展出。

作为2014年金沙太阳节韩国首尔风

情园的续曲，本次“金沙之夜·中韩青年

舞蹈家交流展演”在更加专业的领域展

开成都与韩国的深度交流。据悉，来成都

参演的韩国艺术家包括韩国2013舞蹈演

技大奖得主河政吾、 韩国东亚舞蹈大赛

韩国传统舞金奖得主、 并因舞技超群而

免服军役的金完秀等。 此前在四川地区

广泛征集，经过层层筛选后确定的5部优

秀青年舞者和编舞的作品， 包括四川大

学艺术学院舞蹈系、 四川师范大学舞蹈

学院、成都文化艺术学院、四川省歌舞剧

院、 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的优秀舞蹈

作品则代表成都与之展开舞技对决。华

丽的《太平舞》、凄美的《相爱十年》、充

满活力的《珍岛鼓舞》、悠然自得的《闲

良舞》、欢乐的《竹枝词》……一个个或

古典或时尚、或凄美或欢乐、或婉约或激

烈的舞蹈，令人目眩神迷。两国民众对中

韩人文交流的强劲势头感受最为直接，

“汉风”与“韩流”交相辉映，在两国人

民中间掀起阵阵热潮， 而在舞蹈艺术领

域中韩两国也进行着更加频繁与密切的

合作。这次“金沙之夜·中韩青年舞蹈家

交流展演”设于金沙遗址博物馆，不仅

是源于金沙引进韩国首尔风情园， 作为

太阳节介绍特色地域文化与国际文化交

流的一部分， 更是因为金沙同时有着厚

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与海纳百川的开放精

神， 希望借此架起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

桥梁，让跃动之舞步、灵性之指尖，编织

出中韩两国友好交流的玉帛。

（任宏伟）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独家探访百岁兄弟马士弘、马识途

他们新书首发式将于8月4日同时在成都购书中心举行

百岁

拾忆

百岁兄弟著书 忆百岁人生

“五弟！”“三哥！”马士弘与马识途一见面就这样

叫对方，已经叫了一百年。

百年人生， 几番浮沉。 百岁老人马识途的百年故

事， 将汇聚在即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

《百岁拾忆》一书。而他的哥哥、103岁的马士弘也要推

出回忆录《百岁追忆》。两本书的首发式将于8月4日上

午10点在成都购书中心同时举行。 两位百岁老人将于

当日一同出席。

昨日上午10点，记者来到翰墨飘香的马老家，炎热

的夏日，窗外知了闹不停，房间内却格外安静，马识途

的女儿说，“三伯伯（马识途的哥哥马士弘）九点半就

到了，在书房看书休息。”随后，二位老人一前一后走了

出来。马识途面色红润，笑盈盈地和记者握手。身后，他

的哥哥马士弘在家人的搀扶下也走到客厅。 和马识途

一样的谦和平静，只是被岁月侵蚀了笔直的腰杆。

据了解， 马识途和哥哥马士弘最近一次公开露面

是今年1月，当时“马识途百岁书法义展”在四川博

物院开幕，兄弟俩一个拄着拐杖，一个坐着轮椅，

同时出现在公众面前。活动现场，马识途被一群读

者簇拥着，求合影，求签名。而一旁的马士弘悄无声

息地坐在轮椅上，也没能跟弟弟说上两句话，便被晚辈

们推走了。

马士弘

著名作家 ，电影

《让子弹飞》 原著作

者，原名马千木，

1915

年生于四川忠县 （现

重庆市），

1938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长期从

事 党 的 组 织 工 作 。

1935

年 开 始 发 表 作

品 ， 著有长篇小说

《清江壮歌》《夜谭十

记 》 《沧桑十年 》，纪

实文学《在地下》等。

2014

年

1

月，马识途举

行了书法义展 ，卖出

230

多万，全部捐给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

闻学院 ，为此 ，文学

与新闻学院设立了

“马识途文学奖”。

马识途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实习生 刘婧如

《百岁拾忆》是马识途去年创作，花了将近1年的

时间，从“出生”说起，从为何“我名叫马识途的由来”

说到“我的父亲”，还回忆了童年往事、初恋情愫和九

死一生的革命生涯，他将百年的经历、所见、所思、所感

变成文字，为了在漫漫其修远的长途跋涉中，留下一本

沉浮沧海文字回忆录。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间我已经在这个并

不叫人愉快却又充满希望的世界里活到一百岁了。

回首百年，我是怎么走过来的，自己也说不清楚。好

像从幼年发蒙到风烛残年，我一直是在走路，一直在

为寻找什么而走路。到底要寻找什么，找到没有，我

也没有一直弄明白，空有一个识途老马的名字。”马

识途在最后一章写道：“有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

人生的道路，真正识途了，可一下又被人说是走错了

路，老马失途了，转过头来又说我走的是正道，老马

还是识途。这一时识途，一时失途，我自己都弄糊涂

了。”完成该书的写作后，他慨然回想，自己虽遭人

算天磨，历尽沧桑，然而初志未改，眺望着朦胧的理

想彼岸，他还要继续走下去。

马识途说，《百岁拾忆》 是他为该书取的名字，当

他得知哥哥也将出书，一问书名，《百岁追忆》，竟然发

现如此相似的巧合，两人都不禁相视而笑。

他又介绍，哥哥马士弘的书是口述，由北京三联书

店编辑张建安来采写和整理，稿子完成后，他通读了原

稿，感慨万千。立即提笔为该书作序。称该书出版以此

可见家兄之品格秉性，平生之作为遭遇，兄弟深厚之情

谊矣。“我兄弟二人，生于书香之家，长于战乱之中。自

幼同食同寝，同游同乐，同读古籍，同聆家训，养成刚毅

近仁之德行，同怀悲悯报国之情志。”

马识途100岁

著新书《百岁拾忆》

把往年的生活碎片拾掇起来

马士弘103岁

著新书《百岁追忆》

愿与弟弟来生再结未了缘

长寿之道

不言老，要服老。

多达观，少烦恼。

勤用脑，多思考。

1911

年 生 于 四

川忠县（现重庆市），

1934

年从北 平 中 国

大学毕业后，投笔从

戎 。抗战八年 ，始终

在第一线与日寇作

战 ，参与了上海 “八

一三” 淞沪会战、保

卫武汉大会战、宜昌

战役 、 石牌要塞会

战、常德战役等五大

会战和无数次防守

战斗， 累历险情。曾

发表回忆文章若干

篇 ，出版有 《迎接新

时代 》 《四川忠县石

宝乡坪山坝上坝马

氏家史·先父马玉之

生平述略》等书。

金沙灯组将赴韩国展出

宁财神出狱后

首现身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