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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炜

一

第一次听到“殇”，是从我姥姥口中。那
是1979年的春天，我的二舅在对越自卫反击
战中为国捐躯。我见到老人家时，她喘着气
说：孩儿啊，恁二舅殇了，回不来了。说完她
泪水长流。这是我第一次见我姥姥哭，我那
时还是个小学生，以为那殇字是另一个“伤”，
是她不愿提丧气的“死”字。

许多年后，我明白了她口中“殇”的含义，
那是“为国战死”的意思。

姥姥是个病恹恹的老太太，穿一件褪色
的青布褂，裹着小脚，呼吸间起伏着胸口，嗓
子眼里有无数个尖细的声音在呐喊。印象
中，她整天大把大把地吃药。我还记得那些
药的名字，麻黄素，氨茶碱，一黄一白两种小
药片，堆满了她的手心，一下子捂到口中，喝
口水，“咕咚”就咽下去了。就这样艰难呼吸
着，用药物维持着，用精神抗争着，她老人家
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小时候的许多个夜晚，
我被她剧烈的咳嗽声惊醒，看她佝偻着腰，在
如豆的灯光下披着衣服喘气的样子，我都觉
得她快要闷死了。可她第二天还是倔强地挺
起来。

记忆中，她总是倚靠着门框，坐在一截儿
低矮的树墩上，晒太阳。在冬日的暖阳里，她
会眯起眼睛，呼吸间剧烈起伏的胸膛开始变
得平缓，嗓子眼里那些杂乱的呐喊声逐渐弱
小下去。这是她最舒适的时刻，她进入了梦
乡。

她倚靠着的院门，窄小而低矮，比一辆架
子车宽不了多少，两扇门板粗糙简陋，呈现着
原木的淡黄。惹人注目的是，低矮柴门的门
楣上那两块金色牌子：光荣烈属，光荣军属。
这两块牌子，一块源自我的二舅，一块源自我
的小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兄妹俩前赴
后继，在 5年内先后奔向西南边陲的红河岸
边，甘洒热血保边疆。哥哥战死疆场马革裹
尸，妹妹接过哥哥的钢枪，在硝烟弥漫的战场
救死扶伤，把芳华留在了祖国的边防线上。

姥姥坐的那块地方，许多年不曾改变。
那个低矮的楝木墩，状如画家的调色板，清晰
地呈现出赭黄色的年轮。那是1975年秋天，
我的二舅入伍前专门给姥姥置下的，他担心
姥姥坐在门墩石头上冰着身子。

二舅入伍后，姥姥就每天坐在楝木墩上，
久久地望着西南的天空，看飞机留下白色的
尾巴，看排成“人”字的大雁从头顶飞过。二
舅牺牲之后的那几年，她就“霸占”了楝木墩，
从清晨坐到黄昏，痴痴地望天。有时，她会垂
下头，沉沉睡去。这时候，我分明看到她饱经
沧桑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她该是梦见了殇
逝的亲人，她没有说，我却能感觉到，因为她
醒来会叹口气：祸害啊！

二

自打二舅牺牲，姥姥就用“祸害”这两个
字来代替他的名字。我不知道这个动词的对
象是什么，把这样一个贬义词用到自己的亲
生儿子身上，里面有太复杂太深沉的含义，只
有姥姥自己能解释。

也许，她使用的这两个字里面有忠和孝
的博弈。自古忠孝难两全，作为一个母亲，她
盼着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但她更有尽
忠报国的大义。所以当二舅刚探亲回家就接
到“即速归队”的加急电报，而邻居们劝说二
舅过几日再归队时，姥姥说：养兵千日，用兵
一时。咱不能做那不忠不义的事。对于姥姥
这样的叫法，我的母亲后来说，一个才二十出

头、活蹦乱跳的儿子去了就再没回来，叫谁
都接受不了。20多年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儿
子，你说走就走了，让当娘的该咋办啊！

祸害，这个特别的称呼，使用权只能属
于她这个娘。

许多年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场
面：一位年迈的母亲从乡下赶来送别因缉毒
而牺牲的儿子，一见到躺在棺木里的儿子，
她突然上去重重地打了儿子两个耳光。所
有在场的人都震惊了，电视机前的我也愣住
了。母亲为何这样对待牺牲的儿子，为什
么？此时，我一下子理解了我姥姥。那是两
位老人用不同的方式在表达相同的刻骨铭心
的爱。

姥姥是个瘦小的老太太，说一口与当地
不太一样的方言。她性情刚强，脾气暴烈，敢
作敢当，许多次家里面临重大抉择，都是姥姥
拍板。

我真的不知道我姥姥是一个上世纪 30
年代就参加革命的地下共产党员。在面朝黄
土背朝天、土里刨食为温饱的岁月里，在中原
腹地的黄河岸边，有谁会想到，一个整天坐在
门前喘气的瘦弱老妪，曾是一个出生入死抗
日救国、有着几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直到
今年清明节前夕，我见到准备去蒙自为二舅
扫墓的我的小姨，谈起早已作古的我姥姥的
时候，她才说了这样的一个情节。那是上世
纪 90年代，组织上进行党员登记，来人问小
姨，村里有没有1949年之前的老党员。小姨
说：我们家就有两个，我的父母就是三四十年
代入党的老革命。

三

在小姨的断续讲述中，我姥姥的过去逐
渐清晰起来。

姥姥上世纪初叶生在河南滑县八里营，
父亲早逝，家中赤贫，母亲拉扯着她和两个弟
弟艰辛度日，受尽村邻白眼。她成长的那些
岁月，正是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候，阶级仇、
民族恨在裹着小脚却性情刚烈的姥姥心灵上
烙下深深的印痕。16岁时，她和丈夫遇见了
共产党，从此投身革命，矢志不渝，一生跟定
共产党。她是 1933年秘密加入的中国共产
党，是我党豫北地区的地下工作者。那一年，
姥姥17岁。

姥姥的第一个丈夫姓钞，是个老实巴交
的农民。在一次给八路军运送物资时遭人出
卖，被敌人抓住关入监牢。连拷打带恐吓，姥
爷被营救出来时已经病入膏肓，面色蜡黄，腹
胀如鼓，很快就不治身亡。

年轻的姥姥失去了丈夫。此时，她的膝
下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一个尚在襁褓中的
儿子。姥爷的死，激起了姥姥仇恨满腔。我
母亲告诉我，姥姥当时整天抱着我的大舅，
把她们姐妹俩丢在家里，死心塌地打鬼子，
闹革命。

我小姨那天讲的两个故事，听得我竟有
些恍惚，觉得那都是电影中才有的事，却发生
在我最亲爱的姥姥身上。一次，当地党组织
被人出卖，危在旦夕。姥姥受上级指派，去滑
县县城与一名同志接头，递送情报。接头暗
号是竹篮里卧一只黑母鸡。当天深夜，姥姥
裹着一个碎花头巾出发了。她 着竹篮，竹
篮里卧着一只黑色的老母鸡，老母鸡下面的
麦秸里，有一封加急的情报。姥姥一身露水、
急急步行 20多里路于黎明前来到滑县县城
下。天亮正待进城，抬头看见城门楼上悬着
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城墙上的布告写着名字，
正是她要见的人。敌人率先下手，若早来一
个时辰，姥姥的人头也会悬在城门楼！另有
一次，汉奸带着日本人进村搜捕抗日分子，姥

姥抱着襁褓中的我大舅，刚刚
爬上西屋的覆棚之上，敌人就
进了院子。这时怀中的婴儿还
在啼哭，生死悬于一线，姥姥只好用
奶头使劲捂住了孩子的口鼻。日本
兵走了，姥姥再看怀中的婴儿，已经
嘴唇青紫，奄奄一息。

我的小姨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她从
不说自己在战场上的经历，要不是我的表弟
在微信中发来她母亲的军功章照片，我会一
直以为，小姨是个在后方医院打针取药的小
护士。去年，我从一本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
的纪念册里，见到了她在战地医院抢救伤员
的一张照片。后来她给我轻描淡写地说了战
场救护的一个细节，说当时担架上的血，她需
要一会用手掌刮一遍，刮落的血，会形成一个
弧形的红色水帘。

小姨把记忆中姥姥讲给她的故事再讲给
我听时，情节已经折损得只剩下十之二三。
若是直接从姥姥那里听，一定会是惊心动魄，
超越电影中的情节。

我小时候，姥姥倒是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说是土改时的一个夏夜，她正在堂屋的小床上
休息，睡梦中觉得有响动，以为是猫儿偷食，便
叱喝：猫！话音刚落，就听一个粗哑的声音在
耳边炸响：啥猫啊，眼望就割了你的人头！姥
姥闪身坐起，打开手电筒，但见眼前横着一口
明晃晃的大刀，在手电的映照下寒光闪闪。姥
姥说，多亏旁边有个手灯，那雪亮的电光刺着
了黑布蒙面杀手的眼睛，他受惊逃遁，一个箭
步跨出丈把远，把竹帘子踩掉，夺门而出，消失
在暗夜中。姥姥根据身形认出了那是村里的
恶霸，第二天就让农会把他抓走了。

50多年后，我的母亲又见到了他失联多
年的本家叔叔钞进学，这位已离休多年、曾任
中共濮阳县委书记的90多岁的老人，提起当
年，感慨道：恁娘当年可是个人物啊！是真革
命、真进步、真共产党员啊！

四

从小到大，我只见过姥姥哭过两次。一次
是二舅牺牲后她悲痛地哭诉，还有一次，是几
年后她养的一只小猫中毒死亡的时候。那是
一只身上布满浅色纹路的花猫，姥姥唤它猫
妞。它整天把尾巴翘起来，依偎着姥姥。当年
二舅入伍的时候，家里有一只同样的花猫，那
是猫妞的母亲。后来花猫不见了，姥姥就对这
只小猫百般疼爱，总是把馒头咀嚼了喂它。有
一年冬天，我的舅母把一只搅拌过农药麦种的
簸箕扔在门边，姥姥不知道，就把咀嚼的馒头
放到簸箕里喂猫，小猫中毒死亡。姥姥大恸，
悲伤哭喊：这是一点念想也不给我留啊……

1979年夏天，我考初中。考试的那天早
上，姥姥专门为我摊了鸡蛋煎饼，又叫上我，
塞给我一小卷汗津津的纸币，对我说，去买个
冰糕吃吧，吃完考个头名状元！我攥着姥姥
给我的钱去赶考。路上我一张张抻开那卷成
小筒的面值一角的纸币，正好六毛。

几年之后，我如愿考上了重点大学，姥姥
高兴啊。这次，她老人家给了我 16块钱，一
小沓纸币压得平展展的。递给我时，她叹口
气说，你那个祸害舅学习好，要是早些兴高

考，他也上大学了。
1992年秋天，我从郑州坐长途汽车去看

望姥姥。推开姥姥家的大门，看见她独自在
一堆花生秧后面择花生。跟她老人家打招
呼，突然发现她说话迟钝，眼神迷茫——姥姥
痴呆了。一阵悲伤袭来，泪水模糊了我的双
眼。我和她，似乎被一层厚玻璃冰冷地隔开
了，我能看见她，却再也牵不了她的手。

悲伤中，我拿出新买的照相机，推上胶
卷，聚焦绿色花生秧后面的姥姥，按下了快
门。这也是姥姥平生的第一张彩色照片。

五

我的姥姥是在我军解放滑县的战斗中认
识了我的第二个姥爷、一位上世纪40年代参
加革命的八路军战士。两个信仰相同的共产
党员在革命中结为夫妻。

新中国成立了，两位出生入死的老战士
回到姥爷在封丘县的家乡，归于田园，在古老
的土地上辛勤耕作，在炊烟袅袅的乡野小村
慢慢老去。

平时，姥姥管姥爷叫老王，姥爷管姥姥叫
老李。偶尔，为着一件小事，好脾气的老王会
被暴脾气的老李数落一通，老王嘿嘿一笑，牵
牛下地去了。更多的时候，老李会精心做了
好吃的，端给“当家的”老王。

姥姥不允许别人给姥爷脸色看，更不容
忍有人质疑姥爷的信仰。上世纪 80年代末
的一天中午，全家人正在院里枣树下吃饭，姥
爷又说起他“四七年跟党在豫北拉游击”的往
事，我的大舅说，人家拉游击拉成了大官，你
拉游击咋拉到村里当了农民？姥爷沉默。忽
听“咚”的一声响，姥姥把手里的饭碗撂到了
地上：他不拉游击，你个孬种今天能安安生生
吃好饭？老人家大怒，全家人再不敢吭声。

那年，二舅牺牲的噩耗传来，失去了唯一
亲生儿子的姥爷悲恸欲绝，躺倒在床上，两天
不吃不喝。第三天早上，姥姥走到他的床边，
大声呼喊：老王，你得起来，恁儿为国捐躯，是
个英雄，光荣！哪里青山不埋人？咱日子还
得好好过啊！

两位老人相互鼓励，坚强地挺过来了。
1979年冬天，他们又把唯一的亲生女儿、我
的小姨送上了前线。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
中原大地，姥姥家富足起来，她的病也逐渐痊
愈，呼吸时喉咙里那些细小的呐喊声终于销
声匿迹。

1994年，与姥姥相濡以沫40多年的姥爷
去世。姥姥再一次失去了至亲，她痴呆得更厉
害了，直到一年多之后在睡梦中告别人世，去往
另一个世界，同她最亲爱的丈夫和儿子团聚。

即使在痴呆的那些日子里，姥姥每天还
是要坐在门前的那个楝木墩上，眼望天空，喃
喃自语。然后，垂下头来，沉沉睡去。

我的姥姥生于1916年，卒于 1996年，她
名叫李秀芝。○4

姥姥曾是地下党

□李世民

永城市薛湖镇闫庄村的闫加全老人，是
一个一手握锄头，一手拿笔杆的农民。

年近古稀的老闫，高中毕业后回家务

农。勤劳肯干又有科技头脑的他，种地没几
年就被评为科技示范户。耕作之余，老闫爱
读书、看报，一有空就阅读名著佳作，背诵唐
诗宋词，就连下地干活，他也要在兜里揣上本
书，趁闲看上一阵子。

从不间断读书学习的老闫成了三乡五里
出了名的文化人。前几年，村里成立了农民
诗社，村干部指定老闫给大家讲诗词基础
课。老闫成了村里最忙的人，不管是在地里
干活还是晚上在家，常有村民缠着他讲诗说
词，请他修改诗词习作。老闫本就是一个热
心肠，不管谁找他，无论手头有活儿没活儿，
他从不拒绝。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老伴让
老闫去集上买菜，他骑着自行车来到集上，遇
到了一位向他请教的农民诗友，两人热烈地
讨论起了诗歌创作，他就把买菜的事儿给忘
了。

村里热爱诗词的村民越来越多，大家在
劳作之余，买书阅读、交流写作。夏天树荫
下，冬天暖阳里，总有村民聚在一起切磋诗词
知识、讨论修改诗稿。渐渐地，打麻将、喝闲
酒的不多了，跳着脚骂街的人不见了。

村委会决定把村民们写的诗词印刷成
册，大家热情高涨，自发捐款两万多元作为印
刷费用，还一致推选老闫当诗词集的编辑。

欣然领命的老闫不负众望，认真负责。
那阵子，一大摞诗词稿件摆放在他的案头，他
不分日夜地审阅、修改，尤其是格律诗词，改
稿比写稿还要难，一个字，一个词，他绞尽脑
汁反复推敲，有时还要打电话向省市的诗词
大家请教。看着他没明没夜的样子，老伴心
疼地说：“你不要命了？改诗稿一分收入没
有，还要耽误时间，你咋就迷成这样呢？”老闫
笑着说：“现在的新型农民既要会种田，还要

有精神追求啊！”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本村民自己的

诗词集，终于面世。首发那天，闫庄村人像
办喜事一样奔走相告，兴奋不已。谁的诗词
发表了，都开心得看不够，他们纷纷把诗词
集赠送给亲戚朋友，村民们说，这比啥都金
贵。

在闫庄村的带动下，薛湖镇机关、学校先
后成立了18个诗社。他们的事迹被传播后，
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人前来参观
学习。省有关部门通过考察后，还把薛湖镇
命名为“河南省诗词名镇”。

如今的老闫是省老年诗词学会的会员，
已为村民们编辑了三本诗词集。在前不久永
城市举办的诗词大赛中，老闫再次获奖。手
捧证书，老闫激动不已。他说：“不要说我们
农家生活单调，我们也有诗和远方！”8

手握锄头写诗词

□张景三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车辙记录
了我村交通工具从小推车到小轿车
的变迁，见证了时代的发展进步，诉
说着农民生活越过越幸福。

我村位于新野县城北的老白河
边。70 年前，大多数家庭缺少土地，
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人们分得了土地，有的
还分到了房屋，才开始过上舒心的日
子。那时候，村里的小推车、牛车都
很少。1951年，我家做了一辆独轮小
推车，当父亲推着它下地干活或走亲
戚时，总引来许多人羡慕的目光。我
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春节去外婆
家拜年。父亲推着小推车，母亲坐一
侧，我坐在另一侧的篓里，篓里还放
着过年礼品，大哥和二哥跟着小跑。
伴随着吱吱咛咛的车轴声，一家人欢
声笑语，喜于言表。

1955 年，村里成立了互助组，后
来又转为合作社，为不少像我家那样
缺少劳力和牛车的家庭，提供了便利
和帮助。虽然那些年奶奶卧床不起，
大哥应征入伍，二哥和我上学，但我
家的生活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1962年开始，经历了三年自然灾
害的村民都分到了自留地，加上生产
队的分配逐年增加，不少家庭又有了
余粮和零花钱，部分家庭便开始购买
自行车。1963年，二哥考上了南阳师
范，父亲就专门为他买了辆自行车。
但这辆自行车在二哥放假时，又几乎
成了我的专用车。特别是逢年过节，
我经常约几个伙伴进县城看电影。
几个人骑着自行车一路追逐嬉戏，好
不开心。到上世纪 70 年代，自行车
已进入寻常百姓家。

1982年以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极大地促进了村里的经
济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
济的发展，我村又相继出现了种植大
户、养殖专业户、运输专业户和家庭
企业，同时，村里外出打工和在外工
作的人员也越来越多，全村经济呈高
速发展态势，交通运输工具也随之发
生巨大变化。上世纪末，摩托车、拖
拉机、机动三轮车已成村里最普遍的
交通运输工具，个别家庭还买了大卡
车、面 包 车 。 本 世 纪 以 来 ，全 村 近
400 户，大多数家庭又买了电动车，
约一半家庭有了自己的小轿车。随
着私人车辆的增多，自驾游的家庭也
越来越多。我大侄儿于 2001 年也买
了一辆小轿车。当他第一次开着小
轿车带他 80 多岁的爷奶去南阳游玩
时，两位老人的眼睛潮湿了。父亲感
慨地说，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还能坐
上自家的小汽车。“我们不能忘记共
产党的恩情啊！”

70年来，农村交通运输工具日新
月异的变化，彰显农民生活水平和幸
福感的大幅度提升。今天，中国人民
已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
来”。我坚信，祖国的明天将会更加
美好，人民的生活将会更加幸福美
满。8

车
轮
滚
滚
幸
福
来

往事•与新中国同行

生活素描

插图 王伟宾

打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