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摔凹窝，是我小时候喜欢玩

的一种游戏。做这种游戏一般是

两个或多个孩子在一起玩，最有

意思。我们村里泥土属碱性，不

好做凹窝，而我们村河沿头地里

的黄土，细腻、松软、黏稠性高，是

做凹窝的上好材料。

摔凹窝大都是在雨过天晴的

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去河边，每人

挖一团泥巴，像和面一样反复地

揉，揉的过程中将小石子、小沙粒

等杂质剔除出去，直到把泥揉得

不软不硬。太软了捏不成形，太

硬了摔不响。一般要找一处干净

的平地或石板，各人用自己和的

泥巴在地上捏成小碗状，在周边

捏成一道齐整整的沿儿，尽量捏

得深并且底部很薄，捏好后小心

地从地上拿起托在手中，然后拉

开架势，用嘴对着泥窝窝哈上一

口气，喊一声“嗨”，迅速将手翻

转，举过头顶，掌握好角度和力

度，把泥窝窝使劲地倒扣，对准地

面垂直地摔下去。这时，泥窝窝

的底部就炸开一个窟窿，发出

“啪”的一声响，就像放闷炮一样；

如果发出一声闷响，那“盆底碗底

鸟窝底”的泥片就会四处飞扬，有

时会溅在脸上，引起大家一阵好

笑。如果自己的凹窝哑了，当听

到别人的凹窝炸裂的响声时，脸

上会顿觉无光，就会不服气地重

新另做，直到凹窝摔下能炸开一

个大大的窟窿为止。在泥巴的补

来补去中，儿童们彼此间会发出

内心的羡慕和赞叹。当然也有赖

皮孩不遵守规则的时候。

有一次我和崔海亮、李国印、

王玉喜一起摔凹窝，大家先用手挖

几块黄土泥，揉成团以便托到草棚

下比赛。我们竞赛的标准就是听

谁的最响，看谁的窟窿最大，如果

这两条都占上，谁就是赢家。在听

完响声后相互品评，然后互相之间

用各自的泥巴进行补偿，作为对赢

家的奖励。崔海亮比我大两岁，他

总是赢家，但李国印不服气。不管

怎么样，他也要对崔海亮裂开缝隙

的泥窝窝进行泥巴补缝，崔海亮的

凹窝裂开的窟窿往往较大，洞越大

所补的泥团就越大。王玉喜有好

几次底部都没有裂开，成了摔不响

的“哑炮”，像一个歪饼子，引起大

家的一阵大笑。到了给赢家补泥

巴时，他说啥也不肯补，还是崔海

亮大气，说了声，“不补不要了！”这

才了事。然后我们又开始了新一

轮比赛，最后各自手中泥巴多少不

同。等少得捏不起来了，就会有抢

有夺，有跑有撵，有说有笑，因为玩

的就是快乐，谁也不会说什么。

泥巴反复使用，摔了捏，捏了

摔，渐渐泥巴干了硬了，这就需要

加水和泥，再捏再玩。可是李国

印懒得找水，就地尿上一泡和起

来，我就喊：“尿和泥，长不大，长

大长成狗尾巴。”他并不在乎，仍

用有骚味的泥巴摔起来。

乡村的土地和清清的河水，

养育着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

们，河边那些湿润的泥土就是我

们最好的玩物，摔凹窝的游戏虽

然原始，但游戏中的趣味仍让我

们乐此不疲。

如今，我还想再摔一次凹窝，

只是不知道到哪里去挖土，不知

道上哪儿去找摔凹窝的伙伴，不

知道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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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陵蜡梅冠天下
□张廷银刘向华

农村版

摔凹窝
□王太广

11月16日下午，太阳尚可，风却很大。

记者来到郑州铁路局物资供应总段家

属院，一个单元四层马继民的家。

房子很小，50多平方米，屋子里摆设简

单，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唯有客厅墙上的

三幅照片，引人关注：一幅是2009年9月14

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等中央领导

同志在接见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英模

人物、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座谈会

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合影；还有一幅是

2005年8月26日，中央军委领导接见部分

抗战英烈家属和英雄集体时的留影；第三幅

是将军唯一儿媳、89岁高龄方秀云的全家福

照片。

这三幅照片，都真实记录了马继民作为

抗日英雄后代的成长和进步。

方秀云老人和马继民一家三口人挤住

在这间老房里。

现在，只有马继民和他母亲在家，老人

正坐在密封的阳台上，看着一本什么书……

记者先拜谒了老人，后对现年48岁的

马继民进行了长时间的专访。

开始，主要谈了他的爷爷。

不过，有段“插曲”——马继民上小学

前并不知道自己是杨靖宇将军的后人，但他

非常敬佩连环画里面的那个“高个子大英

雄”。当时，母亲拉扯他们兄弟姐妹5个，家

境十分困难，一个月也吃不上一顿有肉的饭

菜，一次他闹着要母亲“弄好吃的”，母亲却

拿出一块用布包着的树皮训导他：“你看，当

年你爷爷和抗联的战士就是啃树皮、吃草根

活着的，还要和小日本打仗，而你却在这儿

挑三拣四！”

他这才知道连环画里面的“高个子大英

雄”杨靖宇，竟然是自己的爷爷！

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理解母亲，懂得

了树皮的含义；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随着岁月的成长，

他不断审视爷爷，全面认识爷爷……

而今，马继民受聘靖宇县县长助理一

职，已经8年了，其间，他主要的工作之一，

就是收集整理杨靖宇的英雄事迹，研究挖掘

杨靖宇精神的丰富内涵……

所以，马继民讲起他爷爷如数家珍。

追忆杨靖宇将军一生的光辉业绩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2月13日

出生于确山县李湾村（今属驻马店市驿城

区），1923年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6

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杨靖

宇参加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确山10万农民暴

动和刘店秋收起义，先后创建了由共产党领

导的中国最早的县级农工革命政权——确

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和河南省第一个县级

苏维埃政权——确山县革命委员会，并组建

了河南省第一支革命武装——确山县农民

革命军，从此，拉开了河南土地革命战争的

序幕，这一年，他才22岁。历任确山县农民

革命军总指挥、确山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和临

时治安委员会代理主席、豫南特委委员兼信

阳县委书记。

1929年，他奉命去东北从事党的地下

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他积极组织抗日队伍，在白山黑水间

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浴血奋战。

杨靖宇在东北，历任东北反日救国总会

会长，哈尔滨市委书记，代理满洲省委军委

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中华

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七大”准

备委员会委员。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

省濛江县（今靖宇县）杨靖宇将军孤身与日

军作战中壮烈殉国，时年35岁。

马继民说到这儿，两眼湿润了。

片刻，他又接着说：“杨靖宇的名字，曾

经在东北战场上使日伪军闻之丧胆；而在东

北的人民群众中，这三个字却成了抗日的旗

帜。的确，爷爷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所走

过的道路却是曲折漫长的，也是不平凡和辉

煌的。他从河南到东北，无论同国民党反动

派斗，还是与日本侵略者战，他都非常坚决、

果断和勇敢，而对国家无比的爱，对党、对人

民无限忠诚，对战士非常关心爱护，特别是，

他率领抗日联军战斗于白山黑水之间，先后

歼敌18万余人，牵制日本60万关东军不能

入关，这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全国的抗日战

争，甚至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

了贡献……”

他的话把记者带入了艰苦卓绝的东北

战场和将军满腹棉絮战至最后的场面——

1938年，日军为巩固其战略后方，将

关东军的兵力扩大了3倍以上，并以伪蒙

军替换作战不积极的伪满军，加强对南满

的“大讨伐”。一些非党的山林武装经不

起敌人的引诱和艰苦考验而纷纷瓦解或

者叛变。杨靖宇率部突围进入长白山区

建立密营，日寇在诱降碰壁后，于1939年

冬大雪封山时又展开封锁和“讨伐”。因

敌追踪雪地脚印和炊烟，部队又衣食无

着，杨靖宇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突

围。最后，他自己带领60余人东进，因叛

徒出卖，行踪暴露，与敌遭遇，激战后杨靖

宇只带两名警卫员突出重围。后被日军

封锁在伐木场附近的山中。1940年 2月

18日，由于断粮数日，两名警卫员下山买

粮不幸遇难，敌人从警卫员的遗体上搜到

杨靖宇的印章，估计杨靖宇就在附近山

上，于是加紧封锁各条道路。

坚持了五天后，也就是1940年2月23

日，杨靖宇意识到警卫员可能已经牺牲，只

身一人寻粮，在三道崴子路遇几个打柴人，

便请他们代买粮食和棉鞋。不料这几人中

有一人是伪满的“牌长”，他回村后马上告

密。“讨伐队”迅速开到，将杨靖宇包围在一

片小树林中。

据日军的记载称，他们逐步逼近到50

米处，不断喊话劝降，对方依然用手枪还击，

讨伐队连续有5人中弹倒下。见生擒无望，

日军猛烈开火，对方左腕中弹，手枪落地，但

仍以右手持驳壳枪应战。后被击中胸部，

“倒地而命绝”。即使在对方倒地后，日军仍

久久不敢进前。

杨靖宇将军牺牲后，日军根据追踪估

算，他断粮已有数日，奇怪他为什么能够在

零下20摄氏度的没有房屋的山林中坚持下

来，于是残忍地解剖了杨靖宇将军的遗体，

当肠胃切开后，发现里面只有没能消化的树

皮、草根、棉絮和青苔，没有一粒粮食。在场

的中国护士当场流下眼泪，连日本人也不得

不佩服地说：“中国人，是条好汉！”

日本关东军为了庆祝所谓的“胜利”，用

铡刀割下杨靖宇将军的头颅送到伪满的“新

京”（长春）保存，同时又在杨靖宇殉难处破

例举行了纪念仪式和葬礼。

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距今已73年了，

但他的英雄事迹和民族气节体现出的爱国

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却深深地留

在人民的心中。

杨将军之后的精神家园

现在杨靖宇将军旧居纪念馆的陈列室

里，存放着一张杨靖宇将军在开封就读河南

第一工业学校时的照片，这是杨靖宇将军生

前唯一的一张照片。原保存在杨靖宇母亲

张君手中，后传给杨靖宇的妻子郭莲，再传

给杨靖宇的儿子马从云、儿媳方秀云，辗转

20余年直至新中国成立。

用马继民的话说，这是“马家的第一件

传家宝”。

那么，第二件呢？

马继民告诉记者：“1958年2月23日，

我父亲到靖宇县去祭奠爷爷时，在爷爷殉国

的地方专门取了一块桦树皮带回郑州家里，

至今仍被母亲珍藏在柜子里，她看一次掉一

次泪。这块桦树皮，也是小时候母亲经常用

来教育我们兄弟姐妺的……”

由此可见，马家的家训是严厉和十分传

统的，难怪方秀云老人和马继民一家三口蜗

居在5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一住就是十几

年，而不以英雄后代自居，向党和政府伸手，

始终保持着低调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据马继民讲，杨靖宇身后仅有一子一

女，马从云（也就是方秀云老人的丈夫）是杨

靖宇将军唯一的儿子，他和方秀云育有5个

子女，其中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安排马从云到省

委工作，而马从云却想在铁路当一名普通工

人，因为他老家在京广铁路边上，他非常羡

慕火车司机，就这样，组织上安排马从云到

郑州铁路局信阳机务段工作。他工作勤奋，

1953年入党，后来先后调任郑州铁路局机

关党委干事，郑州铁路局材料厂党委干事。

马从云一生为人耿直，有着很好的口

碑。不幸的是，1964年8月，马从云前往江

苏镇江施工时，他的肝炎转为肝癌，同年8

月23日病故，年仅37岁，被组织安葬在郑州

烈士陵园。

马从云去世时，大儿子14岁，大女儿12

岁，二女儿8岁，二儿子4岁，小儿子马继民

才怀上3个月，家里的重担一下子就全落在

方秀云一个人身上。

方秀云告诉记者，她38岁失去丈夫，当

时唯一的想法就是把5个孩子拉扯大，让他

们都能上学、工作，成家立业。尽管孩子们

的爷爷是著名的抗日英雄，但是，不管遇到

什么困难，方秀云从来没想过要给国家给政

府添麻烦。她糊过纸盒、缝过手套……在20

世纪50年代建的36平方米的小平房里，带

着孩子们一直住到1998年拆迁。

杨靖宇的大孙子马继光从小因病失聪，

爱人王军是马继光在聋哑学校时的同学，也

是残疾人，原来在郑州铁路局工作，现在都

已经退休。马继光和王军育有一子，也就是

杨靖宇将军的重孙马晨，现在也在铁路部门

工作。杨靖宇将军的二孙子马继志，1977

年到1981年曾在解放军驻河南某部服役，

当兵几个月后，他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因战负伤，并荣立过三等功一次。在部队服

役期间，马继志从未提过自己的爷爷是杨靖

宇，他认定一切都应该靠自己的努力获得。

复员后，马继志被分配到郑州铁路局机务北

段工作，职业是司机。马继志的爱人程新春

在郑州一家棉纺厂工作。马继志有两个儿

子，马铖珺和马铖明。

杨靖宇的大孙女马继先是第一批下乡

知青，回城后在天津一所中专读书，毕业后

被分配到郑州铁路局，后调入郑州铁路局职

工技术学院基建科。马继先的爱人谢长春

育有一子，其子由于成绩优异，被保送复旦

大学读书，后赴美留学深造。

杨靖宇将军的二孙女马继传在20世纪

70年代下乡到扶沟县，回城后被分到郑州铁

路局工作，其爱人常百顺在郑州铁路局机务

南段工作。他们育有两个女儿。

而马继民和他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

样，都是普通的铁路职工，所不同的是，他多

了一份“挂职”——

2005年7月7日，他从靖宇县委书记手

上，接过了一份“县长助理”的职责：

——挖掘整理杨靖宇的事迹和精神，以

及东北抗联文化；

——协助靖宇县做好与河南省有关县、

市、部门的经济协作和交流；

——协助抓好红色旅游，参加东北抗联

纪念园规划、协调、建设工作……

那一刻，“最怕给爷爷抹黑”的英雄之

后，感到压力山大！

靖宇县，是以他爷爷的名字命名的，是

杨靖宇将军曾经生活、战斗和满腹棉絮草根

战至最后的地方，现今，还是个国家级贫困

县……

高天之上，爷爷在注视着他和这块热土；

冥冥之中，无数先烈在鼓励着他。

从一名普通铁路职工到一个国家级贫

困县任县长助理，有很多事要做，但他曾参

军入伍，服役于南海舰队，长期的军营生活

锤炼出他钢铁般的意志，况且他是英雄之

后，不能给爷爷丢脸!

他有信心有决心：当好这个不拿工资的

县领导。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

8年过去了，吉林省靖宇县有关领导这

样评价：

“马继民同志受聘担任靖宇县县长助理

以来，所担负的工作都办得非常出色，尤其

是弘扬杨靖宇精神和东北抗联文化的收集、

挖掘和整理，做得很好；红色旅游一年比一

年好；杨靖宇将军纪念馆进行了大规模的扩

建和技术升级，纪念馆建筑面积原来是700

平方米，现在是2700多平方米；东北抗联纪

念园已完成144万平方米的建设布局，成为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国国防教

育示范基地……”

马继民告诉记者，他儿子马琪瑞现在在

解放军驻洛阳某部服役，儿媳王小芳是一家

制药厂的普通工人。

他说自己一半时间在郑州单位上班，一

半时间在靖宇县，为了工作不能够很好地照

顾母亲，也不能够很好地陪伴妻子，很愧

疚。但是，靖宇县毕竟是爷爷生活和战斗过

的地方，现在还很穷，作为英雄之后应该尽

点微薄之力。

最后，马继民也谈到了他的姑姑、杨靖

宇将军唯一的女儿马锦云的一些情况：“听

母亲讲，姑姑出生后的第五天，爷爷就离开

确山到东北去了，是奶奶把她拉扯大的，吃

了不少苦。”

1966年，确山县政府对杨靖宇将军故

居进行修缮，并把已经嫁到确山县三里河乡

的马锦云及家人接到李湾村，负责管理杨靖

宇将军故居纪念馆。

1986 年 10 月，马锦云去世，时年 59

岁。她一生育有二子五女。杨靖宇将军的

大外孙张宏伟已退休，现在负责看管姥爷杨

靖宇故居。张宏伟和爱人李大幸育有三女

两男，最出息的是他们的大儿子张新华，是

一家银行系统领导，也是杨靖宇将军后代

中，官做得最大的一个。二儿子张新志在当

地的一家纸厂做工人。

杨靖宇将军的大外孙女张富荣家就在李

湾村，以务农为生。张富荣有三个孩子。在

杨靖宇将军的后代中，张富荣是一个从来没

有去过东北的人。她有一个夙愿，那就是：

“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靖宇县看看老爷，给

老爷扫墓。”

光阴似箭，改革正酣。

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血沃

白山，已经73年了，而他的后人却在几十年

的风雨沧桑中磨砺、不断成长。身处和平年

代，也许他们没有机会像杨靖宇将军那样驰

骋疆场、报效祖国，但是，他们用自己勤勤恳

恳、默默奉献的精神诠释着英雄之后的拳拳

报国情怀。

但愿他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继承和

发扬杨靖宇精神，再接再厉，为推动中原崛

起，全面深化改革，建功立业，以实际行动告

慰杨靖宇将军英魂！

蜡梅，花似梅，农历腊月开

放，又名“腊梅”。

据传，武则天当政时，非常喜

欢种植奇花异草。在一个大雪纷

飞的日子，武则天来到后花园，看

到园内百花凋零，只有蜡梅傲雪绽

放，一串串蜡梅花，色如金，象征皇

家吉祥之兆。武则天大喜，惊赞道

“真乃国色天香，天下第一花”。此

后，皇宫里便种植了上万株蜡梅供

皇家游赏，蜡梅身价倍增，成了高

贵和身份的象征。皇宫内一姚姓

花工偷偷带回家乡鄢陵姚乡种植，

蜡梅便落户鄢陵，成为当地特色花

卉品种，成为百姓心中最喜爱的花

儿。《鄢署杂抄》记：“鄢陵素心蜡梅

其色淡黄，其心洁白，高仅尺许，老

干疏枝，花香芬馥……”“四方诸君

子，求购无虚日。”

鄢陵蜡梅，是中原地区著名

的观赏花卉。其有很高的观赏价

值和经济价值，适宜于庭园点缀，

早在宋代就誉满京师，为达官显

贵所钟爱。清乾隆年间，鄢陵花

农每到年末，运送蜡梅至北京，每

株售价至白银六两。皇亲贵族，

官绅富商，都以蜡梅作贵重礼品，

互相赠送。当时的刑部尚书王士

正，在寄赠鄢陵籍御史梁熙的诗

中云：“梅开腊月一杯酒”，并自注

“鄢陵蜡梅冠天下”。

中国花木之都许昌鄢陵的蜡

梅，是蜡梅科属的上品。据赵天

榜教授等所著《中国蜡梅》一书记

载：全国蜡梅165种，其中鄢陵特

有17品。曰：早红、玉冠、黄墨、

卵被、素心、迎秋、紫珠、紫花、金

钟、金华、重庆、小花素心、金喇

叭、黄龙紫、园被素心、金龙紫穴、

金发女郎等稀有品种。据《鄢陵

县志》记载，鄢陵栽培蜡梅已有千

余年历史。2006年，鄢陵县被命

名为“中国蜡梅文化之乡”称号。

1984年年初时节，中国花卉公司

干部来到地处中原大地的河南鄢

陵县，专门认真挑选了毛主席生

前喜爱的蜡梅引植首都，将12株

鄢陵蜡梅送往中南海和钓鱼台国

宾馆栽植。如今在紫金阁和国宾

馆庭院年年开放。老干疏枝，风

骨傲寒、枯木逢春，造型奇观。它

象征党中央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

家和新一代接班人在改革开放的

大潮中敢于领先的革命精神。

鄢陵蜡梅在美国林肯纪念馆

开放。1988年2月，美国派特使

来华引进中国名贵花木——“鄢

陵蜡梅”，点缀林肯纪念馆。近年

来，鄢陵以蜡梅为代表的各类花

木种苗被国内外的客人大量选购

种植，鄢陵蜡梅先后在日本、荷

兰、马里、澳大利亚等国绽放。

一座丰碑 映照后人
——记杨靖宇将军的后代们
□本报记者孙纪山通讯员李耀平文本报记者谭勇图

爱子心切（漫画） 胡永年

杨靖宇将军的儿媳方秀云在聚精会神地阅读杨靖宇的感人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