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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2月10日，母亲因心
力衰竭突然去世。我是母亲在
战争年代历经艰险和苦难拉扯
大的，小时候的最大愿望就是长
大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可是
还没等我好好孝敬母亲，她就永
远离开了。今年是母亲诞辰百
年，倍加怀念母亲。

母亲于 1921 年 10 月 25 日
（农历九月廿五）出生在山东省
莱芜县（今济南市莱芜区）安仙
村一个普通农家。我外公是一
个比较有眼光的农民，卖地筹款
供我大舅舅上学，指望他通过读
书改善家境。岂料他在莱芜寨
里师范学校接受了中共地下党
组织传播的革命思想，1938年就
参加了革命队伍。在大舅舅的
影响下，母亲在抗战期间即参加
了革命活动，担任我们汶阳村的
妇救会（妇女救国会）会长，并于
1945 年上半年秘密加入中共党
组织。母亲虽未上过学，没文
化，却是一位经得起严酷斗争考
验的真正的革命者。

自从我有记忆以来，不止一
次听母亲回忆起解放战争期间
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情境，
至今难忘。那是1946年，国民党
反动派开始发动内战，敌人又占
领了我的家乡。这时父亲已参
加了我党的武工队，离家闹革
命。母亲也想加入武工队，拿起
枪杆子和敌人斗。但那时我只
有4岁，妹妹才几个月，母亲难以
脱身，更重要的是组织上安排她
留下来做群众工作。此时正是
国民党还乡团猖狂之时，他们都
是当地人，知道本地的情况，母
亲明知留下来是很危险的，但想
起入党介绍人尚玉福对她说的

“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的话，
就决计留在本村。

意想不到的不幸的事情发
生了。这年秋天某日，父亲和另
外4名武工队员执行任务，暗插

到附近各村了解敌情，出乎意
料，其中两个人叛变了，带着几
十个还乡团匪徒包围了我们的
村子，来抓我父亲。

幸亏父亲早一步得到了叛
徒出卖的消息，急忙藏到村边
不引人注意的一个远房侄子家
里的虚棚（阁楼）上，母亲抱着
我在天井里放哨。父亲刚躲进
虚棚，一群还乡团匪徒便闯进
了天井，十几把明晃晃的刺刀
逼近我们，有几个匪徒用刺刀
在家里到处戳，但没发现我父

亲。于是匪徒们如临大
敌一般，把母亲和我绑
在一起，推到街上，叫保
长敲锣把全村的人都集
中到这里，当众审问我
母亲。

母 亲 此 时 临 危 不
惧，非常沉着，强压怒
火，一言不发。突然从
人群外面闪出一个满脸
横肉的家伙，他就是还
乡团头目陈来子，邻村
的逃亡大地主。他假装
生气地骂道：“他妈的！

没有老子的命令，谁把她绑起来
的？混蛋！把这孩子绑起来干
什么？赶快松开！”母亲和我被
松绑了。陈来子皮笑肉不笑地
对我母亲说：“大嫂，你是明白
人，你要替共产党卖命干什么？
共产党不长了，国军很快就把他
们赶下黄河，那时候你靠谁？还
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母亲把
脸转向另一边，拒不作答。他又
走到另一边接着说：“我陈来子
从来不亏待人，只要你说出他们
几个藏到哪里去了，我是不会亏
待你的，要什么有什么。你男人
只要把枪交出来，我们也不会怎
么样他。大嫂，我劝你还是早点
说吧！”母亲不为所动，一口咬
定：“不知道！”陈来子看利诱不
能得逞，就抬高嗓门恐吓道：“段
爱英！你甭装硬骨头，我早就知
道了，你家里是个联络站，那几
个人藏在哪里你都知道，你放明
白点，你眼前只有两条路，说还
是不说！”母亲实在怒不可遏了，
不再沉默：“哼！甭说我不知道，
我要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们这
些狼心狗肺的东西。”母亲把脸
转到另一边，斩钉截铁地说：“要
杀就杀，要剐就剐，任凭你怎么
办吧，要话一句也没有！”这下可
把陈来子气坏了，他顿时暴跳如
雷，大声吼道：“臭婆娘，不识抬
举，我看你再硬！”一边从腰上解
下皮带，就往我母亲头上抽下
来。我吓得使劲抱住母亲哭不
出声来，母亲想保护我把头一
低，这一下没抽着母亲，却抽到
我的右耳内侧，一小块嫩肉快掉
下来，鲜血直流，我痛得“哇”一
下哭出声来。陈来子继续抽打
我母亲，我身上又被抽到几下，

“哇哇”大哭。在场的乡亲们先
是敢怒不敢言，这时实在看不下
去了，异口同声说：“孩子总没有
罪啊！”敌人无言以对，一位大娘
乘机把我抱了过去。母亲被抽

打得满脸鲜血，陈来子停手吼
道：“他妈的，你说不说？”母亲痛
得浑身痉挛，可是她咬紧牙关，
强忍着痛，全力支撑着没有倒
下。她头脑清醒，此时脑子里又
闪过尚玉福的话，更加坚强地回
击敌人：“你打吧，杀吧，有武艺
就用吧，要我说出来，呸！”心里
清楚，可是身体再也支撑不住
了，一下子倒在了地上，嘴里仍
骂着。陈来子更火了，他捋捋手
臂，把旁边一户人家顶大门的木
棍拿来充当刑具，一只脚踩住我
母亲，使劲拷打。母亲还在骂敌
人，可是随着木棍不断打在身
上，她的骂声渐渐低下去了。后
来嘴也不能动了，浑身皮开肉
绽，在血泊中昏过去了。场面惨
不忍睹，在场的大爷大娘都不忍
直视，流下眼泪。陈来子看我母
亲快死的样子才罢手，他没得到
想要的东西，没奈何收兵回城里
去了。

乡亲们把我母亲抬到家里，
隔了一天母亲就全身伤口溃烂，
没一个地方不痛，仰着不行，侧
着也不行，只有趴着稍好一点，
夜里痛得无法入眠，整日整夜万
分痛苦，难以形容，这样被折磨
了一个多月才逐渐恢复。

这次母亲遭敌人毒打，所幸
共产党员身份尚未暴露，未被打
死，不然就没命了。父亲由于母
亲的掩护逃过一劫，当天夜里转
移出去，伏在野外三天两夜没吃
东西，后来在一个老大爷帮助下
才乔装通过敌人封锁线，找到部
队。

自此以后，母亲白天不敢待
在家里，抱着我妹妹，带着我，挎
着个篮子，装着镰刀和煎饼，躲
到野外自家地里，佯装干活，时
刻关注村里的动向，一有敌情立
即转移。有一天，我们发现村里
好像有什么情况，果然，过了一
会，保长刘家利（我的一个远房
哥哥）气喘吁吁地跑来对我母亲
说：“二婶子，陈来子他们又来抓
你了，他们已经知道你是共产党
员，你赶快逃吧，远走高飞，再也
别回来！”母亲抱着我妹妹，带着
我，当即逃离险境，去投靠亲
戚。开始逃难离家还不很远，母
亲还可夜里悄悄回家拿点粮
食。冬天下大雪，北风一吹，道
路难辨，母亲几次掉进深沟，好
不容易才挣扎着爬上来。后来
家里埋在地下的粮食被敌人发
现挖走了，唯有依靠亲戚。随着
敌情的变化，我们越逃越远，但
凡有点远亲关系的，都成为投靠
对象。再往后逃得更远，无亲可
投了，母亲只有靠乞讨养活我和
妹妹。好在老乡们很善良，虽然
他们自己也很穷，还匀给我们一
口吃的，我们才得以活命。

我们家乡那一带，那时敌我
犬牙交错，反复拉锯，不时交
战。有时候我们正处在战场，被
夹在中间，不知哪边是敌哪边是
我，只听到枪声炮声大作，天上
还有敌人飞机俯冲扫射，逃难的
人惊慌失措，随大流狂奔。这时
有人看到我母亲还抱着个孩子，
就大喊：“快把孩子拽了逃命
吧！”母亲把我妹妹紧紧抱着，哪
里舍得拽呢，心想死也要死在一
块。不幸中之万幸，母亲带着我

们兄妹居然从战乱苦难中挺过
来了。这样的逃难生活足足过
了两年，直到1948年秋天我的家
乡解放了才回家。

从这时开始我有记忆了。
家里天井里的草比我人还高，房
门大开着，一片凄凉。家中一粒
粮食也没有，母亲只能借粮和带
我挖野菜度过暂时困难。解放
了，心里高兴，在那样饭食不保
的情况下，她还是积极投入村里
的工作。此时仍沿用抗战时的
名称，她还任村妇救会长。这年
秋冬之交淮海战役打响，她全力
动员民工支前，组织妇女做军
鞋，做好的军鞋集中到我家里堆
积如山；1950年开始又积极投入
支援抗美援朝工作。

父亲在 1948 年加入解放军
三野七兵团二十一军六十三师，
该师解放温州以后，父亲转到地
方工作，先在宁海县桥头胡区任
指导员（后称区委书记）。1953
年春节后，母亲带我和妹妹到宁
海与父亲团聚。这时还是供给
制，吃公家的，南下干部的家属
一般都在吃闲饭，但母亲不想吃
闲饭，想凭自己的双手劳动生
活。正好宁海县国营农场还需
要人，于是1954年母亲到山头华
分场当了炊事员，1955年又调到
宁海南门外分场，既当炊事员，
又当饲养员，养着好几十头猪，
工作很繁重。由于敌人拷打留
下很多后遗症，不是这里痛就是
那里痛，母亲硬是扛着。1956年
我二妹妹出生，母亲没法带，只
能雇人带。1958 年我三妹妹出
生后，母亲再也无法继续在农场
工 作 ，这 才 辞 职 ，操 持 家 务 。
1961 年我弟弟出生，家务更重
了。

在1959年到 1961年三年困
难时期，随着父亲工作变动，我
家从三门亭旁迁到临海杜桥，又
迁到临海城里，一个共同的问题
是国家定量供应的粮食不够吃，
母亲想尽办法克服困难。这时
我在黄岩农校读书，母亲就带我
大妹妹去挖野菜，弥补粮食不
足，以南瓜、番薯等瓜菜代替粮
食，以稀饭代替干饭节省粮食，
采取多种办法渡过难关。母亲
宁可自己少吃甚至不吃，也尽量
不让我们饿肚皮。

父亲的工作几经调动，最后
于1981年在三门县离休，父母定
居海游镇。因为母亲是老党员，
人品好，在所居住的南山路居民
中有名望有声誉，人人皆知“刘大
娘”，海游镇时任党委书记蔡祖本
同志诚请她参加居委会工作。既
然工作需要，组织信任，盛情难
却，母亲在晚年又挑起了南山路
居委会主任的担子，并获得了海
游镇最佳居委会的荣誉。居委会
属于最基层，工作要做到家家户
户，哪怕是六楼七楼也得爬上去，
如果找不到户主还得再去，有的
户头去了几次才找到。搞卫生要
带头去打扫公共场所。如此等
等，母亲实在体力难支，但都坚持
下来，直至去世。

母亲的一生，坚强不屈、不
畏强敌、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和
心中只想着他人而不为自己着
想的优秀品质贯穿始终，永远值
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怀 念 母 亲怀 念 母 亲
□刘 铮

这是一条乡间小路。
日复一日，我在这条路上不停

地来回奔波，从清晨到黄昏。
陪伴我的，是一辆老旧的粉

色自行车，链条已经修了好几次，
车胎也换了一次，它陪我越久，我
越依恋它。

一路上，不时地有小轿车、电
瓶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在没有
雨的日子，扬起一地的灰尘。所
以，我一直喜欢雨天。

这条乡间小路，已贯穿了我5
年的春夏秋冬，从镇里到乡村，从
家到学校。

我的家在镇中心，打开门的瞬
间，迎面而来各种嘈杂喧闹声。小
镇的路边到处是饭店、超市、流动水
果摊、服装店……直到于一家超市
处拐弯后，喧闹声才逐渐变小。在
第二个十字路口处，乡村小路开始
展现眼前。小路的起点，是一座熟
悉的小矮房。犹记得小学时，每年
的春游秋游经过，我总是能看到熟
悉的身影坐在门口，我快乐地大喊
着“爷爷”或“奶奶”。回家的路上，
我经常会在爷爷奶奶家玩一会。那
时，爷爷总是笑呵呵地找零食给我
吃，满脸写着疼爱。奶奶总是给我
煮一个甜甜的红糖鸡蛋。而今，他
们的身影再也不会出现了……

自行车一路晃晃悠悠，到了
一座小桥。桥下流水潺潺，芦苇
与野草丛生，如诗如画的乡村美
景开始一一展现眼前。

过了小桥，路的两旁长满了各
种农作物：水稻、小麦、豌豆、青菜、
油菜、萝卜……还有各种树：桃树、
柳树、松树、桂花树……还有各种野
花：紫花地丁、鸭跖草、千里光、蒲公
英……抬头看，四面环绕着一座座
秀丽无比的青山。一场雨过后，远
处烟雾缭绕的青山犹如神仙修炼之
地。春天时，路边的山上还能看到
一片片映山红，山脚下、路两旁还长
满了许多野生的覆盆子与蛇莓。

继续往前骑，路的右边，一片小
竹林呈现在眼前。一年四季，竹林
常青却静默不语。每次路过，我总
会不经意间想起王维的那首《竹里
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
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竹林过后，路的左边，潺潺的
溪水上，经常能遇见一两只白鹭
在岸边展翅飞翔，那姿态，是那么
从容而潇洒。继续向前，偶尔还
能遇到两头黄牛在路边的草地上
津津有味地吃草，尾巴一甩一甩
的。这时候要是不专心看路，自
行车的轮胎可能就骑上了一堆牛
粪。而这时的清晨，除了鸟的清
脆鸣叫声，还能听到路边草丛里
传出的不知名小虫的欢叫声。

再到一个三叉路口处，有两棵
含笑树。往右边拐，再往深处走就
是闻名全市的桃花林了。每年，镇
里都会举办一次“桃花节”。

而我不是往右拐，是继续一路
向前。

离学校不到100米的地方，有
个小寺庙。寺庙的外墙上，爬满了
蕨类植物和芦苇，偶尔还有紫色的
喇叭花。花儿在清晨时分，尤其是

前一夜下过雨的清晨里，开得格
外艳丽动人。可不知为什么，每
年喇叭花开得最浓烈时，第二天
总是不知被谁给清理掉了，这让
我很不解而失落。每当我有无法
与人言说的心事时，总在此处、在
心里无声地倾诉。这，对我来说
似乎也是一种减压方式。

最后，我终于到达了这所无
比熟悉的乡村小学，停下自行车，
开始一天的工作。

去年6月时，我在上班的路上，
因为避让一个行人，不小心连人带
车摔倒在地上，导致左手骨折，自行
车的车头也歪了。父亲把自行车的
车头掰正后，我依旧一路带着它，从
未想过换辆新的。只是，骨折最初
的几个月，下雨的日子我再也没法
撑伞骑车了，但我依旧在下雨的路
上带着它。如果雨不大，我就淋一
淋，单手骑车。当雨变大时，我就将
自行车停在了半路，等下班回家的
路上再带上它一起回家。

有一天，上班的路上下着小雨，
行到一半时，雨越来越大，我将自
行车停在了路的拐角处一棵树的
旁边。下班时，雨停了。我走到
半路，看到熟悉的自行车孤零零
地在路边等我时，突然就眼眶湿
润，只觉有一股暖流从心里涌过。

那一刻，在我心里，这辆自行
车，不仅仅是一辆自行车了。

这5年来，一路骑自行车上下
班的同事只有程俊俊。有段时间，
程俊俊经常和我一起骑车下班。一
路上，我们不停地聊着天。可是后
来，因为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一
气之下我将她的微信拖了黑。于
是，一起骑行的日子便戛然而止。
再后来，她去了别的学校。从此，我
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偶尔，我会突然不由自主地想
起她。想起她曾说过的一些话：“我
会保护你的”，“你是我生命里唯一
主动想去靠近的人”以及“总有一
天，我会让你喜欢上我的”……

但我与她的缘分，已仅限于
此。那就让我忘掉那些不愉快的记
忆，只留下美好的部分吧！

我特别喜欢在上班的路上看风
景，在下班的路上天马行空地幻
想。有时，我也会戴着耳机听自己
喜欢的音乐。当风从耳边轻轻吹
过，蝴蝶从眼前翩然飞过，鸟儿在
空中清脆地鸣叫，柳叶与野花在
风中摇曳生姿……这一路的风
景，犹如人类灵魂的创口贴，一次
次抚慰着我孤独而疲惫的身心。这
一路，我想到了起点与终点、繁华与
宁静、死与生……

曾经的我，心无希望，只觉人生
苦长，熬不到尽头。不知何时起，我
对这个尘世又多出了几分眷恋。这
条乡间小路，就像一阵风，吹进了我
这颗落满浮尘的心里。

它轻轻地告诉我：人生是一
趟旅程，一路上都是美景。用心
看，用心听，你会发现无数被忽略
的细碎的美好。

在我心里，这不是一条普通
的乡间小路，这是一条治愈心灵
的乡间小路。

一路上
□陈 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