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牢记光辉使命，
抒怀万丈豪情。
一百年波澜壮阔，
双百年同筑复兴。
小康符盛名。

亮剑国威彰显，
安邦治世强兵。
筚路艰辛凭自信,
不忘初心砥砺行。
当为世界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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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老家本来有平坦的柏油大道，今天
却鬼使神差地开进了田间路，路两边五颜
六色、高低错落的植物在目光里连绵起
伏。干脆停下车，站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掏出手机拍起来，希望能把家乡的每一处
风景都永远带在身上。

手机的镜头锁住不远处的一口土井，
井边不知名的野菜层叠环绕。走到井边低
头望去，水面离着井口也就两三米的距离，
青砖砌成的井壁上结着一层厚厚的苔藓，
太阳安静地飘在水面。索性坐在井边的田
垄上，感受从井口飘出的清凉，让思绪飘回
了40年前的童年。

那个时候是没有机井灌溉田地的，农
民靠天吃饭，雨水多了庄稼收成就好，雨水
少了就得勒紧腰带过紧日子。运河两岸的
农民得天独厚的享受着运河的滋润，丰沛
的运河水让河畔农田里的土井总是保持着
高水位，农民用辘轳就能灌溉自己的一亩
三分菜地。他们把收获的各种青菜贩到集
市上或卖到蔬菜加工厂，虽然只能换得不
多的现金，但足以让日子过得稍微松快。

我的爷爷属于典型的不怕吃苦的农村
老汉，他除去到蔬菜加工厂上班，业余时间
一分一秒都放在自己的农田里。别管是清
晨和傍晚都是披星戴月在田地里劳作，只
为了多收获几筐蔬菜、几斤粮食。即使在
三伏天的中午，似乎他都感觉不到火辣辣
的太阳灼晒，在田头的那口老井上架上辘
轳打水浇灌菜地。他戴着斗笠用力摇着辘

轳，把井水提上来，倒在阳沟里，豆大的汗
珠从他的额头滚下来滴在水里，和井水融
合在一起慢慢流进菜畦。菜苗在井水和
爷爷的汗水滋润下，挺直腰身，茁壮地成长
着，让全家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当我用
毛巾为爷爷擦身上汗水的时候，他会从阳
沟里捞出一根黄瓜或者一个西红柿给我，
被井水浸泡后的它们咬在嘴里，感觉一股
清凉钻进了肚子，酷暑天里能吃到这么爽
口的东西，着实让年幼的我觉得非常开
心。我坐在阳沟背儿上，两个脚丫泡在水
里扑腾着，边吃东西边陪着爷爷，不过一会
我就被晒得头晕，于是跑到河堤躺在树荫
下，迷迷糊糊就睡着了。无论中午的蛙鸣
有多响亮，都打碎不了我的童年梦。梦中
我摇着辘轳，爷爷坐在一边抽着烟袋，笑眯
眯地看着我。

每次我都是在爷爷背上醒来的，浇完
地的爷爷还要赶着去上班。他背着睡梦中
的我一路小跑。我搂着爷爷的肩膀，能感
觉到到他隆起的肌肉的结实，半梦半醒的
我期盼着自己能尽快长大，能替爷爷摇辘
轳，让他也在树荫下和我一样睡个午觉。

如今爷爷已去世多年，田野里的一口
口土井绝大多数也已废弃封填，浇灌田地
的都是来自远方的长江水。

时光带走了我的童年梦，带走了故乡
的原味，但是带不走我对爷爷的思念，带不
走我的乡愁，更带不走我对这片土地深沉
的热爱。

今夜，雨悄悄地来了。没有雷鸣，
没有电闪，没有一丝噼里啪啦声响。

从去年入冬到现在，3个月里没见一
朵雪花，是天不好意思了，还是雨羞涩
了，怎么就那么悄悄然，一点动静都没有
呢！让我一觉到了天明。

早早起身，照例去东窗望日，忽不见
日出，才知天阴了。去过南窗，看到窗前
红房顶上湿漉漉的，才晓得今夜下了一
场雨。我喜得不得了，急着向全家报
喜。家人说：“年后下过几滴雨，你那时
只顾盼雪了，没在意。”啊，我的天呢，盼
雪没盼来，连那“几滴雨”也耽误了。今
儿个我啥都不做，一定要静观雨落，静听
雨声，把错过的“几滴雨”补回来。

可是，雨停了，我失意了，不，没有，
我盼雪时说过的“天亏不了地，雪亏不了
人”，雪不来，自有雨到。我站在窗前，仰
望天空，等着，待着。

雨，又下起来了。雨落树枝，雨落竹
叶，雨落房顶，湿了大地，润了万物。雨
滴打在各家彩钢板做的雨罩上，哒哒作
响，像音乐，爽了人身，悦了人心。

雨，断断续续的，歇上一小会儿，下
上一大会儿。从早到晚，都是这般悠闲
的样子。

雨，好温柔啊！这一天下来，没有哗
哗，只有沙沙。如果不是雨滴落在雨罩
上，谁不说是几位春姑娘在说悄悄话呢？

站在窗前看那雨中树，经历了寒冬，
树根有没有冻麻。春雨来了，请多享受
一些滋润吧，只有枝干挺拔，才会繁华盛
开、硕果累累。

撑起雨伞，去走一走雨中路。门前
的柏油路是亮的，偶见几个小小的水洼，
雨滴落在上面，现出的水花像娃娃脸上
的酒窝。伸出手接过几个雨滴，虽凉一
点，但已经有了春天的温度。

雨天黑得早，转回家，美团的送奶小
哥来了电话，说是晚到会儿。我告诉他，
没关系，雨路滑，要当心！忙碌的雨中人
需要温情。

春雨还在下，借着前排楼的窗亮，看
到了条条雨线，这雨线若能连起天和地，
使得地有所需，天有所赐，该有多好！

今天，晒不到太阳，望不见蓝天了，
没关系，之前多日的艳阳高照温暖了寒
冬人。今日一雨，是为了迎接更美的春
天。美好的春天来了，晒太阳、望蓝天，
有的是机会。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春日喜
雨，喜雨春日。

初春，寂静了一冬的田野万物复
苏，到处散溢着清新、躁动的气息。

运河东岸大洼里，干涸了很长时间
的渠道现在也有了水，这水是村里费了
很多人力从北面几里远的老龙湾调来
的。水来得不容易，于是村民们都抓紧
时间给麦田浇返青水。

连着浇了3天，大洼里那1000多亩
麦地已浇了近一半，还剩下洼南面王家
岗那500多亩麦地没浇。王家岗是洼
里地势较高的地，以往雨水充足的年
景，这1000多亩地都靠着王家岗边上
的东西河由南向北浇，那时岗子虽高，
但浇地不算太难。而现在干旱，东西河
里己没了水，所以，今春浇麦地，王家岗
这片大洼里的小高原就面临着困难了。

怎么浇这500多亩麦地？村主任
犯了愁。

村主任是村领导班子换届选举时
新当选的，30多岁，个子不高但结实健
壮，以前的老村主任因为年龄大了，自
己辞了职。新村主任上任后工作责任
心很强，很想为村民干实事，干好事。
今年春天旱情严重，一定要为村民的麦
田千方百计地浇上返青水，成了村主任
上任后要干得一件大事。

村主任经过实地勘察，决定将干渠
的水引到王家岗北侧，然后安装水泵向
岗上抽水，可是，这需要在王家岗北侧
麦田里挖一条南北60米的水沟。才能
使水与岗内的沟网连通。而偏巧这北
侧的麦田就是老村主任家的。为此，村
主任很是犹豫犯难，村主任下面的两名
村委也感到这事不好办，一个说：“老村
主任以前是村主任，可现在不是了，他
心里能平衡？他肯定借机出难题不让
在他家地里挖沟。”另一个说：“他若同

意挖沟，肯定向我们提出条件，使他满
意才行。”而始终凝眉不语的村主任，此
时也不禁为老村主任着想着，“老村主
任家的地与高岗相邻，不用挖沟引水也
能浇上，若挖了沟，毁了麦田不说，以后
地就不好种了，他不同意也在情理之
中。”可村主任想了又想，最后还是想找
老村主任谈谈……

早晨，村主任去了老村主任家，而老
村主任天没亮就拿着锨去了地里，村主
任猜他肯定是去浇麦地了，如果浇了，再
挖沟就更难了。于是，村主任赶紧骑车
朝王家岗方向追去。离王家岗近了，他
发现满头银发的老村主任，正在自家麦
地里挥锨挖土，“大伯，您起得真早啊！”
村主任满脸带笑地打着招呼。“啊！”老村
主任答应着仍不停地挖，待走到近前，村
主任这才猛然发现，老村主任正在自家
地里挖着通往高岗的沟呢，正返青的麦
苗被一锨锨挖掉狼藉地与土混合着。

“大伯，您这是？”村主任看到眼前
的情景似乎明白了一切，感动得呆立在
那不知说什么才好。

“春天的水贵如油啊，我不能只顾自
己不顾大伙儿啊！”老村主任边说边挖。

原来，昨天老村主任也到地里转了
一遭，他也发现必须在他家麦地里挖一
条沟，引干渠水，才能使王家岗上一部
分村民的麦子浇上返青水，所以，一大
早就主动来挖沟了。

“这损失的麦苗咱村里给您包赔，
多少听您的。”村主任一边递烟一边许
诺地说。

“你这是说得什么话？”老村主任停
了挖土，沧桑的脸上显出愠色，“村主任
我不当了，可我还是党员呢，支持村里
的工作是应该的，更不能谈赔损失。”此
时，村主任听了老村主任的一番话，顿
觉感动，心里一阵热乎乎的，觉得说什
么都是多余的了。便赶忙从老村主任
手里抢过锨，“您歇会儿，我来挖。”老村
主任脸上也露出笑容。

将近中午，沟挖好了，水泵也按好
了，村主任麻利地合上电闸，满沟清亮的
春水一路欢歌奔涌进王家岗上的麦田。

春天
像久别的朋友
同我在窗前邂逅
握一握她阳光的手
感觉，很温暖

站在阳台上的太阳花
羞答答品尝着
春天带来的礼物
笑开一脸的幸福
把一冬的苦闷
忘得一干二净

打开窗子
舒展开冬日紧锁的双眉
心绪，被春风带走
洒落在明媚的阳光下
晾晒

春风，一溜小跑
来到小树跟前
轻轻地摇了摇
唤醒了绿色的梦

一只鸟
自由地飞过
一声鸣叫
向春天问好

双身烈女李振书
刘洪奇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
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
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
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
前行的强大力量。”——习近平

每年的清明节，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
年都满怀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仰，纷纷前
往烈士陵园敬献花圈，祭扫烈士墓，追忆那
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抛头颅、洒热
血、顽强抗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在子
牙河畔静海区王口镇一带，关于“双身烈女”
的故事广为传颂，家喻户晓。1946年6月
13日，已是身怀六甲，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
血腥屠刀不屈不挠英勇就义的抗联干部、
共产党员李振书，就是这样一位不朽的英
雄，她牺牲时年仅26岁，腹中的胎儿已有7
个月。时至今日，“双身烈女”的英雄事迹在
当地有口皆碑。

她是一个佃户家的女儿，小名叫金
子，1919年出生在静海县王口镇大瓦头村，
全家靠出苦力勉强糊口。遇到蝗灾水患，
全家的疾苦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万般无奈，
年仅14岁的金子尚在童真便含泪做了当地
一个大户人家的童养媳。

金子，一个未谙世事的清纯女孩，对封
建家庭的礼教和百般虐待的生活痛恨交
加，怎奈身在乱世、民不聊生，何谈个人命运
的苦难和辛酸，这个受尽压迫和奴役的柔

弱少女，已经哭干了眼泪，已经绝望了人生。
星星之火，让黑暗中挣扎的穷苦人看

到了希望和光明。1944年，共产党的地下
组织已经潜入国民党统治区，苦命的金子
一度试图挣脱封建礼教囹圄，渴望得到人
生的自由。她的人生境遇得到了共产党地
下组织的高度重视，经过几次秘密接触和
交流谈心，特别是受到中共前方特工宣讲
团关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启发和影响，
这个封建牢笼里的苦命人，犹如拨云见日，
心田豁然开朗，思想得到了解放。为寻求
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人生梦想，金子彻底摆
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在地下党组织负责
人田亦农和区妇联主任田英同志的引导下
加入了抗联组织，正式投身革命队伍，从此
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才有了能够体现自己
身份意义的名字：——李振书。

在苦水里泡大的李振书，接受了党的
培养，思想水平、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得到
了明显的提高，曾多次只身一人深入敌占
区执行抗日救国宣传和敌情侦察任务，经
过无数次对敌战斗的锻炼和考验，很快成
长为一名出色的地下“女尖兵”。

1945年，李振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并担任中共静大县第二区妇联主
任。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她与该区武装
部部长齐长贵结为革命伴侣。为了打倒国
民党反动派，他们携手并肩，不畏艰险，机智
果敢，英勇对敌，留下一个个精彩的战斗故

事，被当地人广为传颂。
1946年6月，已有身孕的李振书革命

斗志更加高昂，战斗精力依然旺盛。随着
人民解放战争不断推向高潮，上级党组织
考虑到李振书的身体情况和选拔后备干
部的特殊需要，决定派她到河北省高阳县
青年后备干部急训班学习，并被列为解放
后进城干部的重要人选。当时驻子牙镇
小邀铺村的地方工作组，按照全国解放战
争的总体部署和区域作战的计划安排，临
时决定提前组派精干力量潜入敌占区开
展战前动员。

就在李振书准备起程奔赴高阳的那
天傍晚，原定执行这次战前动员任务中
的一位抗联女干部突患重感冒、高烧不
退。关键时刻，已经备好行囊即将启程
的李振书从战局考虑，决定推迟行程，主
动请缨，要求替补上阵和同志们一起参
加这次不同寻常的战前宣传。当晚，她
凭着长期以来对敌作战的丰富经验和对
村庄路线、地理环境的了解，此次行动按
计划开展得非常顺利。为了进一步扩大
动员声势，李振书和同事们不顾疲惫连
续奋战。深夜他们划船经水路辗转至王
口镇迸庄村准备登岸张贴宣传标语时，
由于反动分子的恶意勾结伺机报复，李
振书等一行7人遭遇埋伏，突围失败，不
幸被国民党全部逮捕。

关押期间，敌人对李振书威逼利诱，

让她说出共产党的行动计划和地下党的
人员名单。她斩钉截铁地说：“痴心妄
想。”行刑时，敌人又出花样，对她说：“只
要声明你不是共产党，马上就放你回
家。”李振书面对酷刑坚定地回答：“我就
是共产党，就是要打到你们这些不仁不
义的国民党反动派。”敌人恫吓：“难道，你
真的就不怕死？”在生死面前，李振书毫
无惧色：“怕死？怕死不当共产党！”阴
险狠毒的敌人试图用腹中的孩子要挟
她，劝她回心转意，脱离共产党，老老实
实地做个“守道之妇”。李振书不甘示
弱，当场列举了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
祸国殃民的累累罪状，反问他们：“何为
守道？何为廉耻?”国民党大城县县长林
啸天、国民党静海县第四区区长季呜皋
等被痛斥得瞠目结舌，恼羞成怒。

1946年6月13日拂晓，在解放家乡的
战斗打响之前，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反动派
穷凶极恶、刀枪相加，以残忍的方式对临时
关押的共产党员、青年抗联干部痛下毒
手。其中，党的好女儿李振书连同自己腹
中的孩子，面对屠刀，视死如归，英勇就义。

李振书牺牲后被地方党组织安葬在她
生前工作战斗过的中共静海二区区部所在
地子牙镇小邀铺村地界。时过多年，当地的
乡亲们都知道这里长眠的是一位“双身烈
女”。几乎每年的清明节，都有当地群众到
这个墓地前祭奠。直至1992年静海县烈士
陵园落成后，当地民政部门组织老区的烈士
墓统一迁移时，从厚厚的黄土中清理出的烈
士遗骸，依旧棱角分明、如誓铮铮，不失英雄
本色。其中，人们看到，这位双身烈女的颅
骨、胸骨、髂骨及肱骨上，当年敌人凶狠残暴
的刀痕、弹
孔，仍然清晰
可鉴、触目
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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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卫视大型女性励志真人
《妈妈咪呀》给母亲们提供了一个展
现美丽、自信的平台，这档节目通过
讲述一个个平凡的中国母亲，让我
感同身受，切实分享到母亲们生活
的点滴，见证着妈妈们的伟大。因
为，电视节目中的“妈妈咪”和我的
妈妈都有一个共性的伟大，那就是：
情浓于血，大爱无私。

20世纪30年代，我的母亲出生
在大运河畔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
母亲的姥家是当时静海一代小有名
望的大户人家。母亲是个苦命人，
她幼年丧母，太姥姥心疼这个没娘
的外孙女，每逢年节都要派人把她
接去着实地住上一些日子，视如己
出，共享大家庭的快乐，耳濡目染，
在人情事理方面也得到了良好的启
蒙和熏陶，虽不是大家闺秀，但也不
失大户人家的礼数和教养。

母亲成人后依从民俗乡风，由
家长做主嫁到了隔河相望的东长
屯村一个本分的农家小户。成家
时，母亲的陪嫁在十里八村算得上
是风光体面。母亲虽然从小衣食
无忧，却从来不嫌弃我父亲家境的
贫穷寒酸。成家后的母亲很快就
适应了这样的苦日子和我父亲共
同扛起了家庭的生活重担，并且还
养成了坚强、乐观的品格。

那个年月普遍家庭的生活条件
都很差，家家总是吃了上顿没下
顿。有一年的寒冬腊月，公社干部
来到我们村了解群众生活状况，走

进我家的院子时听到屋里有人在唱
歌，公社干部进屋后掀起我们家冰
凉的锅盖，看到锅里没有任何可供
充饥的食物，锅底残留的清汤寡水
几乎结冰，便带着怜悯的口气说：

“家里孩子们都饿着肚子还有心思
唱啊？”母亲说：“反正哭也哭不来棒
子面饽饽，我唱一唱孩子们就不会
被饿哭……”母亲唱歌时，眼里含着
泪，可母亲
的歌声里，
却带着一种
渴望，带着
一种坚强。

三年自
然灾害，村
里的人饿得
实在不行了，
母亲便和当
家子的叔、伯去山东买红薯干，当时
可以入口当饭的东西是不能带出当
地的，母亲买到救命的红薯干后，还
得要排队到火车站出口一个个接受
排查，轮到检查台口时，母亲急中生
智，用头巾把红薯干裹成小孩儿的
样子，哼着囝曲屈身像轻轻拍着“小
孩儿”样子侥幸躲过了提心吊胆的
排查。回家后，母亲先拿出一大部
分分给了周围的邻居们，那是真正
救命的红薯干。

我小时候很淘气，有一次我把
姥爷家给的红糖偷着吃了，还把糖
罐子藏了起来。母亲发现后并没有
责骂我，而是自己背地里自责地

哭。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泪水里
不知蕴含着多少心酸、无奈以及多
少对儿女的疼爱！

那些年我家盖厢房，都是街坊
邻居义务帮忙，为了表达谢意，中午
和晚上是要留大家吃饭的，饭菜要
尽力做好一些。大家都夸妈妈炒的
菜香，比如炒山药、炒鸡蛋、还要加
一点肉菜，那已经是上等待遇了。

当然小孩子不但不能上桌子，吃饭
时母亲还要把我们赶到外面去玩。
那天母亲给了我5块钱让我去陈官
屯买肉去，排队买来3块钱的肉回到
家却发现剩下的两块钱不见了。当
我战战兢兢地把肉交到她手里等着
挨骂时，母亲却并没有责骂我。母
亲当然知道两块钱的重要性，但母
亲也许更懂得维护一个男孩子的自
尊吧。

小时候，农村人的生活不及城
里人，我哥在“宣传队”，整日不得闲
空，为改善我们的生活，母亲带着我
去天津市里用鸡蛋换大米、白面。

记得一个冬日的凌晨，我们跟本村
拉砖的拖拉机去市里，在刺骨的寒
风里我趴在拖拉机后面车厢上，母
亲坐在四面透风的车楼子里，等到
了市里我的全身几乎要冻僵了。
然后母亲带着我去居民区，靠着记
沿途的各种标志把鸡蛋带过去，费
尽周折再把拿鸡蛋换来的大米或
白面运到工地等着村里的拖拉机，

这中间只
有短短的
两 个 小
时 ，期 间
辛苦可想
而知。

有 一
年 ，为 了
给我哥盖
婚 房 ，母

亲一次又一次央求大队书记，最后
终于感动了书记答应给我们家一处
房地基。那时由于盖房用的砖不好
买，我和伙伴就到外面去捡砖头，房
地基的外墙要用整块的砖，内部可
以用砖头填充，砖头也不是很好捡，
为了调动我们捡砖头的积极性，母
亲给我们制定了奖励标准，她不让
我们白忙，每捡一筐头砖就给1毛钱
做奖赏。记得那一年我一共领到了
2块 6毛钱的奖励。为了买砖买檩
准备盖房，母亲亲自到四姨家和表
舅家借钱。

那一年母亲请人盖了猪圈，又
向本村表姑家借了15块钱买猪崽，

养猪积肥、卖猪换钱。由于劳累，母
亲病倒了，但为了孩子们，她依然坚
持一个人去村子里推磨。本族大爷
看到母亲拖着病体自己推磨，便牵
来家里的骡子帮母亲拉磨。有帮助
过我们家的人，母亲总是记在心里，
并在我们面前经常念叨：“别人对你
的就是一点点好处都要记在心里，
千万不能忘啊……”

改革开放后，村里建起了蔬菜
加工厂，我们家地里种植的大蒜、
黄瓜、辣椒全都可以卖给厂子了，
母亲更加忙碌了，卖了辣椒，还卖
辣椒叶子。为了供我们几个上学，
母亲起早贪黑去地里摘辣椒叶子，
摘了一茬又一茬，最后摘的只剩下
辣椒秆了……

自从参加工作后，我在城里安
了家。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每年我
都把母亲接到城里住上一段时间，
主要是想让母亲少操一点心、多享
几天福。

2021 年春节前，母亲在温馨
幸福的睡梦中安然谢世。在母亲
去世的前几天，她总是对我们说：

“自己活了一辈子，做梦都想不
到，现在人们不愁吃、不愁穿，有
楼住、有车开、有钱花，想不到的
好事，自个就往家里跑，这都是托
了共产党的福啊！”

这就是我的“妈妈咪呀”，她用
90年的人生，体验了历史的跌宕、社
会的变迁和生活的酸甜。她的一
生：辛苦并幸福着。

我的“妈妈咪呀”
舒树江

红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