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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王如意
辛树萍

我的母亲王如意善良、勇敢、坚
贞，她的自强自主的精神是我们家的
传家宝，必将代代相传的良好家风。

我的家乡在河北省沧州地区的南
部农村，村子紧靠津浦铁路，父母亲是
1936年结婚的。

日本鬼子侵占东北、北京以后，沿
津浦铁路南下，妄想占领全中国。父
亲对日本鬼子在沿途的烧、杀、抢、夺
极其愤恨，于是瞒着家人于1937年参
加了八路军，并很快于1938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区农救会主任、
区特派员、区锄奸团团长和五团团长
等职务。1943年9月9日受组织委派
去二区（泊头）任职时，半路遭三个无
耻叛徒劫杀而牺牲，时年23岁。

母亲对父亲瞒着家人参加八路
军不仅没有反对，反而鼓励父亲说：
“既然已经参加了八路军，那就好好
干吧，家里的一切由我来支撑着。”母
亲成了父亲参加革命工作的坚定支
持者。

平时母亲在家里帮着父亲挖地
道；有时父亲带战友去破坏鬼子炮楼
遭到追杀，气喘吁吁跑回来时，还得忙
着给他们放哨，给他们做饭吃；赶上下
雨天，还得给他们找替换的衣服等
等。除此之外，母亲还经常与村里妇
女干部、妇女同志们一块做军鞋、送军
粮等等。

我是烈士的遗腹女。父亲 1943
年 9 月 9 日牺牲，我是 1943 年 10 月
10日出生。父亲的“五期忌日”正好
是我出生后的第二天，母亲不顾家人
和亲友的劝阻一定要去父亲坟前发

誓：坚决完成父亲生前经常与她讲的
“我是八路军，今天能回来，说不定明
天就回不来了，万一哪天我回不来
了，今后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一定要让他们上学，学好文化为祖国
效力”的遗言。

家家户户缺吃少穿的年代，母亲
独自一人带着大我五岁的姐姐和刚
刚出生的我，生活的艰苦可想而
知。别人甚至我姥姥家的至亲也劝
她改嫁，都被母亲婉言回绝了。母亲
想到的是父亲舍生忘死的不容易，不
能让他落个孤坟，更想到的是姐姐和
我不能没了父亲又走了母亲，还有就
是一定要把姐姐和我培养成父亲生
前与她讲的那样：“不管男孩还是女
孩，一定要让他们上学，学好文化为
祖国效力”。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言，母亲受尽了
苦难。四十年代，一个不识字的家庭
妇女，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劳动，用纺
线、织布换取微薄收入来维持生活。
为了多纺线，母亲把纺线车子放在炕
头上，每天天刚亮就纺，夜里我和姐姐
早已进入了梦乡，她仍在纺，实在困
了，就用冷水擦擦脸，一直纺到后半

夜。为了多纺线，夏天只做一顿饭，早
晚就吃点凉的；冬天柴禾少，也生不起
炉子，屋子里冷得像冰窖，手脚冻的肿
成馒头似的她照样纺。别人一般十天
半个月纺一斤线，母亲只用六、七天，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勤劳
作着。

女孩子上学没用的偏见没能阻
止母亲完成父亲遗愿的决心，为了能
让姐姐和我上学，她不仅苦口婆心的
说服了家族的人们，还经常激励我们
说：“你们上学就要好好的安心学习，
只要能考上大学，我就是砸锅卖铁也
供你们。”在母亲的支持和鼓励下，我
们姐妹都如愿的考取了初中、高中、
直至大学。姐姐 1962年毕业于原天
津化工学院（今河北工业大学）；我
1968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
农业大学）。

母亲的坚强、刚毅我从小耳闻目
睹，她从不向困难低头和自强自主的
言传身教不仅传给了姐姐和我，也很
自然的传给了我们的下一代。

母亲不仅含辛茹苦的把姐姐和我
拉扯大并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我
们工作以后，母亲为了让我们把精力

都用在工作上，还分别帮我们教育下
一代。她时常嘱咐姐姐和我的孩子
们：“好好学习、刻苦钻研，为国家多做
贡献。”在母亲多年管教和培养下，姐
姐的四个孩子和我的2个孩子，全部大
学毕业，其中姐姐的大儿子和我的小
儿子均为研究生毕业，且他们均在航
天科工三院从事军工科研工作，特别
是姐姐的大儿子又读完了博士，现为
博导，曾获得多项科研成果奖，并获
得“五一”劳动者奖，被授予全国十大
科技英才，现为航天科工三院的总设
计师。2019年 8月份，北辰电视台的
相关同志曾赴北京航天科工三院专
门录制了一期“星共北辰”的“飞行控
制专家”胡万海的节目。其他几个孩
子也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有着突出
的贡献。

2011年母亲被天津市妇联、今晚
报、二五四医院三家单位联合评为十
大“身边感动母亲”之一；2014年以母
亲的名字被全国妇联评为“五好文明
家庭”；2016年以母亲的名字被中央文
明办评为“首届全国文明家庭”。

在父亲的远见卓识，母亲的言传
身教潜移默化影响下，我们家已经形
成了“爱国敬业、崇尚教育、尚善重孝”
的家风。
“革命精神、薪火相传”，今后我们

要将这种好的家训世世代代的传承下
去，用我们的家庭梦为中国梦增光添
彩，共同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
荣富强。

挥泪继承烈士心，誓将遗愿展
宏图。

军旅深情召唤，
英年投笔操戈。
壮怀逐梦大中国，
淬火成钢你我。

再见满头华发，
有缘再续畴昨。
一声思念泪滂沱，
互祝身心康乐。

这一首《临江仙》，
让你我想起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这一首忆旧词，
引你我回到了从军戍边的北国。

曾记否？
懵懂甚或有点土气的你我，
是怎样效法老班长的“三挺（颈、

腰、腿）一瞪（眼）”，
成为队列标兵。
当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或头疼脑

热，
是指导员端来的荷包面让你我感

动连连，
暖心泪落。
在老同志手把手的耐心教导下，
你我终于把被子叠成了豆腐块儿。
按照排长“三点一线”的据枪要求，
立跪卧射你我的成绩终于全部合格。
随着老连长宣布佩戴领章帽徽，
你我终于能用标准的军礼向军旗

致敬。
昂首走在整齐划一的队列里，
你我终于能亮开喉咙，
像战士一样吼起豪迈的军歌。

怎能忘？
那回学雷锋不慎把病号饭打翻，
被批毛躁还不服气；
是党小组长多次谈心，
似春风化开你我的心结。
那月因一票之差落选先进情绪不佳，
是老战士现身说法把你我的烦恼

消除。
那年为让新兵过好旧历除夕，
是连首长放弃与家人团聚，
亲自排班替你我站岗。
那阵恋人失和、急得满嘴水泡，
是老排长及时疏解，
使你我神采回归、买糖请客。
那天负重拉练百里夜宿农家，
是老同志抢着扫院、糊窗、烧饭，
还替你我打来热水泡脚；
那次实弹考核手榴弹意外脱手，
是教官以他高大的身躯护住你我，
让死神擦肩而过。
当在党旗下庄严地发出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
你我便把忠诚种进了心底。
当班长的任命伴着新兵的来到，
便知军魂传承已是你我最后的拼搏。

还记得：
那个北雁南归的秋日，
军声阵阵，
枝叶婆娑；
随着《送战友》的歌声响起，
终于来到你我离队的时刻。

当摘下领章帽徽的瞬间，
你我心潮腾涌，
忍不住泪流满面。
当拥别朝夕相处的战友，
你我如鲠在喉，
话语已无法诉说。
切莫说儿女情长，
你我也有七情六欲。
不要问此刻心情，
你我心中全是不舍。

军营，
完成了你我从铁到钢的华丽转身。
军旗，
新添了你我长征接力的一抹血色。
军礼，
请允许你我挥举右手再长敬一次。
军人，
将伴随你我豪情满怀开始新的求索。

回首望：
祖国的召唤，
让你我义无反顾、仗剑从戎，
汇聚八一旗下。
人民的重托，
让你我不负韶华、共担使命，
军政训练人称出色。
一样的抱负，
让你我肝胆相照、推心置腹，
成为纯真的知己。
共同的责任，
让你我爬冰卧雪、生死与共，
升华出友谊的花朵。

真自豪：
退役志不改，
退伍不褪色。
各行各业成骨干，
百姓称扬不吝啬：
对外开放，
咱战友弄潮商海、勇占鳌头；
对内改革，
咱战友勤劳致富、声名显赫。
南方抗洪，
咱战友到危房中背负老人；
汶川抗震，
咱战友从废墟下救助伤者。
大漠风高，
咱战友在无人区默默植绿，
新冠肆虐，
咱战友救死扶伤无私忘我。

啊，
战友！
战友是青春锻铸的弟兄，
战友是伟业结出的硕果。
战友是伴随一生的牵挂，
战友是可遇不可求的选择。

正是：
霜凋夏绿缤纷舞，
不染纤尘铁血多。
大业行踪常挂念，
小家音讯总寻捉。
他逢喜事同筛酒，
你遇烦难共找辙。
春树暮云多少事：
人生最爱是军歌。

20世纪70年代初，为锻炼部队的战
斗力、适应力，战士的生存能力，也为熟
悉驻防地区的地形地貌，我所在部队经
常搞拉练。

当时正值一场大雪，气温零下20多
度，白毛风（狂风夹雪）肆虐，铺天盖地直
下到一尺深还没有停的迹象。身背行军
包、弹药、枪枝、粮袋、水壶，战备镐、锹等，
身穿皮大衣、头戴皮帽子、脚蹬大头鞋，
这行头在那种环境中要是站着不动还不
觉怎么样。一旦动起来，重、累、难不说，
顶风冒雪，就必须挺得住、保持不被风刮
倒，那是要有点功夫得，那么冷的天儿，
身上却一点也不觉冷。

行军吃饭是个大事，冰天雪地里挖
个灶坑做饭是很难的。好在遍地有石
头，用战备镐扒开雪抠几块石头，垒一个
灶支上行军锅就得了。柴禾是先期备下
的，用完了就买驻地村民的。把饭做熟
也很不容易，寒冷中热力不足，没有水就
用干净的雪放到锅里化成水再放入米。
菜有土豆、胡萝卜、圆白菜（内蒙的圆白
菜一棵比篮球大得多，有十几斤重。胡
萝卜是紫色的，一个就有半斤多重）全是
冻的，用刀切（砸）开（碎），放到锅里先是
化开再热了，拌上盐就行。不知经过多
长时间的烟熏火燎总算能吃了，熟不熟
不敢说，肯定是热了。广天阔地，没风没
雪是最好的餐厅了。如遇风雪，就得找
个背风的地儿，啥地儿背风？坟头、大石
头、山旮旯，实在找不到地儿就背对着
风，各自为战地端着碗在雪地里就着风
吃，现在想起来也算是另类的潇洒。热
饭入口，舌头觉得热，嘴唇上有点点凉丝
丝的，那是雪花，那滋那味那感觉真是千
载难逢。就这环境，一个拉练下来，全连

竟没有一个病号！年轻是个宝，身体棒
是最大的革命本钱，至理名言呀！

有一段时间，为保证战士的饮食，就
发压缩饼干放在粮袋里。那是我第一次
吃压缩饼干。压缩饼干像麻将牌棋子大
小（有的战友闲来用它玩五子棋也很有
情趣），重量也差不多，很干很硬，有一丝
花生味抑或是核桃仁味。发压缩饼干，
最高兴的是炊事班，他们解放了，战士们
也方便了。刚开始，不知怎么吃，也没说
怎么吃，比嚼蹦豆还费劲。就是干，得就
口水才能咽下去。在那冰天雪地中，水
在行军壶里整个壶就成了一个冰地雷，
砸都砸不坏，根本就没法喝。听老乡说，
在壶里装酒，酒在壶里不冻，喝酒还能驱
寒，有的战友就学做了。嚼一块饼干就
一口酒下肚，但酒不能多喝，也不允许多
喝，但比干噎要好些。冰雪天气中，热嘴
唇一挨冰冷的铝壶嘴，掌握不好就容易
把唇皮粘下来，所以就口酒也得有点小
技巧。后来知道了，压缩饼干在火上烤
一下就软了。但在那环境中上哪儿找火
去，全仗着牙好胃口好，身体倍儿棒，吃
嘛嘛香，就凑乎着嚼吧。只有到了宿营
地才借着煤油灯的热劲把壶中的冰暖
化，化一点嘬一口嚼一块。就跟如今盛
夏喝冰冻矿泉水那样，但绝没有喝冰冻
矿泉水那么惬意。

那肃杀味，那凛冽色，才是真正的
酷。在那境况中走一遭，是人生的一个
必修课、一个难得、一剂大补。道远知
骥，世路荣枯。几十年过去，生活中曾
经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沟沟坎坎风霜
雨雪，正是那军旅拉练的垫底，什么都
不在话下、全如闲庭信步。套改当年流
行的一句戏词“曾经军旅一壶酒，浑身
是胆雄纠纠”，其中的韵味，慢慢咀嚼，
始渐透悟。

如今，压缩饼干在超市里众多休
闲食品中也占得一位，我从没买过。
因为我觉得，再怎么好吃也吃不出当
年饱沾风雪的味道，更不会有当初的
甘之如饴。那感觉，千金难觅，那历
练，终身不忘！

2010年5月9日是母亲节，我给病
情平稳的母亲买来一束鲜花，并写了一
首诗《母亲节的一束鲜花》，祝贺母亲节，
祝愿母亲早日恢复健康。2021年的5
月9日又是母亲节，我用这首诗表达对
逝去母亲的深切怀念。

母亲节的一束鲜花
献给病重的妈妈
衷心祝您早日康复
孩儿们愿意永远依偎在您的身下

母亲节的一束鲜花
献给坚强的妈妈
老人在儿女们心中
心衰脑梗挡不住您心中向前的步伐

母亲节的一束鲜花
献给辛劳的妈妈
您挤尽自己的乳汁哺育儿女
用瘦弱的身躯支撑着一个温馨的家

母亲节的一束鲜花
献给白发的妈妈
您头上的每根银丝
都是愁衣愁食忧儿忧女对岁月的表达

母亲节的一束鲜花
献给可爱的妈妈
当病魔折磨您的时候
您还用微弱的语言与孩儿们亲情

对话

母亲节的一束鲜花
献给尊敬的妈妈
您手把手教我们做人
要多做好事善事，报效乡邻，报效

国家

母亲节的一束鲜花
献给伟大的妈妈
你是天下慈祥母亲的典范
我们为您骄傲，哪怕孩儿们眼中含

着泪花

母亲节的
一束鲜花

林逢水

百年百文 军魂永驻 “戎威杯”征文

人生最爱是军歌
杨光祥

拉练
颜昌栋

穆成宽传
胡曰钢 胡曰琪

第十二章德厚流光

锃光瓦亮的收音机，不知道已经使
用了多少年。连开关扭上的防滑楞都磨
平了，他还是舍不得换，作为他的珍宝从
不离身。有人劝他该买个新的了，他说：
“这收音机对我的用处可不小，是它给我
送来了邓小平的伟大理论和党的改革开

放的好政策。能知道国内外形势，了解游泳信息、掌握游泳动向。它为我效劳了
这么多年，我哪能舍得抛弃它？人物亦关情啊，这可是我的心爱之物。”他走到哪
里，就把收音机带到哪里。他要每天收听新闻，了解国家大事，关注着社会发展的
动态；他要最先知道游泳比赛的消息，掌握竞技场上的每一个细节，并加以分析，
及时调整训练的思路和方式；他也拿收音机解闷，骑车下乡途中 顺便听听节目，
跟着机子哼上几句。一天，他打开收音机，里面总是出来嘶嘶啦啦的声音，怎么调
音、摆弄也听不成。气急之下，他狠拍了几下，说：“我老你也老呀 !”还真怪，顿时
声音正常了。后来，这部收音机又修了几次，他还是舍不得换。有个朋友要出钱
给他买个新的。他却说：“不用不用。这个机子还能用，扔了太可惜。现在生活条
件好了，人们都有点积蓄，甭管你花钱，还是我花钱，买一百个也毫无问题。但是
要掌握一个原则，该花的钱必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花，这也是艰苦奋斗。”
穆成宽平时出门无论去哪儿都离不开自行车。“文革”后落实政策，给他补发了两

万元工资，他除了拿出六七千元给老伴留作家庭开支外，一下子就买了三辆“凤头”自
行车，一辆留在保定用，一辆放在天津家里，还有一辆放在北京的祥英家里，留着去北
京开会时用。在河北，自行车更是他一切活动的交通工具。他无数次去白洋淀到村子
里选人，都是骑车。每次往返百余里，自行车磨秃了轮盘、飞轮大牙，抻断过几根链条，
有时甚至得推车走十几里找修车的，自行车是他的唯一陪伴。穆成宽在生活上没有任
何奢求，平日里节衣缩食，“做事、心宽、练功、素食”是他的生活准则。他喜欢“粥养”，
顿顿不离粥。为此，他专门请书法家书写了陆游的《食粥诗》：
“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
食粥致神仙。”挂在室内。他的子女也跟他一样节衣缩食。 连载

出师后，杨连第继续在皮鞋铺干活，每月终于有了几块钱的收入，家中生活也有
了些改善。可是好事难磨：1937年7月30日，随着国民党二十九军败退，万恶的日本侵
略者占领了天津。一切都混乱不堪，任谁都走投无路，杨连第的生活秩序也被打乱，他
所在的皮鞋铺因牛皮被日本人统制而不得不开开停停。

五、驮二等
生活没有保障，杨连第没法儿，好在有一身力气。他见有人用自行车载客，觉得

可以一试，就拿出了积攒多时的钱买了辆日资在津企业昌和工厂（天津自行车厂前身）
生产的“铁锚”牌自行车，干起“驮二等”的行当。在天津，“驮二等”也叫“二等”，就是用
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接送客人。1957年北仓村通公交十八路之前，“二等”是当地最
便捷、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杨连第家东侧不远就是京津公路，原称京师国道，是北京政府出资15万元并利用
美国红十字会赈灾款10万元(墨银)、赈灾督办熊希龄于1917年主修、1921年勉强竣工
通车的，泥结碎石路面。1922年又重修河北区曹家花园（今二五四医院）西道道桥经
北仓村至小街段，长20.028公里。1938至1939年，日伪当局将柳滩经北仓至通县段铺
成4米宽石子路面。1940至1941年，又建成3米宽单车道水泥混凝土路面。

日本侵占天津最初的几年，杨连第就是在这条公路上往返奔波。
为了让客人舒服一些，杨连第还让媳妇阎福珍缝了个大棉垫，绑在后衣架上，并

在车把上挂一个“二等”木牌以为招徕。杨连第一般将客人送到20里外的东北角官银
号或附近各村，多数时间是到老龙头火车站（东站）“蹲”活。早上天不亮出发，月亮当
空了才到家，风吹日晒，酷暑严寒，风雨无阻。在老龙头“抢”到生意，杨连第就笑嘻嘻

地把客人领到自己车旁，一手扶车把，一手帮助把客人扶上
车。等客人坐稳了，就说声“您老坐好！”一摇前面车铃，然后从
车大梁处掏腿上车，出发直奔目的地。

英雄杨连第的故事
杨光祥

一
红旗漫卷照神州，
舞动锤镰壮志酬。
中华万众迎党庆，
子孙世代固长城。

二
党旗招展定国安，
共庆欢歌鼓震天。
宏图百载花芳地，

和谐盛世铸江山。
三

红船谋略定乾坤，
万里征程建功勋。
英明舵手指方向，
建党伟业迎百春。

四
百年华诞换新颜，
民富国强盛世安。
青山锦绣福万代，
铁锤镰刀固江山。

五
南湖开创新纪元，
九州沧海变桑田。
华夏璀璨永屹立，
蓝图美景筑梦圆。

楹联四幅

定国安邦铁臂长城千里固，
政党百年锦绣江山万年春。

红旗映华夏 国富民强丰年兆，
镰锤聚力量 事业兴旺伟业宏。

万众歌盛世 喜迎世纪寿诞日，
千家舞瑞狮 欢庆国富民安年。

党纪端正百姓齐赞颂，
国法严明万众尽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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