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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

娘

您拉着我的手去学校

长大后

娘

您为我盖房娶媳妇

后来啊

娘

您又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孙子

而现在

娘

您总往返城乡

给我送这掂那

馒头是您亲手蒸的

鸡蛋是您散养的鸡下的

青菜是您屋后的荒地种的

娘

您该放下儿子了

让儿子加倍偿还您

今生对儿子全部的爱和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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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 母亲永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做儿女的渐

渐长大! 但母亲的唠叨! 母亲的牵挂! 母亲细致入微几近琐屑的照料无时无刻不在我

们的生活中萦绕" 回首望去! 母亲已呈龙钟老态! 可她依然呼唤着我们的乳名! 一如

我们三岁五岁时"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 发源于母亲的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走出母亲的领

地" 母亲节快要到了! 本刊特推出一组散文和诗歌! 祝天下母亲平安健康"

母亲
!

王瑾

!!!!!!

我的母亲自幼丧母!很小的时

候就被送到她的外婆家!从此一根

木棍一头是一个面黄肌瘦"破衣烂

衫的小女孩!另一头是一位白发苍

苍"双目失明的老太太# 母亲九岁

那年!外婆去世!母亲又被过继给

她的一个远房舅舅$ 在那个穷困的

年代!母亲每天食不果腹$

母亲吃过百家饭 ! 穿过百家

衣!被狗咬过!被人冷视过$ 母亲虽

然不懂%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

但她明白! 只有上学才能改变命

运!她是当时那个乡唯一一个考进

高小的学生$

母亲年轻时并不很漂亮!但她

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韵味和气质$ 一

直到我记事! 母亲还留着黝黑铮

亮"长及腰际的大辫子$ 她和父亲

的相识是通过别人介绍的$ 那是一

个不经恋爱就直接进入婚姻殿堂

的时代$ 初婚的日子!母亲很幸福!

她像一株长期漂泊的浮萍终于找

到了爱的归宿$

然而!平静的日子很快被父亲

的一次%酒后吐真言&打破$ 因为那

次醉酒!母亲知道了父亲在老家还

有一个几岁的女儿$

我想象不出母亲那时候的感

受!五雷轰顶!还是悲愤交加' 我曾

问母亲! 她只是淡淡地告诉我!她

当时睡了一天一宿!然后就和父亲

回老家接回了姐姐$ 当她看到蓬头

垢面" 可怜兮兮的姐姐的那一瞬!

就一把把姐姐抱在了怀里 $ 母亲

说!她自己因缺少母爱度过了一个

悲惨的童年!她不能再让姐姐像她

一样$

我高二那年!身体强壮的父亲

突发脑血栓!半身不遂!母亲一夜

白头$ 在父亲住院的漫长的日子

里!母亲不仅要打理父亲的所有生

活事宜!而且还要时时承受病中父

亲的狂躁脾气$ 在父亲康复阶段练

习走路的时候!医院的走廊上常常

出现这样一幅画面 ( 母亲满脸汗

水!搀扶着父亲一步步向前迈))

如今
9:

多年风风雨雨过去了 !母

亲没有离开过行动不变的父亲半

步!她不仅是父亲的拐杖!更是父

亲一生的依靠$

人常说! 婆媳关系最难处!而

母亲和奶奶却情同母女$ 奶奶
7:

多岁就得了高血压和心血管病!但

奶奶活了
82

岁安然长逝$ 她的高

寿离不开母亲的精心侍奉$

母亲是个教师!一生桃李满天

下$ 她年年被评为先进教师!曾经

连续十年当选县级人大代表$ 但对

我们的教育方法却很简单!她最喜

欢告诫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人不

能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 自己的

路自己走$ &也正是母亲这种%不给

拐杖&的教育方法!促使我们早早

自食其力!考上了学!而且都在各

自的岗位上干得很出色$ 母亲很知

足$

如今!穿过记忆的长河 !路过

母亲的故事!我的眼眶满含泪水$

母亲
!

邝群英

我姥姥"姥爷只有我母亲一个

女儿!她漂亮!聪明而又十分机敏$

他们视她为掌上明珠$

我姥姥体弱多病!做活持家不

怎么拿手!这就给我母亲一个锻炼

的机会$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

一说法不无道理!母亲就是这样的

例子$

在母亲七八岁时!一次她随我

姥姥去求邻居帮忙纳锅盖$

所谓纳锅盖就是拿高粱秸用

针线缝缀而成$ 姥姥不会$

当时!家家都在纳锅盖$ 母亲

静静地站在一旁!偏着脑袋看人家

纳高粱秸锅盖$ 等看出门道!她就

悄然无声地跑回家$ 她拿出大针!

拿出纳鞋底的线! 穿在门鼻上!搓

成粗线!把高粱秸子上下摆放整齐

码成两层! 然后从中间圆心开始

纳!一个圆一个圆地向外扩展$ 最

后用刀把边缘切修光滑!一个圆圆

的金灿灿的锅盖便在一个小女孩

灵巧的手中%诞生&$

等到姥姥求到人回到家!一看

我母亲已经把锅盖做好!而且是那

么精致"漂亮$ 邻人啧啧称奇!姥姥

更是喜不自胜$

母亲十岁就能给我姥爷做鞋$

衣服" 鞋样她经眼就能裁能做!而

且做出来的活计漂亮 $ 母亲地里

活!家里活样样拿手!纺棉花"织棉

布不在话下$ 到母亲十五岁时姥姥

家的吃穿家务母亲几乎全揽$

母亲上学聪明!老师发下来的

课本!她看一遍就能记下$ 但母亲

十五岁时!姥姥已经病重!卧床不

起$ 母亲高中没有读完就辍学了$

母亲十七八岁时出落成一个

亭亭玉立"落落大方的少女$ 高高

的个子!笔直的身子板!高挺的鼻

梁!黑而细长的眉毛!水灵灵的眼

睛!漂亮极了$

一家有女百家求$ 聪明能干而

又漂亮美丽的母亲求婚者络绎不

绝!踏破门槛$

当初!我父亲家底厚实 !我爷

爷对我母亲许诺多多!就这样把我

母亲%骗&进家门$

母亲聪明能干!争强好胜$ 在

我的印象中!母亲是一个闲不着的

人! 把我家那块地打理得漂漂亮

亮$ 收麦时!我说!娘!哪里是咱的

地' 母亲说!长势最旺最高的地就

是咱的*我家地好+苗好$别人家的

粮食不够吃!左邻右舍大都来我家

借粮!母亲有求必应$

母亲总是精打细算!合理地利

用空地来种各种农作物 $ 她在玉

米"高梁"芝麻"棉花地空隙之间种

上豆角"豌豆"绿豆"黑豆"花生"西

瓜等秧蔓作物$ 用母亲的话说!玉

米地里野草能结野果!种庄稼也一

样会结果$

婶婶家孩子小! 没有盖房!地

空着呢$ 婶子说!你喜欢种菜!你就

种吧$ 母亲把那里当成了菜园$ 墙

根上的冬瓜秧子顺着墙根爬到了

厨房的顶上!横七竖八地躺着$ 娃

娃似的冬瓜惹人喜欢$

母亲种的瓜果蔬菜吃不完就

送给亲戚邻居!余下的拿到集市里

换取零花钱$

母亲地里活儿棒!家里活儿也

不弱$

母亲纺棉花"织棉布$ 树根!树

皮!草皮!草根!熬成汁液把棉线放

在里面煮染成五颜六色$ 母亲还会

裁会做! 邻居大都找她裁剪样板$

有一次父亲外出给我们三姐妹每

人捎回一件漂亮的连衣裙$ 我的那

份送给了我的表姐!我不高兴$ 母

亲说!我给你做件一模一样的$ 母

亲从集市里买回布! 三下五除二!

眨眼工夫就裁剪做好!果然合身漂

亮!比买的毫厘不差$

母亲有经商头脑$ 父亲从厂里

走出来!他有电焊技术$ 母亲把姥

爷给她的零花钱攒起来!凑到一二

百元$ 她交给父亲!让父亲焊起了

第一台带锯!卖掉了$ 于是父亲又

焊起了第二台第三台))一一销

往外地$

在母亲的%指导&下!父亲还焊

制了车床 "洗渣机 "收麦机 "打麦

机"鼓风机))父亲用他焊的大型

砖瓦机 !置办了瓦板 "毛毡 "篷架

等! 带着一帮人马包了个窑厂!做

起了砖瓦生意$

是的!我们家这只小船 !穿过

几十年的风和雨!稳稳当当地驶向

前方$ 无疑!母亲就是挺立船头领

航掌舵的船长*

母亲饱经风霜"含辛茹苦闯荡

了一生$ 如今六十多岁的她!仍闲

不着!里里外外总闪现着她忙碌的

身影$ 母亲老了!岁月漂白了她那

一头乌亮的秀发!如同深秋河边银

色的芦花!在风中飘摆$

清明祭母
!

尚纯江

空阶斜月向黄昏!

新柳依然念旧恩"

慈母笑容虽已远!

坟前翠柏泪倾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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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日军司令部$

魏凤楼头发胡子全白了!蓬松着

走进日军司令部$

矶谷廉介(在中国战场!要数咱

俩交手时间最长$ 你的腿断了!山西

中条山!你的纵队大大的$ ,矶谷竖起

大拇指-! 豫西陕州战役! 你做俘虏

了$ 投降的* 咱们好朋友的*

说着!示意给魏凤楼松绑$

矶谷廉介手拿一个大信封!从信

封中掏出魏凤楼的黄河岸布防图$

矶谷廉介( 你老魏西北军好样

的!这个是你的参谋主任王一五的干

活!蒋委员长的干活!哈哈哈))你

的有什么条件!谈谈*

魏凤楼(我说过一百遍了!我的

部队不解散!老魏不谈$

矶谷廉介( 你的纵队的解散"解

散了的!国民党收编了!你是个倔驴*

皇军大大的好 ! 这是送你的黄金

0:::

两!去豫西的!任豫西剿共总司

令的干活$

魏凤楼(你送的黄金还是在中国

抢的!一不能吃!二不能穿!我老魏不

要!要放我走!解甲归田种庄稼去!谁

都不跟啦* 给官也不干啦*

矶谷正要说什么!一日本小佐跑

来附在矶谷耳边说了些听不懂的日

本话$

字幕(国民党军统说!要我们除

掉魏凤楼!如果不除掉魏凤楼!就交

给国民党的军统! 千万不要放虎归

山$

小佐,又报告-(张岚峰将军的参

谋长杨树勋前来拜见!正在会客室等

候*

矶谷摆摆手!示意将魏凤楼带下

去$

13

山间小道上$

第一战区第一游击纵队果然被

遣散了$

刘尚飞带着两个逃荒的弟弟守

智和小虎!艰难地行走在豫西山区崎

岖的山间小道上$ 寒风吹来!刘尚飞

紧缩着头和手!钻进臂上绣%建亭&字

样的大衣边上! 两个弟弟钻进大衣

内$走着走着!他索性将大衣脱下来!

让小弟弟穿上$ 大衣拖在地上!小弟

孱弱的身躯撑不起来$

小虎 (哥 !叫二哥穿吧 !我跟你

跑$

尚飞(也中!你俩一替一会儿穿!

快跑* 跑快就不冷!快跑*

;3

郑州火车站$

魏凤楼依然是苍发白须!只是整

齐干净了许多! 他正和杨树勋握别!

旁边站着的是魏凤禧$

魏凤楼(杨参谋长!麻烦你把我

从太原接回河南! 你回去告诉腾霄!

我老魏谢谢他的好意!我实在不能去

跟他!我这就解甲归田!种庄稼去$您

今后路过西华! 一定往我老魏家拐

拐!喝杯茶叙叙旧$

杨树勋(人各有志!不能强勉$魏

老将军保重!请上车吧*

魏凤楼上车后!魏凤禧站在车口

不远处!就要告别杨树勋$

杨树勋望着魏凤禧!一语双关地

说(想当年魏老将军跟彭司令西华起

兵!东进抗日!主政鹿邑!誉满中州!

阵前魏老将军放我一马!滴水之恩无

以为报!弹指七年过去了$ 眼下雪枫

师长立马江淮! 千万不要忘了老友$

魏老将军虽已年届五旬!依然是廉颇

不老$暂且到西华!小住几日!我再登

门拜访$

火车汽笛声响起! 火车就要开

了$

魏凤楼(老弟所言极是!凤楼谨

记了$

说着二人握手告别$

火车头喘着粗气! 冒着白烟!车

轮慢慢地向前滚动))

<3

西华县梁庄魏凤楼家$

字幕(

08==

年秋$

一天!魏凤楼带着家人!悄悄地

回到了西华! 在城南十里的梁庄住

下$

83

西华县梁庄魏凤楼家$

王志贞(老魏!给*

魏凤楼(啥'

王志贞( 张岚峰托人给你捎的

信$

魏凤楼拿着张岚峰派人送给他

的一封亲笔信$

张岚峰画外音( 魏凤楼将军勋

鉴(特邀你来商丘参议军事!共谋大

业$和平救国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

岚峰敬上$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

日$

0:3

梁庄!魏凤楼家$

王其梅秘密来到梁庄$

王其梅(魏将军!你在豫东"豫西

征战数年! 为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你$ 俗话说!胜

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希望你重新组织

队伍!在豫东黄泛区一带发展武装力

量$

魏凤楼( 就按你们说的办! 在

老家再拉队伍$ 不过我有两点要求(

一是请党组织派人到我这里帮助工

作. 二是新部队组织起来之后就起

义$

王其梅( 我已向彭雪枫将军回

报!彭雪枫将军指示!同意你暂用张

岚峰部队番号+ 军饷及武器装备!再

待机起义* 至于派人到你部工作!我

代表党组织!同意你的要求*

魏凤楼(正好!张岚峰给我来信!

要我去商丘商议军事$我在西北军任

师长时!张岚峰是我手下的学兵营营

长$此人善于迎奉拍马!反复无常!起

初叛冯投蒋!继又弃蒋降日!朝秦暮

楚!毫无气节$此等不义之人!不可交

往$ 但组建抗日武装!一是要有枪支

弹药等装备! 二是要争取合法存在!

有个名义$

王其梅(对* 咱何不巧借张岚峰

名义!给他要枪+要名义呢'只要有一

支人马!再拉到解放区就不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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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策 划! 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文学统筹! 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 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撰 稿! 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 撰 稿! 梁祖文

电视文学剧本$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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