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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散去后，她扑在丈夫的身上哭得

死去活来。记得，她的儿子栓柱当时才刚
满16岁。他见父亲被日寇这样凶残地杀
害，不由地两眼冒火，攥拳发誓也要参加民
兵队。栓柱在每次战斗中，都是冲锋陷阵，
红了眼一般杀小鬼子，一心要为死去的父
亲报仇。但在一次战斗中，不料被敌人的
子弹击中了胸部……栓柱在临咽气前叮嘱
身边的战友：“不要把我牺牲的事对我妈
说，她听了心里会受不了的……”

郭老太太当时是痛哭着掩埋了儿
子。她在心里责怪着儿子：“柱啊！你把
妈当成啥啦？我难道是泥捏的、纸糊的？
我知道你是为谁而死的。放心吧！妈不
会总伤心难过的……”栓柱坟头那株新栽
的小树，在秋风中摇曳着，里面的儿子是
否听懂了母亲的话，而感到欣慰呢？

还有她的小女儿玲玲，被敌人杀害时
她才只有11岁啊！郭老太太至今还清楚
地记得：那天，玲玲正兴高采烈地在地头
上采撷那红红的山丹花；而她自己也正在
田里锄着青青的玉米苗。谁料，日本鬼子
竟来了个突然袭击。这样，她娘俩儿也同
村里人一道被赶到一处场院里。穷凶极
恶的敌人，在开枪打死了怒斥他们的周仁

老汉后，还是那个叛徒徐三，把她女儿玲
玲从人群里给拽了出来。徐三献媚地在
日本大佐山田耳边道：“太君，这个小丫
头，就是赫赫有名的民兵队长王胜平的孩
子。”山田听了先是一愣，接着他挎着指挥
刀围着玲玲转了一圈。突然，他弯下腰
来，卫生胡向上一翘嘿嘿笑道：“小姑娘，
你的大大地好！皇军顶喜欢喜欢的有。
嗯！我的给你糖吃，你的告诉我，八路军
和村民兵队在哪里？”说着，他就从衣袋里
掏出一把奶糖递到玲玲的面前。

“你是个大坏蛋！我才不吃你的臭糖
呢，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们的！”

“你的若不说，可就要死了死了的
……”徐三从旁威胁道。

“我就是死了，也不告诉你们！”玲玲
的小脸一扬，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鬼子山田顿时气得哇哇直叫，他没想
到连这个小姑娘骨头也这么硬。只见他
刷地抽出指挥刀，架在玲玲的脖子上，最
后耐着性子问：“你的！说还是不说？”

见玲玲睬也不睬地把头扭向了一边，
他便提刀猛地向她的胸口刺去……

玲玲身子一歪倒下了。可她小手里，
还死死地攥着那束刚采撷的山丹花。鲜血
从她胸口涌出来，把那束山丹花浸泡着

……郭老太太抱着僵硬的女儿，不哭也不
说话，整整三天三夜。她眼前总是浮现着
玲玲那活泼可爱的面容，以及她小小年纪
就知道帮母亲干这干那的情景。就这样，
她一个好端端的四口之家，就只剩下了她
一个人。当时，她也想随着女儿一块去，
是乡亲们硬把她给拉住了。乡亲们安慰
和开导她，才使她最终打消了死的念头。
但从此，她记住了日寇欠她的三笔血债。
她不光积极支前、拥军，还参加了村里的

“妇救会”。一次，她在和队伍转移群众时
身上也负了重伤，曾陷入昏迷状态。那会
儿在她的潜意识里，自己的性命也完了，
可她没想到自己还能醒过来。她心想：

“既然阎王爷不收留我，那是因为我家的
仇还没有报，我怎么能死呢？”她说到做
到，后来不光加入了党组织，还当过村的
妇联主任和党支部书记。郭老太太始终
觉得：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他们个个都是
好样的！她只有给他们增光，不能抹黑。
对国家给她的抚恤金和生活费，她也是能
省则省，从不乱花一分钱。她说过：“我一
个孤老婆子，还有什么可讲究的呢？比比
那些死了的人，我己经够幸福的啦！”另
外，她心里有一个秘密：现在，她世上再也
没有一个亲人了，她想等自己也到了那一

天时，就把手里积攒的这些钱
还给国家，然后她就轻轻松松
地去和阴间的亲人们相见……

几十年来，每逢她丈夫和
儿女的祭日时，都来到三岔路口
给他们烧些纸钱。过年时，她也
在饭桌上多摆上三双碗筷，并把丈夫和儿
女爱吃的饭菜放到碗里，然后她便呆呆地
看着镜框里他们的相片，嘴里自言自语着：

“又到了咱一家人吃团圆饭的时候了！来，
你们爷仨都多吃点！我总担心你们在那
头吃不好。”说着话时，她的两眼已经被泪
水模糊了……

郭老太太怎能忘记：她那死去的女儿
玲玲生前很爱花，尤其喜欢那红红的山丹
花，至死还手里攥着不放。于是，她就从
山坡上挖了许多山丹花的疙瘩回来，栽到
自己的房前屋后。当山丹花盛夏怒放时，
它们便成为红红的一片。她就坐在花旁
目不转睛地看着……在这些山丹花中，有
一株的形状长得很特别：其主枝到顶部时
分成了两杈，它们的花朵也相对着开得最
盛烈，就像是比翼齐肩的他们夫妻俩；而
在这两个主枝的下端，也各分蘖出一支花
朵，它们也是迎面相对地开着，而这又恰
似他们的两个孩子——栓柱和玲玲。每

次看花时，郭老太太都在这株山丹花前停
留的时间最长。在她的心里，这四朵花每
年都朝气蓬勃地开放着，可生活中，她的
老伴和儿女却都已经不在了。睹物思人，
两行热泪又不由自主地流淌下来。“唉，我
的亲人们哪！你们可还记得咱们这个家
么？这些年来，都是我一个人在这院子里
住着。正是因为有这些红红的山丹花和我
作伴，我才不觉得孤单。可就是一到了晚
上我躺在炕上时，就感觉这屋子好大、好大
呀！连这炕也是那么宽绰……十多年前，
县光荣院就让我去，可我心里总想，我不能
离开这儿。万一我要走了，你爷仨哪天都
回来了，不是连个热乎炕也没有么？就更
不用说喝水和吃饭了……郭老太太第一次
把自己多年的想法，说给逝去的亲人们听。

岁月不饶人！如今她老啦，说不定哪
天也要走了。她心里想，只要我还有一口
气，就要多陪陪院里这红红的山丹花……

(完)

骄傲的骄傲的 山丹花山丹花
李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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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是永定河床上的一枚卵石，是马栏村边儿
的一捧黄土，是东胡林人的万年脚步，是潭柘寺院内
那颗古老银杏……

京西，是绣在黄草梁上的一枚胡人箭镞，是宣泄
沿河城头一缕大明月光，是唱响百花山麓一首悠悠情
歌，是踏碎浑河两岸一曲古道柔肠……

京西，是辽代一只白瓷碗，是清宫一片琉璃瓦，是
王平一套沙毂子，是三家店山西会馆一缕昏暗灯光
……

京西，是爨底下大户人家的门墩儿，是灵水村书生赶考的夜路，是碣
石七十二眼水井故事，是黄土贵人的长寿秘诀……

京西，是柏峪山梆子，是岭角太平鼓，是下苇店村皮影戏，是金锁桥
上走了四百年的幡会队伍……

京西，是达摩山顶的红叶，九河沟里的秋风，过街楼旁的日子，古香
道上的虔诚……

京西，是太子墓的果园，是斋堂川的油香，是京白梨的口感，是“咯
吱”咀嚼出的好听声音。

其实，京西是一段行走的光阴，是一缕不散的炊烟。乡愁不老，人文
叙述，于是，小桥，流水，古道，人家……

其实，京西就是一坛韭园酱菜，一碗清水豆花儿，一杯阿芳嫂的黄芩茶
……

舅妈也是妈
王过冬

我的舅妈今年60岁了，个子不
高，头发粗糙且有些花白。说起舅
妈，还要从1978年的冬天说起。那
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母亲脸色
苍白躺在那儿一动不动，父亲慌了
去找医生。谁曾想母亲就这么一
躺，再也没有起来。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农村找一个医生或者上医
院，谈何容易！等我父亲找好拖拉
机回家，母亲早已撒手走了。我们
傻傻的，就让刺骨的寒风带走了母
亲。那时我刚5岁，弟弟3岁，还有
一个不到1岁的妹妹。

舅妈是刚刚过门的媳妇，只有
23岁，她把我们接到了她家。不到
1岁的妹妹饿得直哭，爸爸把她送给
了一个教书的老师，我和弟弟就成
了舅妈的孩子。舅妈拿出那仅有的30元彩
礼钱让舅舅买了一瓶炼乳和一只山羊。

晚上油灯闪闪，时而还噴一下小火
花。消瘦的舅妈常常在灯下一针一针地给
我们缝衣服。舅舅用羊皮袄抱着我，眼里
装满了我和弟弟的影子。一次，舅舅催着
舅妈说:不早了，明天再缝吧。那时侯，已
经夜里12点多了；舅舅刚说完话，只听得
舅妈“啊”的一声，摁住了手指……原来舅
妈不小心用剪刀把手指戳了一个口子，舅

舅赶紧夺过剪刀，问：疼吗？舅妈苦笑着使
劲捏了一下手，又马上松开给舅舅看，还说，
你看，没事。之后舅妈用衣襟裹住了手，衣
襟不大一会儿就红了一片——这些都被我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冬天的日子不好过，舅妈每天起早
贪黑，做完饭要从灶塘里掏出好多没有
完全燃尽的柴火，放在用泥做的火盆里
让我们烤手。我们弟兄两个的手从没受
过冻，而舅妈的手却裂开了无数口子。

我们仍是傻傻的，如今想起来心里
都是酸楚的泪。

整个冬天过去了，那只山羊终
于有奶了，我们再也不用舅妈买
炼乳了。靠着羊奶，舅妈把我和
弟弟喂得胖胖的，谁见了都说“你
看，你家的胖外甥多可爱！”每次邻
居说到这儿，舅妈就露出特别灿烂
的笑脸。

记得那天中午，舅妈拿起瓶子
到山羊跟前挤奶。每次挤奶都很听
话的山羊，不知为什么，这次就躲开
了舅妈。舅妈一下被栓羊的绳子拌
住，摔倒在地。邻居正好从家门口
路过，赶紧过来把舅妈扶起，舅舅叫
来了村里的医生。诊断说是骨折，
去医院了。这一去医院就要一周，

但舅妈执意回家养着，因为她惦记着家中
的我们。为了我们弟兄，本应该享受新婚
的舅妈，把宝贵的青春无私地给了我们。
也许是因为我们，舅妈的生活才如此的艰
辛劳累。

有一首歌唱的好：世上只有妈妈好。
现在想想过去，我们虽然失去了妈妈，但却
拥有了舅妈的疼爱，也是很幸运的！

今天我要说：舅妈也是妈。舅妈对我
来说，就是我一生中最亲最近的人。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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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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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颁奖盛
典，再度感染感动了亿万国人。这其中，大

山深处教书育人36年的支月英、让患
者挺直脊梁的好医生梁益建等普通

职业工作者的故事，显得尤其平
凡而伟大。

支月英，只身坚守在远
离家乡200多公里的条件艰

苦的深山学校里，教导孩
子们读书识字，唱歌跳
舞，认识世界；她用倾心
守望，兑现了要成为受人

尊敬的人民教师的承诺。
梁益建，通过他的双手、爱
心和医德医术，让一个个患
者直起腰杆、挺直脊梁，过

上正常人的生活。支月英、梁益
建在条件艰苦的岗位上，何以如此

的坚守呢？就是他们心中怀有坚毅的

责任、无畏的担当。
人生是什么？人生其实就是守护，守护对别

人、对自己的关爱，守护对社会、对家庭的责任。
没有爱心，没有责任心，一切都是零。人生，除了
期望、追求、愉悦、享受，还有坚守、奉献、清苦、磨
砺。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大家庭里的一员，都有
责任守护好自己的心境心态，守护好灵魂与责
任。这些年，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
升，久久期盼的舒心幸福的好日子，异彩缤纷的
精神生活，应该说都有了。因此在关爱父母、儿
女孝敬、亲友扶助和社会扶助方面，愈加需要人
们同甘共苦、相互帮扶，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到守
护亲情、守护弱者、守护乡愁的行列中。

早年某报的两幅图片报道，一直在笔者心里
萦绕，且时常想到亲情守护。一幅图片为《含辛
茹苦》。讲的是家住安徽省舒城县晓天镇汪冲
村的90岁老人桂仲英，独自照顾68岁盲女杨
成兰65年的故事。图片上桂仲英老人慈祥的
眼神，抚爱了女儿几十年的双手，似乎让我们感
触到老人那份母爱的温暖。另一幅图片为《63
的守护：父爱永恒》。讲的是广西龙胜县和平村
90岁的父亲廖文义，照顾儿时就患上“软骨”
（只能爬着走路）和口齿不清疾病，年已63岁的
女儿廖桂芬的故事。廖文义老汉表示，虽然每
天要给女儿煮饭喂饭、洗洗涮涮，但并不觉得辛

苦。他说，既然女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要对她
负责，“有什么事能让一个人活久一点更有意义
呢！”父爱与母爱，愁苦与艰辛，亲情与责任，希
望与守护，平凡与豁达……“谁怕？一蓑烟雨任
平生。”

毋庸置疑，如今多数百姓都过上了衣食无忧
的日子，有的人甚至享受着富足显贵的生活。然
而，也必须看到芸芸众生中，还有不少家庭及老
人、孩子，他们的生活依然艰难窘迫，有些人的就
医、上学、养老等条件十分糟糕。这样的家庭和
老人、孩子、病人，需要更多位“支月英”“梁益建”
给予关爱帮助，需要每一个亲人的慰藉侍奉，也
需要全社会帮扶救助。

关爱和亲情的守护，不仅可以让家庭充满朝
气，让贫困的日子温暖起来，让沉寂的生活焕发
勃勃生机，而且可以较好地纾解疾病痛苦，增强
追求幸福生活的意志力、免疫力和信心。守护
父爱母爱，就是守护亲情责任；守护平凡豁达，
就是守护尊敬宽容；守护关爱帮扶，就是守护人
间大爱。

古语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人生不能没
有田园房舍，也不会没有生老病死。但是，一切
的一切都需守护，守护亲情，守护责任。因为，守
护比拥有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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