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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间，“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的早春时节匆匆而
逝，转眼到了“杏花绽放粉饰界，春日
如红云朵朵”的仲春。杏花、桃花次第
开放，生机盎然，赋予了“沾衣欲湿杏
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诗情，增添
了“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
闹”的画意。淡妆浓抹的满园春色，被
风情万种的红杏渲染得如火如荼。

杏花又开了，繁花满树，洁白如
雪，引来蜜蜂嗡嗡嘤嘤，构成一幅静与
动完美结合的画面，只是“年年岁岁花
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去年，我还
与母亲在杏树下赏花饮茶，收集花瓣，
而今年，母亲音容宛在，却已驾鹤西
行，只留这满树的杏花，见证着我对母
亲的思念。

母亲有收集杏花的爱好，缘于我
家西邻的文霞婶子，结婚10多年没有
生出一儿半女，为此没少挨打受气，还
经常被公婆和丈夫威胁离婚。母亲很
为她抱不平，因为劝架还被误伤过。

但这是人家的家事，再生气也不能劝
其离婚。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
桩婚”，要想把文霞婶子彻底解放出
来，除非治好她的不孕症。其实，文霞
婶子刚结婚时也怀过孕，只是不小心
流产了，后来因为宫寒，再也没怀过孩
子。因此，她变得自卑、郁郁寡欢，不
爱和人交流。

为了帮助文霞婶子摆脱痛苦，母
亲到处打听土单验方，寻找经验丰富
的老中医。母亲听说距我们村五六公
里远的镇上有位老中医看不孕症效果
不错，便陪着文霞婶子前去求医。经
老中医诊断，文霞婶子的身体亏虚严
重，需用杏花粥调理。杏花味苦性温，
具有活血补虚的功效，用于治疗妇女
不孕、肢体痹痛、手足逆冷等，还具有
补中益气、祛风通络的作用。

老中医详细交代了杏花粥的制作
方法，用小米加活血通络的当归、红
花、川芎等中药文火熬粥。粥将熟时，
抓一撮杏花花瓣放进锅里，再熬上几
分钟，杏花粥就做成了。此粥可以改
善女性寒凉体质，对治疗不孕不育有
明显疗效，母亲劝文霞婶子不妨一试。

心灰意冷的文霞婶子早已放弃了

继续治疗的念头，多年来一直在痛苦
中挣扎、煎熬。母亲把道理掰开了揉
碎了劝说，最后她接受了母亲的建议，
开始服用杏花粥。杏花开放时，母亲
每天陪她在杏树下铺上席子收集杏
花，晾干备用。文霞婶子不再抗拒，坚
持每天熬杏花粥喝，面色渐渐红润起
来，加上心情一天天变好，半年后真的
怀孕生了个女孩，起名杏儿。3年后，
她又生了个儿子，起名杏林。文霞婶
子终于做了母亲，儿女双全，苦尽甘
来。每次说起这事儿，她都对我母亲
充满感激。

母亲也没有想到，杏花粥真的治
好了文霞婶子的病，不仅让她做了母
亲，也挽救了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庭。但
母亲并不认为是她的功劳，她对文霞婶
子说：“乡里乡亲的相互帮忙是应该的，
你不用总说感谢我，许是因为你喝了杏
花粥心情变好，孩子就来了呢！”文霞婶
子的病好了，但母亲收集杏花的爱好没
有改变。用母亲的话说，药草治百病，
指不定啥时候能救人呢！

又见杏花开，不见母亲来。但母
亲助人为乐的善举，永远留在了乡亲
们心里。

柳绊长堤万树裁，花横原野斗奇开。
春风化雨芳华润，高扬入云栋梁材。
物主潜心织霄梦，江山多娇筑凤台。
赋茂题林入佳景，玉树成荫蔽后代。

人来世上求风水，最是身周物有灵。
绿草如茵皆尽力，繁花满树也存情。
临空小鸟啼心语，翩舞蝴蝶秀体容。
巷陌园林藏雅意，感恩胜境慰平生。

春天总是给人以惊艳，不同颜色、不同
形状、不同大小的花都以自己最可爱的芳
容展现在世人面前。就是在这样令人陶醉
的美好季节，我的童年却被蒙上一层阴影，
笼罩在心头，陷入忧心忡忡之中。

因为当时生活窘迫，流行着“好过的正
月，难过的二月，肌黄面瘦的三月，见神见
鬼的四月”。意思是说正月把粮食吃完了，
二月生活就困难了，三月饿得面黄肌瘦，四
月饿得死去活来。这和美丽的春天反差太
大，再好的风景也难减轻忍饥挨饿的难受，
再加上春天变暖，各种病原体繁殖起来，会
发生一些传染病，这更造成老百姓更大的
痛苦与灾难，犹如雪上加霜。因此，在我的
童年埋下了一些与美好时光格格不入的阴
影。童年的记忆很难消失，直至现在仍有
那些不愉悦的心情。

穷则思变，人们总是盼望着一年比一
年好。所以，在春耕备播时，为了提高产量，
总是十分认真，生怕一不小心，影响到粮食
的产量，则悔之不及。总之，在春耕开始时，
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除了星星点点的麦
苗外，其他都是一片黄土。此时的田野缺乏
观赏的景观，那些在田野上劳动的人们，便
成了美景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赶着
黄牛、喊着号子，老黄牛十分听话地执行着
自己的任务。整理土地，先是犁地，然后把
土块粉碎，把地面耙平，一切准备就绪后开
始播种。这一步步操作人们都十分操心，生
怕留下影响粮食产量的瑕疵。尤其是播种，
对摇耧者要求更高，双手握住把手，左右摇
摆，前进速度、摇摆幅度及快慢得始终如
一，不管距离多长，从这头到那头，两点之
间形成一条直线。如此精耕细作，完全是为
了提高粮食产量。如果摇不均匀，如果不成
直线，就会使庄稼苗稀稠不均及行距不等，
那就会影响生长。所以，劳动者在田野上的
一举一动、一个个呼喊老黄牛的号子，都成
了田野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农村一年四季皆有景，但景色各不
同。庄稼苗出土，像刚刚出生的婴儿一
样，给人们带来无限欢喜与希望。它们时
时伸展肢体，特别喜爱阳光。炎热的夏天
到了，此时的大地满目苍翠欲滴，各种庄
稼，高高低低，错落有致，整个田野成了绿
色的海洋。微风一吹，波浪滚滚，人们鼓
足干劲，不知疲劳地精心护理着庄稼。尤
其到上蒸下煮的时候，人们流汗如雨，湿
透了衣服仍认真地松土、除草。因为大家
知道，锄头底下有水、有肥，所以不顾一切
地忙碌着。

从禾苗出土，到枝繁叶茂，庄稼呈动态
变化，这是任何伟大的画家都难以完成的
图像，它以自然美独树一帜，让人羡慕不
已。光阴荏苒，日月轮转，人们按着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规律，送走夏季后，迎来了
令人兴奋的秋季。秋看大地，硕果累累，五
彩缤纷，不同庄稼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形
象。总的来说像人一样，抗拒不了成熟和
衰老。这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欢喜与满
足，终于等来了收获的美好时光。这时，人
们每天都忙着往家中扛粮食。看着各种各
样的粮食，人们笑在脸上，喜在心里。一直
忙到场光地净，人们又迎来了银装素裹的
冬季，整个田野上呈现出另一幅景色，为下
一年的“画展”作准备。

揽月图（国画） 陈福义 作

我们家亲兄妹不同姓，我姓王，妹
妹和弟弟姓辛。很多人对此感到不
解，甚至还产生了一些猜测。实际上，
这里面有一个由“两家合一家”到“一
家扶两门”演绎出来的故事。

我父亲姓辛。辛家是个大家，仅
父亲这一辈就姊妹四个，算得上人丁
兴旺。母亲初嫁王家，王家人丁虽不
及辛家兴旺，但也儿女双全，家道殷
实。

由于辛家大伯被日军枪杀，二伯
被土匪残害，祖父、祖母也先后被瘟疫

夺走了性命。王家伯父、姑母及姑父
同样被土匪残杀，王家祖父也未能躲
过瘟疫，在贫病交加中离世。新中国
成立时，辛家只剩下了父亲孤身一人，
王家也只剩下祖母和母亲一老一少两
个寡妇。

经亲友们说合，母亲带着王家祖
母和父亲重组了家庭，辛、王两家从此
合成了一家。这个新家在父母辛勤操
持下，逐渐过上了稳定的生活。父母
不仅为王家祖母养老送终，还养育了
我们兄妹三人，并将长子（我）过继给

王家改为姓王，这样一家又扶起了两
门。当时，这件事在村里曾作为佳话
被广为传诵。

现在父母已经过世多年，我也年
过古稀。由于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近
几年春节我们兄妹三人都要找个饭店
让三家人来个聚会。望着满桌丰盛的
酒菜及和谐欢乐的三家人，总让我思
绪万千……

这些当然都是父母的功德，我们
后辈肯定会对父母含辛茹苦为我们操
劳一生感恩不尽，也终生难忘。

忆家乡农田
□冯复兴

□刘松梅

家事难忘
□王占先

感 恩
□李思敏

■桑榆苑

植 树
□之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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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宁江东
宋清岩到各地走访，拜访见证

者、搜集资料，几经辗转，才使得父
亲的事迹渐渐浮现出来。“我之所
以请媒体讲一讲父亲的故事，没有
别的祈求，只想让后辈能够了解我
父亲那一代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人
生，也不应该被淡忘，因为那也是
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这样
一个个具体的人，这段历史是不完
整、不真切的。”宋清岩说。

宋承双，隤城寨村人，生于
1928年 11月 2日。1942年，河南
省遭遇旱灾，夏秋交替之时又遭遇
蝗灾，国民政府对灾情应对不及
时，加之连年的战乱让灾区百姓又
雪上加霜。14岁的宋承双，不得
不和母亲一起，搀扶着70多岁的
爷爷、奶奶，一同踏上了北上山西
的逃荒路。

一路上山势险峻，道路难行，
途中又遭遇土匪，幸得同行的一位
本家老爷与土匪头子交涉，才侥幸
通过，最后在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
平城镇后河村停留了下来。

宋承双一家借住在村里一户
村民的小院子里，帮助主家干一些
农活，艰难度日。

宋承双身体素质较好，能跑能
跳，攀爬能力强，因此，在参加陵川
县的抗日组织后，专门负责破坏日
寇的电话线等通信设施，在枪林弹
雨中磨炼了意志，积累了宝贵的军
事斗争经验。

1944年，在山西生活两年后，
一家人思乡心切，在谢过主家后便
举家返乡。回到家乡不久，宋承双
就参加了修武县的抗日组织——
修武县大队，并随大队四处转战。
由于他身手敏捷，既可爬到高处瞭
望敌情，又能潜水渡河传递情报，
受到了上级的夸奖和战友的赞赏。

宋承双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
这与其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宋承双的家乡隤城寨村，在抗
日战争时期是敌我双方的拉锯地
段，而他家就是八路军的堡垒户，
住着好几位共产党员。这些共产
党员与宋承双一家关系非常好，常
常在一起拉家常，就像一家人一
样。

住在宋承双家里的共产党员
有赵顺（新中国成立后，在天津做
工业管理工作）、苏敏（大学生，随
军南下，新中国成立后，在福州工
作）、杜斌（修武县城人）、张启生
（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人）。这些
人对宋承双的成长起到了很重要
的作用。

由于家里是堡垒户，宋承双的
母亲对外严格保密。她和左邻右
舍相处和睦，从不说人长短，并常
常教育孩子们好好做人。尽管她
不识字，但是她像中国千千万万的
传统女性一样，吃苦耐劳、品德好，
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修武县大队时，宋承双经常
和战友们交流战斗经验，切磋军事
技术。“我长大后，每次遇见邻村的
都贵堂（宋承双在修武县大队的战
友），他都会对我说：你父亲待我们
真不错。深更半夜出战斗任务时，
他总是给我们弄吃的，关心我们。”

宋清岩回忆道。
修武县大队（后又称修武县独

立团、修武县独立营）不断配合八
路军对敌开展军事斗争。宋清岩
记得小时候，家里藏有一个老册
子，上面记录着密密麻麻的数字，
应该是修武县大队的日常开支账
本。

修武县大队先后参加了两次
比较大的战斗。一次是1945年10
月19日，太行军区八军分区二团、
四十五团在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
率领下包围了修武县城，修武县独
立团(即修武县大队)也参与了战
斗。10月20日清晨攻克县城，全
歼守敌，俘国民党修武县县长王毓
忠及反动武装200余人，缴获机枪
10挺，长、短枪500余支，汽车两辆
等。

那时候，修武县北部的五里源
乡是一大片水域。宋承双跟随修
武县独立团其他队员，从该乡烈杠
营村下水（当时水有齐腰深）渡过
运粮河，配合八路军进攻修武县
城。

另一次是1948年10月27日，
修武县独立营(即修武县大队)配合
华北野战军第十四纵四十二旅、太
行军区第四军分区新四十六团、四
十七团等，向获嘉县的国民党守敌
发起攻击。10月30日突入县城，
10月31日与敌展开巷战，至11月
2日，全歼获嘉、修武县保安团、自
卫队等反动武装4000余人，俘国
民党修武县县长、保安团司令徐景
山，副司令张耀山等，缴获火炮15
门，轻重机枪200余挺，步枪、手枪
5000余支。宋承双与其他战友在
获嘉火车站负责押解俘虏。

1949年，新乡和平解放后，上
级派宋承双到平原省学习，准备南
下。但由于家中老人需要照顾无
法远行，上级安排他继续留在家
乡，参加镇压反革命分子和肃匪反
霸工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宋承
双积极报名参加志愿军，被编为预
备役，后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之
后，宋承双回到隤城寨村，担任村
里的民兵队长。上世纪 50 年代
初，宋承双负责村里的提灌站。

宋清岩小时候，在母亲的针线
筐里曾看到很多奖章和纪念章。
记忆最深的是由平原省军区颁发
给他父亲的“五好民兵”奖章，那枚
奖章正面是立姿全副武装的形象，
背面刻有“政治第一、作风第一、品
德第一、军纪第一、勇敢第一”的字
样。此外，还有冲锋旗帜奖章、五
角星奖章、吊坠菱形奖章等，遗憾
的是，这些奖章如今都找不到了。

“父亲已经去世39年了，随着
年龄越来越大，我对父亲的印象也
越来越模糊，但是父亲的精神和事
迹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今天能
够给媒体朋友谈一谈我父亲的历
史，如果再能整理成文字，能让后
人看到，我就此生无憾了。”宋清岩
说。

上图 宋承双（二排左二）和
宋清岩（三排右五）与家人的合影。

本报记者 宁江东 翻拍

我叫宋清岩，今年72岁，我想讲讲我的父亲，曾经的‘五好

民兵’宋承双。”近日，家住马村区演马街道隤城寨村的村民宋清岩来

到报社，向记者讲述了一段即将被人们淡忘的历史。

宋承双，16岁参加修武县的抗日武装——修武县大队，先后参

加了1945 年10 月解放修武县城和1948 年10 月解放获嘉县城的战

斗，曾获得过“五好民兵”奖章。“我父亲生前很少讲他的革命故事，直

至他去世，我们对他曾经的峥嵘岁月知之甚少。这几年，随着自己年

事已高，我想还原父亲革命历程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宋清岩道出了

自己的心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