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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魂兮归故乡
� � 又到清明， 去年清明节为伯
父立坟树碑的情景， 又浮现在我
的脑海里。

培好最后一锨黄土， 砌好墓
碑最后一块基石，基碑上张玉堂
烈士纪念碑几个大字，在暖风
和阳中更加夺目，侄孙们燃起
纸钱，点燃爆竹，齐刷刷跪在
坟前。 此时，我想起 1969 年那
个寒冬， 爷爷在弥留之际，一
遍遍念叨伯父玉堂的名字，如
今可告慰仙逝的爷爷，您心爱
的儿子回来了， 就在您的身
后，将永远陪伴着您。

伯父生于 1928 年， 当时，
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
中华大地上， 封建与反封建，
新势力与旧势力，革命与反革
命，侵略与反侵略正在进行着
反复的较量和斗争。 新生的中
国共产党， 为着民族的存亡，
为了人民的幸福领导中国人
民打响武装斗争第一枪，伯父
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
的。 1942 年、1943 年， 家乡连
续两年大旱， 遭遇特大蝗灾，
粮食颗粒无收，地里蚂蚱滚成
群，此时的抗日战争处在最艰
苦的阶段，日本鬼子实行“三
光”政策，百姓们为逃离战乱
和灾荒，纷纷外出乞讨 ，到处
是逃难的人群。 电影《1942》，
再现了当年的情景。 祖父母共
生育三个孩子， 伯父玉堂和父
亲，父亲还有个小妹妹，奶奶在战
乱灾荒中， 因疾病和饥饿离开了
人世， 父亲的小妹妹因奶奶的过
早离世而夭亡。

那年春上，爷爷带着伯父、父
亲同乡亲们搭伴外出逃荒， 那时
伯父 14岁，已懂得帮爷爷分担一
些家事和照顾一起逃难的乡亲，
深受大家喜爱。当时父亲年岁小，
逃荒路上走不动， 来回都是伯父
背着的，每当提起这些，父亲眼里
就噙满泪水。 1946 年家乡解放，
伯父已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是
村民兵锄奸反霸的骨干， 区里多
次推荐他到解放区干部学校受
训， 因家中人手少未能成行，
在国共大决战的前夜，党中央
毛主席作出刘邓大军挺进大
别山的战略决策， 那个时候，
伯父刚结婚，在“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 的号召鼓舞下，
毅然告别新婚燕尔的妻子，告

别家人，打起背包 ，趟过冰凉
的清凉江水，到区里报名参加
新兵整训， 投身挺进大别山的
钢铁洪流中， 每当看到刘邓大军
挺进大别山影视作品中那波澜壮
阔的场景， 我就想到伯父就在这
雄壮的行列中。

全国解放后， 一家人都盼着
伯父胜利回来的消息，等来的却
是人民政府颁发的烈士证明
书。 这个消息对爷爷打击特别
大， 失子之痛深深折磨着他，
有时半夜醒来还叫着伯父的
名字， 虽说有奋斗就会有牺
牲 ，但发生在谁身上，谁才能
体会到痛苦。 毛岸英在朝鲜战
场牺牲的消息 ， 毛泽东闻讯
后， 怔住半天没讲一句话，在
失子之痛上，作为父亲 ，伟人
和普通人情感是一样的，刚解
放那几年，国家还很穷 ，集体
也不富裕，但对军烈属的优抚
政策， 还是得到了很好的落
实，爷爷可享受每月五六元的
生活补贴，因为我们和爷爷生
活在一起， 从小学到初中，我
和弟弟都享受烈士子弟免收
学杂费的待遇。 1960 年，是三
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队
里办起食堂，每天中午都是窝
窝头，就是红薯秧子玉米芯碾
成面做的， 早晚是野菜煮稀
粥，那时叫低指标，瓜菜代，其
实，主要是吃野菜。 为照顾军
烈属老人，队里专门建立小食
堂，每天中午，为军烈属老人每
人分一个一两面的红薯面窝窝
头， 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最高
礼遇。

有一天放学回家， 我早早就
把爷爷的窝窝头领回来， 我回家
不一会儿， 弟弟也领回一个窝窝
头来。母亲说，这窝窝头是按人做
的，我家多领一个，别的人家就领
不到了。于是，吩咐弟弟把这个窝
窝头送回食堂去。 大约过了一顿
饭功夫， 小食堂的炊事员志海大
爷找到我家来了，说 ，是不是
我们家的小孩多领了个窝窝
头 ，他也不敢肯定 ，因为小孩
子他认不清，领窝窝头也没有
作登记 ， 所以带有问询的口
气。 母亲说，是多领了一个，刚
才已让小二送回去了。 转脸问
弟弟， 你把窝窝头送给谁了。
母亲话音还没落，弟弟早撒丫

子蹿出去了。 志海大爷说，这
年头孩子饿 ， 就不要打孩子
了。 母亲对志海大爷说，明天
我家就不领了，请您对没领到
的好好解释一下。 志海大爷听
了很高兴 ， 来时悬着的心落
了下来。 事后，弟弟对我说，
他没出胡同口，就在杨家的门
洞里把窝窝头吃掉了。 是啊，
一个饥饿中七八岁的娃娃，怎
能抵挡住红薯面窝窝头的诱
惑呢。 那个时候，我们少不更
事，不懂得这个窝窝头的分量
有多重，他是伯父用生命换来
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烈士家
属的关怀。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越发
关注伯父的有关信息， 不放过一
切机会去搜寻。 邻村有位老人和
伯父是战友， 老人讲， 他和伯父
一起随刘邓大军南下，一起参
加了攻打安阳的战斗。 他们被
安排潜伏在一个大苇坑中，发
起冲锋的时候，两个人都挂了
彩 ， 一同被送往后方医院治
疗 ，他们出院归队后，就再也
没有见过面。 为此，弟弟还专
门到湖南湖北一些地方走访
南下的老同志，我也在网络上
发帖子寻找有关伯父的信息，
还请民政部门的同志在中华
英烈网上进行了查询。 尽管没
有得到确切消息，但我们的心
灵得到一些安慰。 冀南烈士陵
园的烈士英名录上，镌刻着伯
父的名字，我曾多次前去拜谒
凭吊。 望着那些革命先烈的英
灵， 有多少人和伯父一样，为
人民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
血，当年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
小伙子， 都是埋骨何须桑梓
地，不灭“胡虏”誓不还的热血
男儿，正是千百万革命先烈前
赴后继 ，不怕牺牲 ，才换来民
族的独立与解放，人民才有今
天的幸福生活， 我们要永远铭
记他们。因此，为伯父立坟树碑的
念头，一直在我们的心中萌动。适
逢政府为革命烈士统一树碑纪念
安排，去年清明节，这个愿望终于
实现了。

但 愿 儿 孙 们 每 年 清 明
节 ，回家祭奠祖先，为伯父扫
墓，继承先烈遗志 ，做好本职
工作， 一辈一辈踏着烈士的足
迹前进。

·张广雨·

梨花过后是清明 李鸿照

清明时节 刘懋善

清明在躬 林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