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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到来 讲一讲中国仁孝故事

·彩衣娱亲·

孝顺没有老幼之分， 也没有终止的时
刻。

老莱子，是周朝春秋时的楚国人，他自
幼便十分孝顺，在他七十岁时，两老还健在。
但两老看见儿子日渐老去，便有自己已经去
日无多的怠慨。 老莱子见状，便想了一个办
法，老莱子把自己打扮成孩童模样，蹦蹦跳
跳的到了父母面前， 一边嘻嘻哈哈大笑，一
边做出孩童嬉戏的动作。 两老看到儿子滑稽
的动作，乐得呵呵大笑，把烦恼忧闷都忘了！
从此，老莱子在父母前绝不提老字，而且还
常常扮成孩童模样， 使两老得到快乐的晚
年。

·单衣顺母·

周朝闵损，字子骞，是个孝子。 母亲早
逝，父亲怜他衣食难周，便再娶后母照料闵
子骞。 几年后，后母生了两个儿子，待子骞渐
渐冷淡了。 一年，冬天快到了，父亲未归，后
母做棉衣偏心， 给亲生儿子用厚厚的棉絮，
而给子骞用芦花絮。 一天，父亲回来，叫子骞
帮着拉车外出。 外面寒风凛冽，子骞衣单体
寒，但他默默忍受，什么也不对父亲说。 后来
绳子把子骞肩头的棉布磨破了。 父亲看到棉
布里的芦花，知道儿子受后母虐待，回家后
便要休妻。 闵子骞看到后母和两个小弟弟抱
头痛哭，难分难舍，便跪求父亲说：“母亲若
在仅儿一人稍受单寒；若驱出母亲，三个孩
儿均受寒。 ”子骞孝心感动后母，使其痛改前
非。 自此母慈子孝合家欢乐。

·卧冰求鲤·

晋王祥，字休征。 早丧母，继母朱氏不
慈。父前数谮[音 zen]之，由是失爱于父母。尝
欲食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卧冰求之。 冰
忽自解，双鲤跃出，持归供母。 继母人间有，
王祥天下无。 至今河水上，一片卧冰模。

王祥，琅琊人，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
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 使他失去父爱。
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带侍候，继母想吃活鲤
鱼，适值天寒地冻，他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冰
忽然自行融化，跃出两条鲤鱼。 继母食后，果
然病愈。 王祥隐居二十余年，后从温县县令
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

后人有诗云：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
至今河水上，一片卧冰模。

·毛泽东孝敬母亲的故事·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孝敬父
母本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母教对子
女成长的影响之大，有史可鉴，有口皆碑。 而
子女对母亲的深爱与崇敬， 也是刻骨铭心，
绵绵如缕。 芸芸众生如此，杰出英才亦然，毛
泽东的爱母敬母之情，更是感人肺腑，催人
泪下。

毛泽东，1893年 12月 26日， 出生在韶
山冲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一代伟人的成就
与其母亲的美德影响和言传身教是分不开
的。 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 这个名字被埃
德加·斯诺译成“文其美”。 然而，如此文雅的
名字，并未能改变她大字不识一个的农家妹
出身。 文七妹 15 岁从湘乡娘家嫁到湘潭毛
家，过着操持家务、莳弄菜园，相夫教子的日
子。 她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
济穷苦人。 在她的影响下，少年毛泽东学会
了关心、体贴、帮助别人，尤其是穷人。

1918年秋， 文七妹身患结核性淋巴炎，
曾住娘家治疗。 准备离乡赴京谋职的毛泽
东，特地觅得一方，抄寄他的舅舅，嘱咐“如
法诊治”。 次年春，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任助理馆员， 正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时，接
到母亲病重的家信。 他立即赶回家乡，把母
亲带到省城长沙就医，亲侍汤药。 而此时的
毛泽东置身在革命洪流，终日奔忙。 文七妹
病势稍缓，就要返乡，毛泽东又带她和两个
弟弟到照相馆合影留念。 这年 10月，毛泽东
正领导学生罢课驱除军阀张敬尧，突然接到
母亲病危的家书。 他忧心如焚，匆匆交待后，
便星夜上路，昼夜兼程，赶回韶山冲。 谁知待
他奔到家时，母亲已入棺两天了。 面对幽幽
青灯，毛泽东放声恸哭，昼夜守灵。 他席地而
坐，含悲忍痛写下了 414 字的《祭母文》，详
尽地追述母亲的高风亮节与爱子深情：“吾
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
慈祥，感动庶常。 ……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病时揽手，酸心结
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 ”

最能体现毛泽东对母亲敬重之情的，是
那封他在母亲去世后写给挚友邹蕴真的信。
信中说：“世界上有三种人： 损人利己的人，
利己而不损人的人，损己而利人的人。 我的
母亲就属于第三种人。 ”

凄风苦雨隔不断毛泽东对母亲的怀念。
1921 年春、1925 年春夏之交和 1927 年初，
毛泽东先后三次回到韶山冲，都到父母的坟
前凭吊过。 建国后，1959年 6月 25 日，毛泽
东再次回到韶山冲，又一次到父母坟前垂首
凭吊。 他接过随行人员采来的几束野花，献
在父母坟前，深深鞠了一躬。 我想，从这些点
滴的小事中，我们足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母亲
浓厚的爱。 他不忘母亲曾为自己付出的点点
滴滴，理解母亲的艰辛和不易，知道报答母
亲的养育之恩。 他的一片孝心，至今听来仍
然令人感动感慨。

·陈毅为老母洗屎尿裤·

20世纪 60年代初， 陈毅时任国务院副
总理兼外交部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

那年，陈毅 62 岁，他出国访问归来，得
知老母病重，下了飞机就去看望。 陈毅刚跨
进家门，就看见老母让身边照顾她的保姆藏
起了什么东西，忙问：“娘，你把什么东西藏
在床下了?”母亲眼看瞒不过去，只好如实告
诉儿子藏起来的是她刚尿湿的裤子。 陈毅听
了，动情地说：“娘，您久病在身，我不能在您
身边侍候您老人家，心里着实难受。 这裤子
我马上拿去洗了，还藏着做啥子?”

好说歹说， 保姆怎么也不让陈毅洗，觉

得让这么大的官去洗屎尿裤子，多不好。 母
亲也劝阻道：“你好不容易回家一趟，一进门
就让你洗脏裤子怎么行?”

陈毅说：“我不是说着玩的， 您就允了
吧。 我小的时候，不知您多少次给我洗尿布
屎裤。 现在，儿子有机会为您老人家洗一洗
脏裤，虽然不能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也总算
尽了一份孝心吧。 ”

不容推辞，陈毅便躬下身从床上拿出母
亲的尿裤和其他脏衣服，一起去洗得干干净
净。

·朱德著文忆母亲·

1944年 2月 15日， 朱德的母亲钟太夫
人在家乡四川仪陇病逝。朱德万分悲痛，4月
5 日著《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以无限的深情
赞颂母亲的优秀品质，寄托哀思。

朱德开篇写道：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
我很悲痛。 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
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他在一封写给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
母大人因人老关系， 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
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
和革命的意识， 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
路。 在这条道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
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识，才是世界上最可
宝贵的财产。

最后，朱德满怀深情地写到：母亲现在
离开我而去， 我将永远不能再见她一面了，
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 母亲是一个平凡的
人， 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
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
的历史。 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
呢? 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
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
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快乐的
生活。 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邓小平赡养继母·

夏伯根对邓小平来说， 既不是他的生
母，也不是养母，而是继母。 邓小平对这样一
位正直、善良、勤劳、肯干的继母特别敬重和
爱戴。 十五岁的邓小平，当年顺长江南下，走

出重庆，走出四川。 之后，邓小平率领千军万
马前来解放大西南，又回到四川，回到了重
庆。 四川解放后，邓小平坐镇重庆，任西南局
第一书记，是中央下属几大行政区域之一的
最高官员。 这时的邓小平已是 45 岁的中年
人了。 有了一个安稳的家庭后，邓小平就承
担起赡养继母的义务。 邓小平调中央工作
后，她把继母一同带到北京。 跟随邓小平一
家生活的这些年里， 邓小平夫妇待她如亲
母，从不分你我，在饮食、卫生、穿戴等生活
的各方面，十分周全地照顾老人、安抚老人，
使她晚年心情愉快。 值得一提的是，在邓小
平被打倒“流放”到江西住“牛棚”的日子里，
邓小平为了照顾卓琳的身体，又不肯让年事
已高的继母再承担过重的家务，便独自挑起
了家务劳动的重担，劈柴、生火、擦地等重活
脏活邓小平都亲自干。 夏伯根老人能够高
寿， 与邓小平夫妇对她几十年如一日的爱
戴、敬重、关心、照顾是分不开的。

·冯玉祥的“悼母诗”·

冯玉祥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还
是一个有名的大孝子。

冯玉祥将军一生对母亲非常孝顺，母亲
病故之后，他痛苦伤心地大病了一场。 从此
以后，每逢自己过生日便闭门谢客，不吃饭，
有时实在饿得头昏心慌也只在晚上吃上一
顿饭，以此来纪念母亲的生养之恩。1945年，
他写了一首《十月怀胎》的悼母诗：

娘怀儿一个月不知不觉，
娘怀儿两个月才知其情，
娘怀儿三个月饮食无味，
娘怀儿四个月四肢无力，
娘怀儿五个月头晕目眩，
娘怀儿六个月身重如山，
娘怀儿七个月提心吊胆，
娘怀儿八个月不敢笑谈，
娘怀儿九个月寸步艰难，
娘怀儿十个月才到世间。
为了将这首悼母诗“铭刻在心，永世不

忘”， 冯玉祥将军请人把诗特意刻在石碑
上。

这首诗情真意切，通俗纯朴，字字句句
洋溢着一片敬母、爱母、惜母之情，感人肺
腑，令人敬佩，给人教诲，至今仍广为流
传。 （张东升 整理）

� � 母亲节的到来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节日里送上对母亲的
祝福，小编整理了名人孝敬母亲的故事，供大家阅读学习。

彩衣娱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