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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抗美援朝 60 周年之际，央视
在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电视剧《毛岸英》，至
今我记忆犹新，这是一部难得的主旋律好
剧。如今，抗美援朝已经过去 71 年，伟大
祖国迎来 72 年华诞，回想血泪纷飞的峥
嵘岁月，我心潮澎湃，难以平静。

电视剧是根据毛岸英遗孀刘思齐的
回忆口述改编的，刘思齐老人还参与了选
角，主要演员和人物原型在外形上非常
像，他们以朴实深情的表演，再现了毛岸
英短暂、光辉而传奇的一生。

首先让我感动的是毛岸英坎坷不幸
的成长经历，他虽贵为领袖后代，可是在
那黎明前的黑暗中，他们兄弟俩却和母亲
杨开慧一起受到反动派的压迫和威胁。在
监狱中，8 岁的岸英亲眼目睹了母亲被敌
人杀害，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多么残忍，
小岸英撕心裂肺哭喊妈妈的情景，让我每
每想起潸然泪下。新中国是多么来之不
易！杨开慧烈士虽然撇下幼小的儿子去
了，可是她却舍生取义用生命完成了对孩
子的教育，那就是，为革命信念而死是高
贵的。岸英后来能在战争中挺身而出，牺
牲在另一个国度，这和父母的言传身教是
分不开的。从他的牺牲中，我们既看到了
来自父亲的革命性，又看到了渗透在血液
中的和母亲一样的勇敢坚毅大无畏的精
神。母亲牺牲后，岸英岸青俩兄弟在上海
流浪多年，过的是三毛流浪记那样的生
活，直到 1936 年夏天，地下党才从一座破
庙、一帮流浪儿中间把他们找到。半年后，
几经辗转的兄弟俩被送到苏联莫斯科市

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历尽苦难，
新的生活总算开始了。

1946 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回到了
阔别 18年的父亲毛泽东身边。接受了洋式
教育的毛岸英多才多艺，懂得四国语言，
写得一手似有其父真传的好字，且文笔流
畅优美。他会跳交谊舞，会唱外国歌，个子
比主席还高，长得英俊潇洒。分别多年，主
席看见儿子成长得这样优秀，非常高兴和
欣慰。在西柏坡，岸英和父亲叙旧，回忆开
慧妈妈的牺牲，父子二人泣不成声；在西
柏坡，岸英在父亲的教导和亲身的体验中
更加了解了中国农民和中国革命的现状，
他倍加理解和支持父亲的工作；在西柏
坡，毛岸英还结识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
孩——刘思齐。

几乎是一见钟情，毛岸英在他 26 岁
的时候，爱上了小他 8岁的刘思齐，刘思齐
是毛主席的干女儿，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主
席的革命战友，在双方家长的祝福中，
岸英和思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周
日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们夫妻恩爱，情
深意笃。但是美满的日子仅仅 1年，岸英
就奔赴朝鲜战场，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
来。

鸭绿江畔的战火燃起，毛岸英第一个
报名加入赴朝志愿军，彭德怀称他是“志
愿军第一人”。他没有犹豫，没有迟疑，骨
子里的勇敢和正气使他义无反顾地走上
了前线。其实这并不是毛岸英第一次上战
场，早在苏联留学的时候，他就参加过苏
联的卫国战争，并在苏德战场当过坦克连

指导员，斯大林亲自接见了他，称赞他
“不愧是毛泽东的儿子”，还奖给了他一
把手枪。

临走之前，新婚燕尔的毛岸英和亲
人一一告别，他忐忑地问父亲：“我作为
毛泽东的儿子，还算合格吗？”主席说等
他从战场上回来再回答他，可是岸英没
有机会听到爸爸的表扬了；为了不让妻
子担心，他告诉妻子说是去出差，会去很
远，如果收不到信不要着急。单纯的刘思
齐被这善意的谎言隐瞒了 3 年才知道丈
夫牺牲的噩耗；他和岳母告别，拜托岳母
照顾思齐和他患难与共的弟弟毛岸青
……这一走不寻常，谁不知道战争是危
险的，是要流血牺牲的，此时的毛岸
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已作了最
坏的打算，当他欲走还留 3 次拥抱妻子
才依依离去的时候，新婚 1年才 19岁的
刘思齐哪能想到这是和丈夫的生死诀别
呢！

1950 年 11 月 25 日，毛岸英入朝作
战才 34 天，就在一次敌机轰炸中，因抢
救文件没来得及撤离而不幸牺牲，写就
了一个领袖后代的壮烈青春，也留下了
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主席知道后无比
悲痛，他失去了最钟爱最优秀而自己却
对他吝啬一句表扬的长子，这是毛家为
革命事业牺牲的第六条生命。主席向儿
媳隐瞒了这一不幸的消息。3 年后，朝鲜
战争结束，刘思齐才知道丈夫和她已经
天人永隔了。年轻的刘思齐精神几乎被
打垮，很长时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痛失爱子的毛主席，以儿子只是一个
普通的志愿军战士不应特殊对待为由，
婉拒了将岸英遗骸运回国内安葬的建议，
让他和千千万万的志愿军烈士一起，永远
留在了异国他乡。主席早年写过一首诗：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原
来，这就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庭的本
色。

光阴荏苒，岁月流转，血雨腥风云烟
散，水带离声如梦流。历尽沧桑的刘思齐
老人彼时已经 80岁了，每次提起往事，都
情不能自已，电视剧《毛岸英》就是在她的
提议和全力支持下拍摄的，她提供了大量
珍贵的史料，来确保剧本创作的真实完
整，她还亲自出镜，扮演老年刘思齐，那是
一幕引人泪奔的情景，白发苍苍的刘思齐
老人手捧鲜花，在助手的搀扶下来到位于
朝鲜会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看
望长眠在苍山之下松柏之中的毛岸英。离
别时的花季少女，如今已是步履蹒跚，老
人轻轻抚摸着毛岸英塑像依然年轻的脸
庞，轻声呢喃道：“岸英，你离开我已经 60
年了，60 年，整整一个甲子，我天天都在
思念你！60 年前的那个冬天，你连一句道
别的话都没有，就和我永别了……”

《毛岸英》片尾曲词曰：湘水之岸，英
木苍苍；身在异域，魂归故乡。凤凰涅槃，
人天共仰；为国舍命，日月同光。

今天，朝鲜战争已经过去 71 年，新中
国已成立 72年，和平盛世来之不易，幸福
生活当饮水思源。谨以此文献给英勇的革
命前辈，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当枫树张开手掌一般的叶子，在空中热
烈地击掌，把小手拍得通红，再高举起手来
时，就红成了一团团你推我搡的火苗，映亮了
我们的眼睛。当银杏在风中兀自扇动那一柄
柄长把儿的扇子，哗啦哗啦时，于是云被扇远
了，风被扇凉了，秋天就到来了。还有那枯黄
的芦苇、凋残的荷叶、盛放的菊花、瘦寒的松
针……秋的绝美姿态已然呈现。

人在秋天，细数着风景的变化，也渐渐地
感知一片秋叶的凋零和一场秋雨的绵密，更
加懂得敬畏生命。一层秋雨一层凉，雨水喝
得土地饱。秋雨绵绵有情，在平静中显淡定，
安然又低调。这世间有人等烟雨，有人怪雨
急，有人等伞来，有人等雨停。在人生的秋雨
里，没有人有义务为我们背负更多，唯有自己
在岁月蹉跎中再加把力，鹏北海，凤朝阳，活
出自己想要的模样。

如果春天是首歌，那秋天就是首诗。歌
曲有音律节奏，有声响触动，有高潮起伏，而
诗唯有纸短情长……秋风，原本萧瑟，但风动
叶落，仰望间或一低头，满城尽带黄金甲般烂
漫，来不及回望。秋雨，原本微凉，每一寸山
河都是所到之处，润物有声。山川清空尘埃
落定，虽不及欣欣向荣，可丰收在望的喜悦铺
在田间，挂满树梢，舒展在人们的脸上。一场
秋雨一场寒，点滴间四时，山一程水一程，柳
暗花明待春归。落叶不是无情物，化作相思
系枝头！

很喜欢秋天的雨，凉意中带着一些清新，
给寂静的秋增添一种活力，让成熟的季节再添一丝激情！秋天的雨，是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清新；秋天的雨，是“凭轩望秋雨，凉入暑
衣清”的惬意；秋天的雨，有“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的俏
皮；秋天的雨，有“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迷人……

秋雨绵绵，思绪绵绵，淡定从容是也。轻盈的雨滴从云间滑落，绵
绵密密的，织成一张大网，落在屋顶上、树木上、土地上、池塘里，却几乎
没有声响。这样的雨，淅淅沥沥，往往能持续很长时间，少则一两天，多
则十余天。看着无休无止的雨落下，我的心里有时不免起了愁绪：秋雨
何时休呀？

这就是秋天的雨，看似不起眼，甚至还有点惹人厌烦，但就是它，默
默地下着，用耐心和坚韧，一点一点把土地渗得通透。夏天的阵雨，未
必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秋雨何尝没有那种默默无闻却又坚韧、坚持
的品质？它一点一滴地累积，一点一滴地渗透，不声不响，而所抵达的
土层的深度却是其它季节的雨都比不上的。秋天的雨不仅绵密地落在
我的记忆深处，更落进了我的心灵深处，让我知道，人也可以像它一样

“缠绵”却充满坚持的力量。

白云湖
投稿信箱:59253927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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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舍命 日月同光
——观电视剧《毛岸英》有感

家乡的老“神树”
我的老家——随县澴潭镇许庙村鲁詹

塆，是一个飘着墨香、历朝历代出过文人秀
才的古村宅。尽管古建筑不复存在，但姑嫂
树仍是它古老的象征和代表。说到家乡一
直称作“神树”的姑嫂树，对离家近四十年
的我来说，不由得浮想连篇，往事历历在
目。

老“神树”离我家门口只有一篮球场距
离，大门与之斜对着，打开大门，老“神树”
即可进入眼帘，儿时朝朝相见。

一棵普通的树，有何来头，冠以“神”字
相称，有什么讲究呢？

原来，这树是两棵不同的树种。合植于
一起并成拥抱状，同生共长，盘根错节，水
乳交融，今已是三四人合围的大树，看上去
似姑嫂拥抱。这应算是冠以“神”称谓的原
因之一吧。为何又加一“老”字呢? 说到

“老”字，不能不说到属地鲁詹塆。鲁詹塆为
齐鲁詹建于宋初，后于清乾隆初年，邹姓人

连房带田一并买下，从此成为邹姓人固
有。鲁詹塆史上百里闻名，秀才楼、靴帽
田、大刀堰、姑嫂树最为传奇。原《随县
志》对此有记载。现园林专家鉴定老“神
树”为千年古树，它大概与塆子同岁吧。
宋朝至今已逾千载，这树植于宋朝，至今
真叫老了，两树相拥生长是为奇了，叫它
老“神树”则名副其实。

老“神树”位于塆子堰塘南头的排水
处，树前上方有一条既是引水，又是排水
的大沟，每逢涨水时，沟渠流水直泻临渠
树根，造成土失根露。尽管村人多次培土
护根，无奈大水无情。老“神树”，它不仅
仅具有观赏价值，还具有护堤的作用。它
如同忠诚卫士，屹立在堰塘的排水处，接
受大自然的考验；它那根须就像巨人之
手，紧紧抓住可以抓住的泥土，不让堰堤
受损；它那浓密的叶子，好似片片泥瓦，
为村人遮阳送凉，老“神树”已成为村人
的忠诚伙伴和卫士。千余年来，任凭多大
洪水翻滚涌过，洗刷它的一侧根须，堰堤
仍安然无恙；常年溪流不止，也未撼动它
那护堤的决心与意志，真正成为村人的
守护神。

说它神，倒也有些神秘之处。老“神
树”不似其它树木，朝天疯长。黄楝树和
枫杨树结合在一起，似乎相互弥补。黄楝
树向上发展强劲，枫杨树则横向发展铺
散，形成极佳的层次感，似一把张开的大
伞，树叶浓密翠绿，任凭夏日的骄阳四

射，也未能刺透它而进入地面。老“神树”
下是块较为平坦宽阔的地面，地面似夯打
过一样，光溜平实，没了浮土尘灰，成了村
人夏日消暑极佳地。午饭后，村人也没有
午休的习惯，屋里温度高，男男女女、大人
小孩走出家门，围座在树荫下纳凉。讲究
的带个凳子，随便地席地而坐，起身后两
手拍拍臀部，算是干净了。在树下，男的或
下棋，或打牌，只管输赢，不来钱物，玩个
痛快；女的纳鞋绣花；小孩折枝为具，画上
图, 或走对角, 或打白郎（一种以石子、
木棒为子的游戏方式），有时实在没地方
了，就脱了衣服，在老“神树”根下捉鱼摸
虾，照样玩得不亦乐乎。还有喜好讲故事
的，大妈们纳着鞋底，听得入迷，一不留
神，针没扎住鞋底，却扎在了手上，只听大
妈“哎哟”一声，人们不约而同投去目光，
有嘴长的人搭上了腔:“那肯定是关羽的
刀误伤的。”引得大家笑个前仰后合。时间
到了，该上工了，队长一声吆喝，大家立马
起身，人虽起身，大家还沉浸在某盘对弈
输赢的热议中，津津乐道着。

日复一日，村人就这么过着，也那么
快乐着。这里成了村人夏天纳凉的天然广
场。至此，不能不说到老“神树”的“神”奇
之处了。一般来说，树枝密，鸟巢多，但老

“神树”恰恰相反，硕大的树荫下无任何鸟
儿筑巢，只是伸向农田树干上有一喜鹊
窝。这似乎是老神树有意安排:驱走鸟儿，
让村人舒心享受这里的美好环境, 且自

己也不孤单。这，不能不叫神奇，“神树”，
当之无愧了！

大概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老“神树”
离地一米多高处，长出了个酷似马头般的
大包，“马头”后一个凹，正好供人骑着。村
人不懂这是古树生病所致，小孩子觉得好
奇，当作娱乐对象，每天争着去骑，以骑着

“马头”为荣而你争我抢，有时为抢“马”
骑，小孩间还大打出手，弄得大人们常出
来调解。村里孩子多，都在为如何率先骑
着“马头”动心思，吵着大人要提前吃饭
的，赖在“马头”上不下来的，找来大孩作
庇护的等等，围绕“马头”发生了很多故
事。自从这“马头”形成后，每天前来攀爬
的人真叫络绎不绝。一大早就见有孩子骑
在“马头”上，整天就这么轮番着你争我
抢，直至掌灯，马头上才没了人影。塆里大
人找小孩，也不大呼小叫，径直来到“神
树”下即可找到孩子。如此久日久之，古树

“马头”及“马头”下的树皮磨得溜光溜光
的，似人工打磨样光滑、发亮。

自打老神树出现“马头”后, 黄楝树
慢慢从中镂空、枫杨树开始炸裂，营养不
济，出现凋状，枝枯叶萎。如今，老“神树”
已进入风烛残年，但仍顽强地生存着。党
的十八大以后，常居塆子的原村支书邹奎
大自费对老神树进行了培土，老“神树”枝
干再度露叶，显示几分活力，虽没了往日
的风采，古树发新芽，着实让人们脸上又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们的祖国美如画，
望江南，
山明水秀甲天下，
翠柳含烟胜水墨。
河湖港汊乌篷摇，
十里荷塘十里花。
炊烟起处，
小桥流水有人家。

我们的祖国美如画，
看塞北，
白山黑水瑞雪洒，
千里冰峰挺松桦。
天池泄玉倒银河，
极光流彩妆盛夏。
鹿鸣春时，
三江大地起青纱。

我们的祖国美如画，
走西口，
铁龙穿越天山下，
丝绸新路贯欧亚。

春风吹过玉门关，
片片绿洲吐新芽。
幸逢盛世，
敦煌飞天传文化。

我们的祖国美如画，
赶东海，
东海日出放光华，
碧波万顷卷浪花。
千帆如织渔歌起，
巨轮穿梭亚非拉。
夕阳西沉，
渔火点点映晚霞。

我们的祖国美如画，
走四方，
天南海北有我家，
我家就是大中华。
山河锦绣人勤奋，
小康路上跨骏马。
筑梦成真，
各族人民乐哈哈。

我们的祖国
美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