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从小和父亲母亲形影相依，
他们的言行，他们的眼泪，他们的欢
笑……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所
以我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在我的
头脑中，最初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是
我的父亲母亲。”

1928 年 2月 8日，母亲吴英出生
在安徽省天长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
里。六七岁，父母便相继去世。童年
的她，饱经风
霜。九岁时，便
送给人家做童
养媳，小小的年
纪，却每天没日
没夜地干农活、
干家务，还不时
地受到婆家的打骂，备受艰辛和屈
辱。她痛恨这个黑暗的旧社会，渴望
翻身解放。1945年初，家乡来了新四
军。她抱着奴隶也要翻身的强烈愿
望，毅然走出家庭，参加新四军，被安
排在新四军第二师医院当护士。

在革命的队伍里，母亲受到党的
教育、革命大家庭的影响，思想觉悟不
断提高，由一个农村姑娘，迅速成长为
一位革命战士。在那艰苦斗争的岁月
里，她不是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奋
力抢救伤员，就是在医院里、病床旁，
精心护理伤员。一个血色的黄昏，一
场和日军的战斗正在进行。在硝烟弥
漫的战场上，母亲和她的战友们冒死抢
救伤员。开始三四个人抬一个伤员，后
来伤员多了，人手不足，担架不够，她们
能背就背，能扶就扶，宁可牺牲自己，也
不丢下一个伤员。这次战斗，母亲用她
那瘦弱的身体一口气背下了七八个伤
员，衣服上浸透了血渍和汗水。因为母
亲表现突出，她荣立二等功并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3月，新四军第二师医院，
转来一位双下肢截断，双手六个指头
被截断关节的特等残废军人。他就是
我的父亲程音。父亲1938年底投身
新四军，第二年入党，后转战大江南
北，参加大小战斗（役）百余次，多次立

功受奖。1943年12月，日军纠集大量
兵力，朝安徽凤阳白露桥方向扫荡，父
亲奉命率领所在排的35名战士，担负
阻击敌人、保卫师部的重要任务。在
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身为排长的父亲
机智、沉着的指挥，激战七昼夜，连续
击退了敌人25次的进攻，终于守住了
阵地，配合我军主力反守为攻，粉碎
了敌人的围剿。然而就在这次战斗临

结束时，父亲被敌人的炮弹炸伤，由于
伤势严重，又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医
务人员不得不为他做了截肢手术。从
此，年仅24岁的父亲成了特等残废军
人。父亲转入第二师医院，医院党组
织安排母亲对父亲进行特殊护理，母
亲愉快地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她根
据医生的吩咐，精心为父亲换药、敷
药，想着法子调治父亲亏伤太重的身
体。父亲的衣裤每天都沾有许多脓血
和药水，可母亲不怕脏，不怕臭，总是
一次又一次为父亲换洗衣服。

母亲不仅在护理上体贴父亲，在
学习上也热情鼓励和帮助父亲。她
买回笔墨纸张，领取部队发给的《战
士识字课本》，从好友那里借来书
籍，让父亲读书学文化……在母亲
的尽心照料下，父亲身心健康愉快，
他没有因失去两条腿和两手六个指
头而悲观失望，也没有因失去行动
自由而丧失信心，而是身残志愈
坚。在养伤期间，父亲以残废的身
体，为部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
为战友们弹夹（匣）中装填子弹、缝
补旧军服等等。

一年悄然无声地过去了。一年
中，母亲与父亲同甘共苦，经受了种
种困难的考验。共同的理想、共同的
情趣，使得他们的感情一天天加深起

来。终于，母亲作出一个惊人的决
定，她要与父亲结为终身伴侣！与一
个缺腿缺手的人结成伴侣，这意味着
一生，将要承受多少的艰苦！但是母
亲的决定是坚定的。因为父亲的事
迹，精神品格，深深地感动了她！她
觉得这位英俊的年轻人，为中华民族
的解放，在战场上与侵略者英勇拼
杀，流血负伤，是革命英雄、民族精

英；这样的人，应该获得爱情，与他生
活在一起，无论承受多少艰苦，值
得！于是两人商定，并经组织批准，
在 1947 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结
婚。从此，这对革命伴侣，相亲相爱，
共同度过三十四个春秋。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的规定：革命特等残废军人应安排
在城市工作或荣军院休养。父亲完全
符合休养条件，但父母一致认为，不能
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要投身新中国
建设中去。于是，他们果断地向组织
上提出退休回原籍。1950年 3月 21
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
员陈毅等首长批准，父母携带姐姐与
哥哥回到我的家乡——枞阳县白柳镇
龙井村。

父亲回乡后，先后担任社长、乡长
等职，他凭着对党和国家的无比热爱，
凭着一腔热血，在朝晖里，夕阳下，撑着
拐棍，架着笨重的假腿，走村串户，访贫
问苦，及时解决群众遇到的困难，以特
等残废之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
了不平常的业绩。他以身作则，参加生
产劳动，缺少手指头，他将镰刀绑在手
臂上跪在田里割麦，没有腿，他坐在板
凳上与社员一道车水……父亲被人们
称为“无腿英雄”、“中国的奥斯特洛夫
斯基”，其感人事迹无数次被全国的大

小媒体报道。他先后53次被县、地区、
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劳动模范、革命
残废军人模范、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
子、先进代表等荣誉称号，并被授予金
质奖章2枚、银质奖章7枚、铜质奖章
2枚，1956 年、1959 年先后两次到北
京参加全国群英会，受到了毛泽东、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

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亲切接
见，并同他们合
影。父亲成为
当地家喻户晓
的名人、英雄！

然而，父亲
的辉煌，也有母亲的一半。在几十年
的日子里，母亲先后担任妇救会长、
乡妇联主任等职，不仅自己要投身新
农村建设，与广大妇女一道参加生产
劳动，而且还要关照父亲，操持家务。
她不仅抚养着六个儿女，还赡养着祖
父、祖母，一个人承担着几个人的劳
动，然而她毫无怨言，每当父亲身上挂
上一枚枚勋章，捧回一张张奖状和一
件件奖品时，母亲流下欣慰和幸福的
泪水。

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这对革命
伴侣，是患难夫妻，恩爱夫妻。他们在
革命战争中建立的爱情，朴质而坚定，
经得起任何风雨的考验。1980年4月
7日，61岁的父亲因伤口复发，医治无
效，与世长辞。1983年12月20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父亲为革命
烈士。

父亲逝世后，母亲
将父亲的假腿、拐棍、
轮椅、革命烈士证书视
为 珍 宝 ，永 久 地 珍 藏
着。母亲以这种特有
的方式告诉着我们：新
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
不易！

□程炳武

革命战友 终身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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凫茈，这是古称，学名荸荠，别名
有菩荠、马蹄、水栗、乌芋等，我老家无
为俗称果子。我小时候进了一趟城，
回来就把果子称作菩荠，引起一个小
伙伴的不满，两人杠起来，都红了脸，
很长时间不说话。

《后汉书·刘玄传》记载：王莽末，
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
之。清代赵翼《晓东小岩香远邀我神
仙馆午饭》诗：君不见，古来饥荒载篇
牍，水撷凫茈野采蔌。

荸荠在江南水乡，与茭白、莲藕、
水芹、芡实、茨菰、莼菜、菱角并称“水
八仙”或“水八鲜”，通常以地下膨大球
茎供食用，可以生食、熟食或做菜，尤
其适合制作罐头，成为“清水马蹄”，并
可提取淀粉，与藕及菱粉称为淀粉三
魁。荸荠经深加工，可以做粉丝、饴
糖、蜜饯、糕点、酿酒等，皮可提取色
素、防腐剂。妻子在怀儿子时，喜欢生
吃荸荠，我也喜欢生吃荸荠，尤其酒
后，生吃几个荸荠，顿觉生津止渴。家
里来客，妻子做的荸荠炒猪肝，颇受欢
迎，而我不喜欢，觉得荸荠炒菜和山药
一样，黏糊糊的。肉圆、肉馅里如果放
入一些荸荠碎屑，我倒是觉得鲜嫩解
腻口感好。

怎样挑选荸荠呢？喜欢熟食荸
荠，就挑选顶芽尖、脐平的荸荠，这种
荸荠淀粉含量高、肉质粗，适合烀熟吃
或提取淀粉用；喜欢生吃荸荠，就挑选
顶芽钝、脐凹的荸荠，这种荸荠水分
多，淀粉少，肉质甜而细嫩，适合如吃
水果般生吃，亦可切片做凉拌菜。荸
荠带泥土晾干，洗净生吃，虽然水分少
了，却更甜，有韧劲，类似干枣。我小
时候，有一种“土豪”吃法，将生鲜荸荠
洗净去皮切片，拌上白砂糖，腌出汁再
吃，感觉不是一般的好。

中医认为，荸荠是寒性食物，具有
益气安中、清热止渴、开胃消食、利咽
明目、化湿祛痰的功效。清代温病学
家吴鞠通，治疗伤津口渴的名方五汁
饮，就是用荸荠、梨、藕、芦根、麦冬榨
汁配合而成的。生吃鲜荸荠也有利于
流脑、麻疹、百日咳急性咽喉炎的防
治。需要注意的是，生吃荸荠要洗净
去皮，因为生荸荠是存在寄生虫的可
能，最好熟食，适量吃熟荸荠不但能补

充营养物质，还能润肠通便。
我老家无为市西河流域，多圩田，

水质、土壤、气候适宜种植荸荠，所产
荸荠个大、饱满、红润，口感脆甜，品质
佳，名气大。荸荠平均亩产约 5500
斤，每亩纯收入近4000元，比种植普
通粮油作物增收2000元左右。

如果植物也有血液的话，我认为
荸荠当属冷血植物，不仅仅因其为寒
性食物，还因为采收时间为冬季到来
年的初春，天气寒冷。

现在虽然可以有水泵高压水枪将
荸荠从泥土里冲出，减少劳动量，提
高采收效率，但是水枪冲出来的荸
荠，受到高压水流的冲击，易受“内
伤”，不易保存，口感也不好。人工采
收荸荠，有挖和扒之分。挖是用锹、
锄挖掘，再用手将果子从泥土里捏
出，这需要将果子田里的水排干，田
里的泥土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否则
都不好挖掘。挖比扒要省力、舒服一
些，但是挖出来的荸荠，受伤率高。
我老家荸荠种植户们，多数还是用人
工纯手扒的方式采收荸荠，称为扒果
子。扒果子，田里要有水，泥土被水
泡软，容易扒。在冰冷的水田里弯腰
撅屁股扒果子，不说付诸行动了，想
想我都不寒而栗、两股战战。我表
哥，60多岁了，不但扒自家的果子，也
抽空给别人帮工扒果子。表哥不无
骄傲地对我说：“一天200块，中午一
顿饭，还有一包烟。”

荸荠采收回来，图多卖几个钱，就要
将荸荠去皮，老家叫削果子芯，这是手头
活，小孩子要参与，一个小时削不到七八
斤果子芯，往往就会得到大人或兄弟姐
妹们的呵斥、嘲笑：“真笨，没用。”

坐下来削果子芯，一削就是几
个小时，手冷屁股疼。我外甥女对
我诉过苦：“阿
舅哎，我小时
候年年手长冻
疮，都是削果
子芯搞的。”我
姐姐笑骂：“死
丫头，那时候
条件差，你不
削果子，哪有
钱念书？”

□钟小华

凫 茈

穿过一道弯曲的小径，逢见一株
硕大的粉红色紫薇，探出农家院墙，兀
自娇艳地怒放着。转弯过来，就到了
周大姐家。

一栋很有年头的两层毛坯小楼立
在那儿，外墙没有粉刷，还是交替叠加
的红青色砖块，好像在诉说着这个家
庭的酸辛与不易。门口有两位师傅正
在安装自来水管道，一问才知，周大姐
去了不远处的菜地。

这里是凤凰村佘潭村民组。浅秋
时节，阳光滤去了持久的燥热，送给大
地一片慷慨的清凉与舒爽。行走在窄
窄的田埂上，泥土芬芳，满眼葱茏。稻
田里禾苗拔穗，稻花幽香。几分钟光
景，我们来到一处水塘边。村委会人
员告诉我，边坡下种菜的那位就是我
联系结对帮扶的周大姐。她正弯腰忙
着播撒茼蒿种子，见我们来了，放下手
中的活，与我们简单地聊了起来。

大姐今年60岁，一年前爱人生病
去世了。刚一开口，她的眼眶立马湿
润起来，泪水旋即落下。她抬起握着
农具的右手，拭去流在脸颊上的泪
滴。我们不忍提及，安抚好她的情绪，
好让她尽快走出悲伤。定了定神后，

她又把思绪拉回
到曾经的岁月
中。

十年前，她
随同乡前往温州

打工，在一家包装企业从事分拣工作，
每个月只有微薄的薪酬。这些年，她
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还患有严重的
类风湿，不能下冷水。爱人因病无法
劳动，女儿照看父亲，全家的担子就落
在了她柔弱的肩上。打工，挣钱，治
病，为了儿子的终身大事，为了撑起这
个艰难的家庭。随着病情加重，爱人撒
手人寰，她精神上的痛苦愈发深重起
来。受疫情影响，这家企业的效益明显
下滑。加上年岁已大，今年“五一”前
夕，她无奈回到家乡，挣钱的愿望像断
线的风筝，一时没有着落。

儿子学的是建筑专业，大学毕业
已有几年，一直在苏州工作。一晃三
十多岁了，至今未谈女友，这是周大姐
最放心不下的事情。她忍不住长叹一
声，回头望了一眼待种的菜地，喃喃地
说，闲时种点菜来贴补家用。今天装
上了自来水，我都舍不得用啊，担心每
个月的水费。液化气也眼巴巴地用不
起，平时就在山丘上捡拾柴草生火做
饭。儿子谈朋友要花钱，后面还有许
多花钱的地方，好在有村里帮忙，不然
我都不知道该咋办啊？

一脸愁容袭上大姐的面颊，仿佛
有千斤重担压在她的身上。这是一位
母亲无法释怀的心结，那份焦灼与迫
急，惹白了发丝，沧桑了容颜。我们开
导着大姐，一切往前看，困难是暂时
的。儿子工作稳定，收入尚可，相信孩

子的未来。村委会人员介绍，村里合
作社的种养殖业方兴未艾，一年四季
瓜果飘香，主打的网纹瓜、翠冠梨成
了网上俏销的水果，村民增收了，家
门口打工更加便捷了。而周大姐也
是受惠者，村里给了她及时的关怀和
帮助。这时，她原本僵硬的脸上渐渐
舒展开来，掠过一丝浅浅的笑意，与
秋阳一起，在初秋的田野里泛着耀眼
的光芒。

临走时，我与周大姐互留了号
码。作为乡村振兴结对帮扶的联系
人，希望能助上一臂之力，力所能及地
做些什么。后来，在与周大姐的交往
中得知，她拿出多年打工的积蓄和平
时省吃俭用攒下的钱，那是她穷尽一
生的全部家当。合上儿子工作几年的
存款，凑足了首付款，终于在市区某楼
盘按揭买下了一套商品房。这让周大
姐一颗焦躁不安的心安稳了许多。毕
竟，儿子在城里筑起了窝巢，只等引得
凤凰来，再慢慢还上房贷。这套房子
承载了一个巨大的希望，那是周大姐
心中最殷切的期盼和念想。

两个月后，我给周大姐打去电话，
询问一下最新情况。她欣喜地告诉
我，在亲戚朋友和村里的关心下，儿子
的婚事也有了眉目。我听得出来，她
的语气里有了难得的快慰与喜悦。这
应该是周大姐最开心的事情了。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我又
想起寻访周大姐时，小路两旁绿油油
的扬穗的稻田，仿佛置身于静美的乡
村油画里，现在早已颗粒归仓，换了
模样，就像大姐的心事，如释重负，柳
暗花明。

□郑 冬

大姐的心事

来马鞍山工作不久，早早吃过晚饭，
天色还早，听说离我居住不远处，有个叫
雨山湖的地方，环境不错，值得一去。

雨山湖公园位于马鞍山市中心地
带。周围有9座山峰远近错落，环湖而
立，素有"九峰环一湖"之美称。其因湖
而开辟的公园，分置北园、南园、西园、动
物园和湖心岛5个游览景区。北园建设
已具规模，而我正好居住在北园附近。

出门向左，步行约600至700米便
进入雨山湖北园。入北大门，正中为主
干道，道两旁以高大而茂密法国梧桐树
为主；靠左则，小径曲曲折折，穿插在各
种景树、花层、竹林、假山、亭榭之间，引
着你探密与窥视；靠右则便是雨山湖
了，岸柳堤花相伴，沿湖曲折而延伸之
远方。沿湖岸，绮楼朱阁，曲桥卧波，垂
柳石径，假山嵯峨；莲池、竹林、长廊木
榭等错落其间，疏密有致。园内林木高
大而茂盛，林荫大道、小径纵横其间，曲
折而通幽；偶有空档处，草坪碧绿如茵，
鸟的悦耳啾鸣，飘荡在林间花层中，相
映成趣。此园内的“芬芳苑”是一片花
的世界，苑内花团锦簇，争芳斗艳，清香
扑鼻，美不胜收。濒水而建的“三影
楼”，是游人品茗休憩之处。园林小品
建筑或点缀于绿水碧波之滨，或错落于
奇花异草之中，亦显风姿别具，处处呈
现幽、雅、静的特色。而雨山湖水域面
积1987亩，湖面颇为壮观，碧水蓝天，
要是映着夕阳，更是美不胜收。登楼远
眺，但见碧波荡漾，青山、绿树倒映湖
中，真可谓湖光山色，浑然一体，犹如置
身仙境。傍晚时分，小游船已泊于码头
停息，远处的湖面处，有着十来艘正在
训练的划艇快速地从大理石般的湖面
滑过，水面上便留下一道道舒缓的波
纹，向远处扩散开来，勾勒出一幅动感
的画面来。

环湖皆路，环湖皆树，沿绕湖林荫，
曲折上下，徘徊其间，迈着大步，深吸这
负离子极高的清新空气，愉悦而神清气
爽。因去的较早，路上的人并不多，晚
归的鸟儿在林间啾鸣，微微的风从林
间，花丛中挤过，抚摸着你的脸，惬意便

流淌进全身，走走停停，东瞧瞧，西望
望，随心所欲，很是安逸，可谓快意人
生。在不知不觉中，便来到了雨山湖的
南大门，只见大门外的广场正中央树立
着“雨山湖”三个大字，长21.6米，高11
米，字体飞扬、笔力遒劲。该雕塑选用
马钢钢板作为材质，“雨山湖”三个标志
性大字则采用毛泽东手书体，充分挖掘
了毛泽东两次来马钢视察这一历史闪
光点作为艺术元素，巧妙地“书写”了马
鞍山市的历史，具有显著的文化标志功
能。以红、黄、蓝三原色来表现的“雨山
湖”三个字，既可作为广场的主体观赏
对象，又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大门，其下
是边长为21米的正方形灯光广场与之
相融，通透别致的文字雕塑园门体现了
马鞍山市“开发、开放、包容”的城市理
念，使雨山湖公园南大门更富有现代气
息。而南大门右边便是金鹰大厦了，共
46层，这怕是马鞍山地标建筑物之一
了，集休闲、美食、购物、住居于一体的
综合场所，是马鞍山人闲暇时主要出入
的场所吧。

此时，金鹰大厦外墙的影像亮了起
来，变换着不同颜色的图案，显得璀璨一
片。特别是屏幕上打出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马鞍山时，对马鞍山提出打造安徽
的“杭嘉湖”、长三角的“白菜心”新的
发展定位字幕来，更是鼓舞人心，为马
鞍山擘画了新航向、赋予了新使命。
折返时，公园里的景光灯次第亮了起
来，变化着红、蓝、绿、黄不同的色彩，
与湖水相映，把整个公园点缀得五彩
斑斓，梦幻般迷人；路上的行人已是
络绎不绝，有像我一样的独行者，也
有三五成群者，大家迈着或快或慢
的步伐，身处这天水一色地方，伴着
这夜色、灯光、
堤岸，漫步在波
光粼粼湖水旁，
吹着带有水汽的
夜色的柔柔的
风，享受这大美
的光景和如今这
美好生活。

□谢治平

雨山湖记
在摄影这一行当里，饱和度是指照

片色彩的鲜艳程度，是一个专业术语
呢。随着手机摄影的日益普遍，现在大
众对此语也不陌生了。如今用手机摄
影的人很多，不仅旅游时拍风光纪念
照，平时也用来纪录自己的日常生活，
发个朋友圈或快手抖音什么的。如果拍
的照片嫌色彩灰暗了，就用手机软件调
高一下饱和度，让照片变得鲜艳一点。
但也要注意不可调得太过，否则色彩过
度会显得不自然。也有人调照片的色
彩，喜欢低饱和度的调子，色彩不鲜艳，
景物反差不大，比如一些仿古或民国风
的照片。我欣赏这样低饱和度的照片，
因为比较耐看，喜欢其不扎眼的影调。

当然，这只是个人喜好，不足为
训。总体上看，喜欢色彩鲜艳的人，还
是比较多的吧。

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人不喜欢平
淡，凡事要求有出众表现，喜欢高饱和
度人生。表现欲强烈一点的人，如同跳
广场舞的大妈们，不仅着装色彩搭配艳
丽，而且姿态比较强劲和夸张。在人类
的心理层面讲，人有表现欲也是正常的
事，有一点值得夸耀的事体，必得通过
各种途径表现一下，引人注目。然而，
问题是不能太过了，如果不能耐受平
淡，时刻都想突出一下，平淡的事体也
想不平淡，就使劲拉高饱和度，让它变
得不平淡，当然就不真实了。

有的人则反之，生活中不太想吸引别
人的关注，默默过着自己平凡的生活，便
是有小确幸和闪光点，除特别知己的好友
外，是不大愿意知晓于人的。这样的人
关注度就比较低，虽然也在努力地生活
与做事，但少为不相关人所知。就像穿
着粗灰布衫的人，在街市的人流中行走，
是一点也不“跳”的。这种人就像是低饱
和度的照片，初看是一点儿也不醒目，但
细看却让人目光流连。这类人生活比较
平和，不浮躁，不怎么刺激人。

其实是喜欢热烈和浓艳，还是喜欢
平淡与安详，是个人生活的自由，没有好
与坏之分。就像我们看画，油画和水墨，
各有其美，都有欣赏的人。只是当生活
的色彩不浓艳，而强求其放出惊异的光
彩，不惜拉高饱和度，让生活状态不自然
起来，反而变得不好了。

说道理总是惹人厌烦的，还是就
照片说照片吧。你得到一幅自己拍的
山水风景照片，嫌光影拍得比较暗淡，
就将饱和度拼命拉高，你看还是一幅
照片么？大块的色斑堆积而已，会弄
得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再想把它变成
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就不怎么容易
了。你可以喜欢鲜艳，只是记住不要
太过，足下以为如何呢？

□吕达余

我喜欢低饱和度

山水之间山水之间 李昊天李昊天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