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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黄河第一湾一一乾坤湾    李永录摄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母亲河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走过

九曲十八弯，来到我的家乡山西芮城，

仿佛是辛苦劳累了一辈子的母亲，平缓

向东，一去不回。

我的外婆，一个住在黄河垣上 91 年

的母亲，也累了，随着母亲河，一去不回了。

（一）

外婆是 2000 年 4 月 20 日去世的，

如今整整 20 年了。那年，晋南的春天特

别美，我从太原回到芮城老家为外婆送

葬。眼前是绿油油一望无际的小麦田，

沟坡下是一块块金黄色的油菜花，垣上

是一片片鲜花盛开的苹果园。清晨，没

有城市那种喧嚣的嘈杂声，唯有小麻雀

唧唧喳喳的声音，还有远方布谷鸟“姑姑、

姑”的鸣声。很多年过去了，我常常想，

外婆在那样一个春花烂漫、鸟语花香的

季节离开人世，莫非担心我们千里迢迢

回故乡送别她而过分悲伤吗！

那天晚上，我就回到了城垣村。外

婆的遗体已经从县城回到城垣村家里。

她穿着整洁明亮的黑色寿衣，平静地躺

在那儿，像睡着一样安详，脸上没有一

丝痛苦的表情。姨姨告诉我说，头天晚

上她和姨父看着外婆不太好，便赶紧联

系车，连夜送外婆回城垣村。次日凌晨 5

点26分，外婆去世了。站在外婆的遗体前，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外婆的丧事主要由姨父、姨姨张罗

料理。村子里陆陆续续来了不少帮忙的

人。在理事人董友喜的安排下，他们有

的人出门去报丧，有的人搭帐篷设灵堂，

有的人到坟地去打墓，有的人盘灶台请

厨师，还有的人联系乐人班子。所有的

丧事忙而不乱，井然有序。外婆长期冷

静的小院子顿时热闹起来。

外婆的出殡下葬日是 4 月 23 日。乡

亲们给外婆大门上贴的对联是：“清贞

无渝寡居六十载历尽艰辛志不屈诚属难

能可贵，贤慈有名乐享九十高龄乡里群

众皆敬重此乃天相吉人”，横批“流芳

百世”，这是对外婆一生的概括和悼念。

亲朋好友从四面八方前来送葬。不知道

那天究竟来了多少客人，但我知道外婆

有两支重要亲戚。一支是外婆娘家的亲

戚，有奉公村的两位老舅，他们的后人

是须子、谋子、兵道、芮生、泽生、战国、

占立。有东吕村的老姨，她的后人是豹子。

有核桃沟村的老姨，她的后人是发子。

还有桃花涧村的老姨，她的后人是益民、

冰子。另一支亲戚是太姥爷的九个女儿，

除了三个女儿未婚早逝以外，其它老姑

分别嫁到柳湾村、坑北村、埗家沟村、

曹庄村、老庄村。这辈人都已经去世，

前来送葬的都是晚辈人。从上午九点左

右到中午十二点，一拨又一拨前来吊唁

送葬的亲朋好友，都要到外婆的灵堂前

烧香、下跪、磕头、供奉祭品。由于舅

舅早逝，我们兄弟和几个表弟代替舅舅，

陪着客人不停地下跪磕头。但是在那天，

无论磕多少头，似乎都报答不完外婆一

生对我们的辛劳付出。外婆整个小院子

不停地播放着哀乐声，伴随着一阵阵的

唢呐声、哭泣声，弥漫着一片悲哀的气氛。

城垣村党支部、村委会破例为外婆

开了追悼会。外婆的棺柩走到村西头的

巷子口，追悼会就在这里举行。村子里

男女老少、密密麻麻聚集着一大片人。

村干部讲话说，外婆早年失去配偶，但

她忠贞守操、意志刚强、含辛茹苦、抚

养儿女，并支持唯一儿子张瑛到部队，

参加了解放大西南战争。解放初期，她

思想进步，拥护共产党，积极参加农会

组织并发动群众收缴公粮。农业合作化

时期，她带头参加农业合作社，维护集

体利益，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村干部

还说，外婆为人厚道、助人为乐、德高

望众，深受村民爱戴。我的八舅张忠代

表外婆家族人讲话，他说外婆是很受他

们张家人尊敬的长辈，是他们后辈人学

习的榜样。他还表扬姨父刘英杰像亲儿

子一样无微不至地孝敬外婆，为外婆养

老送终。姨父在这种场合也讲了话，他

感谢外婆一生为我们这一大家子人的辛

苦付出，感谢城垣村乡亲们对外婆的关

心和帮助。

追悼会完后，跟随着长长的送葬队

伍，我们把外婆安葬在村西南“南圪堆”

的墓地，那里有几棵四季常青的柏树。

（二）

外婆名字叫董秀芝，生于 1909 年 4

月 26 日，终年 91 岁。她是旧社会的农

村妇女，个头不高，面目清秀，性格温

婉从容。外婆的头发总是一丝不乱、整

整齐齐地盘在头后面。外婆是老社会的

裹脚妇女，但不像有些妇女的脚那样碎

小，甚至把脚缠成“三寸金莲”。外婆

常年穿着灰色的对襟上衣，黑色的粗布

裤子。即便天气热了，也不换上薄点的

裤子。

外婆先前的老院子在村中间朝南的

沟边。过了大杨树往东南走，下个小坡

是一条窄窄的小路，路边是万丈深沟。

大约向西走 50 余米路，就到了外婆的院

子，那个地方叫“底下坑窝”，只住着

五六户人家。外婆的院里有两孔土窑洞，

外婆住的那孔土窑洞又窄又短，盘了个

土炕，连着灶台，放张大桌子，还有一

张案板。窑洞的顶部不知道什么年代坍

塌下一块土，留下个大窟窿。没有住过

窑洞的人看着也害怕。另一孔土窑洞更

小，当做库房，放些烂柴火等东西。

后来，外婆搬到村西南边住，那条

巷子里人多。外婆的院子上下两层，上

层大下层小，下个小坡坡，到了下层院

子里，才能到人住的窑洞里。院子里还

有一口旱井，供家里人吃水用。这里院

子也是两孔土窑洞，但比“底下坑窝”

的窑洞好得多。窑洞的对面，借着崖势

还打了个小窑洞，里面只能盘个灶台，

天气热了的时候就在小窑洞里烧火做饭。

小窑洞的旁边崖角角，还种了棵梨树。

上层的院子里长了棵大大的桐树。外婆

住的窑洞里前后两个土炕，还有一张桌

子、一个灶台、一张案板、一口水缸、

几个瓦罐，这就是外婆的全部家当。外

婆的桌子上一直供着一尊陶瓷制作的白

色毛主席像。无论什么时候，外婆都把

毛主席像擦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桌

面上的墙上还挂着一幅相框，里面有太

姥爷、外婆、舅舅、母亲和姨姨的照片。

到了外婆晚年的时候，姨父、姨姨才在

上层院子里盖了砖木结构的三间瓦房，

外婆终于不再住土窑洞了。

外婆的家境虽然很穷，但对我说很

温暖。那里是我的避风港。我一旦有什

么委屈或者不快乐，就想着去外婆家。

记得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吃了早饭，

我出门和小伙伴们玩耍。玩到下午两三

点钟，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突然觉得

出门玩耍的时间太长了，回家肯定要挨

父母亲的臭骂，便不敢回家了，索性下

午接着玩。到了天快黑了，更不敢回家了。

加上肚子饿、心里慌，只能赶紧跑到五

里地外的城垣村外婆家。外婆笑眯眯地

看着我，她断定我是从家里逃跑出来的，

便给我做饭吃，安排我睡觉。一直等到

母亲找来揪我回去，母亲也不敢当着外

婆的面打骂我，我便又逃过一难。

外婆的老院里有棵香椿树。每年春

天，我们都要去外婆家爬树摘香椿。外

婆给我们做香椿臊子面。那种美味，永

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有的年份要摘两茬香

椿。外婆会把香椿拌上咸盐晒干，到了没

菜吃的时候，用开水泡软香椿，夹在馍里

当菜吃。外婆的老院子里还有棵桃树，结

出来的桃子又大又甜。每年桃子熟了的时

候，外婆就站在沟边瞭望我们，等着我们

去吃桃子。若等不见，担心桃子熟透烂了，

就托人捎话，催我们快去摘桃子。外婆还

要把桃子捎给县城姨姨。后来，外婆的院

子里还种过杏树、梨树、核桃树。每年树

上结的各种果子，她一定要让我们这些外

孙子、外孙女每个人都吃得到，这样外

婆心里才踏实、才舒坦。

我永远怀念外婆做的三种小食品：

一是泡酒枣。秋天的时候，外婆挑拣一

些又大又圆又红的新鲜枣，擦干净。碗

里放点白酒，把红枣在酒碗里滚一下，

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一颗颗红枣撂进专门

泡酒枣的罐子里。用一个碗盖上，再用

泥巴封口。放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和表

妹表弟都聚到外婆家拜年时，外婆笑盈

盈地抱出来酒枣罐子，慢慢拨去泥巴，

掀开盖子。一股酒香味扑鼻而来，红红

的酒枣好像从树上刚摘下来的一样，圆

圆的胖胖的，吃在嘴里又脆又甜又香。

二是外婆做的腌韭菜。也是在秋天，

外婆把韭菜洗干净，切成一寸长短，拌

上咸盐，压在罐子里。到了冬天吃的时候，

放点辣椒面，用热油泼在上面，再放点

白醋，然后把腌韭菜夹在馍里吃。吃红薯、

吃汤面条时，就着腌韭菜也好吃。外婆

的腌韭菜色泽鲜亮，咸淡适中，可以吃

到第二年夏天也不会发霉。

三是沤豆豉（老家话称为豆糁）。

夏天的时候，外婆把黄豆泡软，拌面，

上锅蒸熟，然后放在盆里用棉被捂、发

热沤。沤到长出黄毛毛，再用清水洗去

黄毛毛，放在盆里，搬到太阳下晒。大

概晒上半月20天，一直晒到快干的时候，

再放进罐子里存起来。到了冬天吃的时

候，拌上葱、蒜、辣椒面，早上熬米汤

的时候，和馒头一起放在笼里蒸软，拌

着饭吃。也可以把豆豉用热油炒一下吃，

就是冬天的基本菜了。

我在东垆中学上学的时候，到了星

期日，经常去城垣村外婆家，拿上外婆

的腌韭菜或豆豉，到学校吃一个星期。

那个年代，有馍有面有豆豉有腌韭菜，

就能维持我们身体基本需要的能量了。

在我老家芮城县，农村人都常做泡酒枣、

腌韭菜、沤豆豉，但外婆做得味道最好。

（三）

外婆一生粗茶淡饭、生活简朴。她

从来没有吃过所谓的山珍海味高档饭菜，

也没有穿过什么名贵的品牌衣服。小时

候我们和外婆一起吃饭时，不小心掉个

馍花花，她也要拈起来吃了。外婆总是

掐一块馒头，把菜盘子里剩下的菜汤擦

得干干净净。即便是吃汤面条的碗也要

擦干净。在她看来，菜盘子里沾的那一

点点油汤，也不应该浪费。这种习惯不

仅传染给了我母亲和姨姨，也传染给我

和表妹表弟。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在吃

完饭后，把菜盘子、饭碗、炒菜锅擦吃

干净。我认为，这不单是节约或浪费的事，

而是外婆遗传给我的一种生活习惯。

外婆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她把关心、

帮助他人，为他人排忧解难作为自己的

快乐和幸福。对待城垣村的乡亲们是这

样，对待舅舅、姨姨、我们这一大家子

人更是这样。我记得每年天气快暖和的

时候，外婆家里的桌子上，每天都放着

一盆桑叶泡的凉开水。村子里的人上地

或者下地干活路过家门口，外婆总是热

情招呼他们来家里喝水。乡亲们也把地

里顺手摘的瓜果蔬菜给外婆留点。生产

队里的打麦场离家里近，有人干活中间

也跑来家里喝水。为了方便村民们来喝

水，外婆院子的大门总是敞开着，盆里

的凉开水什么时候都是满满当当。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舅舅、姨

姨上班还要带孩子，外婆看着着急，就

帮助他们照看表妹表弟。朝霞、红霞、

小兵、小庆、小彦、小卫，他们都是在

外婆的照管下长大的。外婆在城里住不

习惯，就把他们带到农村。小彦、小卫、

小兵、小庆都先后在城垣村，住的窑洞

土炕，吃的农村饭菜，和农村孩子玩耍，

跟着外婆在地里到处跑。一个个脸晒的

黑黑的，而身体长得结结实实。

1966 年，外婆在成都市舅舅家照看

表妹小彦。她看着舅舅、妗子上班紧张，

再加上她住在城市里着急，便说服舅舅、

妗子同意，把小彦带回了芮城老家。有

一天，母亲说外婆已经从成都市回到了

县城姨姨家了，让我们去县城姨姨家接外

婆。我和泽民哥拉着架子车，到了县城姨

姨家。外婆坐在架子车上，怀里抱着只有

十个月大的小彦，回到了城垣村。农村生

活条件很艰苦，外婆带着小彦，农忙时还

要下地干活，吃苦、受累、操心可想而知。

一直把小彦照管到七岁上小学了，舅舅才

把小彦接回成都上学。为了减轻姨姨的负

担，外婆把表妹表弟朝霞、小兵、小庆也

曾经带到城垣村照管，也是几年以后，

他们才先后回到姨父、姨姨身边。

1981 年，我的儿子刘睿出生。那时

候我们刚刚在省城上班，单位工作忙，

要求严格。外婆提出帮助我们照看孩子，

那时外婆已经 72 岁了。我高兴地回老家

接外婆到太原。当时我们住在山西大学十

多平米的房子里，外婆和我们挤住在一张

床上。做饭也只能在楼道里，使用蜂窝煤

炉子，生活条件十分简陋。但外婆不在乎

条件好不好，只是精心照看孩子。刘睿小

时候拉肚子住过两次儿童医院，好了以后，

我们总是怕孩子吃的多了再闹病。外婆看

着不对，就嚷嚷我们说，你们不让娃吃饱

饭还行？怪不得娃长的不结实。她一边说

一边掐块馍蘸上菜汤，填到孩子嘴里。外

婆带孩子有经验，孩子吃的多少、穿的薄

厚她都清楚，根本不让我们操心。后来我

们搬家到赛马场，住教育厅宿舍楼，房子

宽敞。外婆不仅照管孩子，还帮助我们做

些家务。那个时候，我们每天骑着自行车

上下班，早出晚归忙工作，也不晓得关

心体贴外婆带孩子的辛苦。外婆每天忙

忙碌碌，任劳任怨，和我们度过一段难

以忘怀的美好时光。

（四）

有人说，人间有三大悲剧难以承受：

一是幼年丧失父母，二是中年丧失夫妻，

三是老年丧失子女。这三大悲剧竟然都

发生在外婆身上。外婆小时候就失去了

她的母亲，我不知道她当时只有几岁。

但外婆幼年肯定缺乏母爱，肯定遭受了

极大的悲伤和痛苦。在我的记忆里，外

── 外 婆 的 时 代 和 世 界
婆的父亲、我的太姥爷一直过着单身生

活。太姥爷的生日是农历 12 月 26 日。

每年这天，母亲蒸几个大白馍，或者炸

几个油饼，放在小篮子里，让我们步行

十几里路，到太姥爷的奉公村给他祝寿。

中午太姥爷给我们吃了面条，下午赶天

黑回来。太姥爷年纪大了的时候，外婆

把他接到城垣村，一直伺候到他去世，

才把太姥爷送回奉公村安葬。太姥爷耳

朵聋，外婆和他说话时嗓门高，声音大。

那时我总认为外婆嚷嚷太姥爷。太姥爷

从来不在乎外婆和他说话时声音大小。

他总是捋捋他的长胡子，默默地坐在窑

洞门口那把椅子上，不知道脑子里沉思

什么！现在想想，外婆和太姥爷都是早

年失去了配偶，他们的生活都很孤单寂

寞，命运竟然对她父女俩都不公平。

外婆的第二大人生悲剧是中年丧夫。

外公名叫张石录，生于 1907 年，卒于

1938 年，时年 31 岁。2000 年 4 月份，

在城垣村安葬外婆时，我的小学老师张

志英（城垣村人）告我说，外公是遭遇

不幸去世的。张老师说有一天晚上，外

公和两个同伴在喂牛的窑洞里闲谝。由

于天气下了几天雨，窑洞土质松软而突

然坍塌，把三个年青人都砸死在窑洞里

了。我曾经问过母亲，她小的时候记得

外公吗？母亲告诉我说，她只记得外公

个子高高的，人长的很排场（帅气）。

从土里刨出来的时候，全身上下衣服都

是血，其它什么也不记得了。外公去世时，

外婆才29岁，舅舅只有10岁，母亲6岁，

姨姨才 3 岁。家里遭受这样的祸灾，对

外婆的打击是极其残酷的。外公去世后，

外婆要像男人一样下地干农活。从春播

到秋收，地里的农活没完没了，什么庄

稼活外婆都会干。尽管如此，外婆仍然

过着忍饥挨饿、食不果腹的生活。母亲

曾经告诉过我，在她小的时候，外婆曾

经带着她到陌南一带讨过饭。由于外公

是太姥爷从白窝村抱养的孩子，家族中

有的人心术不正，不仅不同情、帮助外

婆，反而鄙视、嘲笑、排挤外婆，使外

婆的生活雪上加霜。一直到全国解放以

后，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外婆带着舅

舅、母亲、姨姨，孤儿寡母，饱受艰难，

度过了难以忍受的年年岁岁！

外婆的第三大人生悲剧是老年丧子。

舅舅是 1994 年因患小脑萎缩病，才 66岁

就去世了。那年外婆已经 85 岁了。她住

在县城，由姨父、姨姨照顾她的晚年生活，

一直到她 91 岁离世。在这六年时间里，

外婆只知道舅舅生病，也不知她有没有想

过舅舅已经离她而去。我们都不敢把舅舅

去世的噩耗告诉外婆，不忍心让老人家

再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外婆常常

问姨夫、姨姨，舅舅也不打回来个电话，

不知道病是啥样子。姨父、姨姨总是告她

说，还是那个样子，说话不清楚，不能打

电话！我回到芮城老家看望外婆时，外婆

也问我有没有和舅舅通过电话，知不知道

舅舅是啥情况。我也用姨姨同样的谎话隐

瞒她。外婆失望地看着我，眼睛里充满无

限惆怅。到了外婆快要离世的那天清晨，

姨父、姨姨觉得应该把舅舅去世的真实

情况告诉外婆，不应该让老人家带着对

儿子的思念离开人世。姨姨握紧外婆的

手说：“娘，我哥前几年已经不在了”！

外婆在昏昏沉沉中似乎听懂了姨姨的话，

流下了几滴眼泪就咽气了。

人生都希望顺风顺水，事事如意。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困难、

挫折甚至灾难来临时，有的人沮丧、颓废

甚至崩溃。有的人则不屈不挠、坚韧不拔、

勇敢前行。外婆前半生尽管遭受过不少困

难和打击，但她从来不说自己的不幸遭遇

和苦难经历。她没有抱怨，没有悔恨。她

把悲伤与痛苦全部埋藏在心里。她以积极

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她用快乐、爱心陪

伴亲人，她以默默地付出操劳，完成了她

的一生。外婆这种不畏艰难、不屈不挠，

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后

人崇敬和学习！

祈祷外婆在母亲河的怀抱里不再辛

苦、不再悲痛！

（作者：刘惠民）

黄 河垣 上的外婆 岁月留下的贤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