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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向儿孙索要钱物， 她收下的钱也是用来改
善生活。 饭桌上有好吃的，她生怕有的吃不到，
吃不饱。 平时儿孙问她要什么，缺什么，她总是
说啥不缺，啥不要，凡是给她一点好处，她总是
感激不尽。 她从来不在人前攀比儿孙给钱多少
和衣物好坏，总是对众人说，后人很孝顺。 在岳
母心里，情义重于钱物，礼轻义重。 由于她的言
传身教，后人对她很尊敬，都愿对她尽孝心，生
怕她吃不好，穿不暖。 她常把后人比喻成手掌，
翻过来是肉，翻过去也是肉，她都心疼。 她对后
“
尽孝，好比屋檐水滴现窝窝，一辈不孝，辈
人说:
辈不孝。”她的箴言教育了无数人。岳母还说:
“
儿
子孝不孝，关键看媳妇孝不孝，女儿孝不孝，关
键看女婿孝不孝。 ”这些话都很平实，我感悟最
深。 岳母还用朴实的语言作比喻:
“
父母与儿女的
关系就是换工做活路的关系，你对他好，他才对
你好。 ”岳母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她的晚年无忧
无虑，丰衣足食，快乐无比。
岳母把自己当成一辆小推车， 只要小车不
倒就只管推，直到垮了架才停下。 在她生命的最
后岁月，岳母年龄大了，身上各种器官衰退了，
功能减少了，行动十分困难，但她仍拄着棍棒拿
着镰刀到田地里去，坐在地上扯猪草、割牛草。
她说:“做庄稼活路多，看到儿子、儿媳妇很忙很
累，我坐不住呀！ 只要我能动，能帮就帮一把。 ”
但是儿子、儿媳妇再忙也不愿让她出门，生怕她
摔倒了，但她就是不听。 在她生命垂危时，她依
然坚持自己下床解大下便，从不让人帮扶，生怕
给儿女增添麻烦。 她一生为别人想得最多付出
得最多，唯独为自己想得少做得少。 她把她的一
生都献给了家庭和子孙后代。 她去逝时，没有痛
苦，没有遗憾，没有遗言，走得平静而安详！
岳母用一颗平常心和金子般闪光的言行将
人生价值践行得淋漓尽致。 岳母一生普普通通，
平平凡凡，但她集聚起自己一生的挚爱和炽热，
将博爱和赤诚，如春雨一样点点滴滴撒满人间。
岳母活了 100 岁，功德圆满，福寿双全。
我特别欣慰的是，为母亲和岳母送终，我都
赶上了！
愿岳母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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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母亲最伟大，母恩重于山。 少年时，母
亲病故，我过早失去了母爱，而我结婚后是岳母
延续了我的母爱。 我是女婿，但她总把我当成亲
生儿子一样看待，不是生母胜似生母。 从岳母身
上，再现了我生母的形象。
我家遇到困难时， 总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岳
母的帮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部队服役，
爱人在医院上班，我们分居两地，距离遥远，不
能互相照应，给日常生活带来不少困难，特别是
在爱人生头胎出现难产， 在农村老家的岳母接
到通知后，知道我不在家，女儿身边又没一个亲
人，急得直跺脚。 年近六十的岳母，急忙跑到公
路上， 奋不顾身拦下一辆货车赶到万源县人民
医院，直奔手术室，配合医生日夜陪护女儿。 女
儿在痛苦中见到母亲到来，激动得热泪盈眶，母
女俩相拥而泣。
岳母几天几夜不吃不睡， 因饥饿和劳累而
晕倒了，医生及时抢救，打针、输液，当她苏醒后
继续陪护女儿，直到小孩出生。 我爱人坐月子期
间，正值入冬寒冷下雪季节，当时我家住在一个
十几平方米的土墙房子里，食宿挤在一起，生活
极端困难， 粮油肉食品凭票供应， 经常停水停
电，冬天全靠一个罐罐炉子烧煤取暧做饭，煤烟
满屋串。 停水时岳母在冰冷的河水中洗衣服和
尿片，再提水回家供做饭、洗刷用。 生煤炭火时
没有引火柴，岳母就上山捡干柴和松果。 岳母在
我们家照顾小孩六七年， 渡过了家庭中最困难
的日子。 岳母只要看到我们家有什么困难，总是
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
听岳母讲， 她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兵荒马乱
时来到张氏家里的，当时岳父前妻刚病故，留下
两个婴幼女儿，骨瘦如柴，岳母用米糊一点点喂
养，两个女儿一天天变得水灵滋润起来。 岳母将
她们视为亲生骨肉，精心呵护，一直抚养到成人
出嫁， 两姊妹也一直把后娘当成亲生母亲一样
孝敬。 岳母对待继女的善行一直在民间传颂。
岳母挽救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 家和人
兴，幸福美满。 在家里，岳母是个典型的贤妻良
母，我从来没见过岳母发过脾气，骂过人，吵过
架，凡是有好吃的她从不吃独食，别人给她买的
糖果饼干她总是拿出来让大家共享。 她从来不

又是一年清明节！
走在回家祭祖的路上，想起正当壮年还没来
得及享福就被癌症夺走生命的三娃叔叔，我就心
塞塞地特别难受。 我时常诘问上苍：为什么好人
命不长？
三娃叔叔小名就叫三娃，是我先生的二爷爷
在外面捡回来的逃难娃娃。 据长辈们讲，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他们生活特别困难。 三娃叔叔幼年
时期，父母双双亡故，相依为命的婶母眼看生活
断炊， 就炒了一小包硬胡豆叫他带上出去讨生
活。 年仅 7 岁的三娃叔叔在冰冷刺骨的冬日赤着
双脚翻山越岭，饿极了，就着溪水吃点儿婶母给
的硬胡豆；困极了，就在谷草堆里或人家的猪圈
旁睡上一觉。 三娃叔叔回忆说，有次实在饿极了，
趁一家喂猪的大婶前脚一走，他后脚就潜入猪圈
陈
抓猪糊糊吃。 他说，他知道猪糊糊很不好吃，但为
德
了活下来，也只得吃。
琴
有一天， 实在饿得走不动了的三娃叔叔躺在
岩洞边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上街卖叶子烟回家的
二爷爷发现了他。 时值二婆婆一连生了四个女儿
都没生下一个儿子的二爷爷急着想要一个男丁，看见三娃
叔叔虽然浑身破烂，面黄肌瘦，但面相实诚，二爷爷问清情
况后就把他带回了家。 从此，三娃叔叔成了二爷爷的儿子。
二婆婆在三娃叔叔到他们家的三年后生了个胖小
子。 从那以后，三娃叔叔不咸不淡的日子就变得不是风就
是雨。稍不如意，二婆婆不打就骂。这些打骂，三娃叔叔忍
受着。他说，这都比扫地出门强。二婆婆家素来节俭，饮食
清淡，稀饭、玉米糊时常无盐。 正值少年的三娃叔叔许是
生命旺盛的需要，便时不时偷偷用筷子蘸了盐放于碗里。
二婆婆发现后，悄悄地将盐换成了洗衣粉。 当天，三娃叔
叔就腹泻不止，还差点儿要了他的小命。 三娃叔叔九死一
生，依然每天放牛割草、担水煮饭，对二婆婆不恨也不恼，
因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多年后，二爷爷、二婆婆年老生
病，全是三娃叔叔跑进跑出的服侍着，左邻右舍都说三娃
叔叔比亲生儿子还亲，比亲生儿子还孝顺。
三娃叔叔非常忠厚。 左邻右舍妇孺救助，他总是任劳
任怨地帮忙。 先生的父亲去世早，三娃叔叔就经常帮他们
家干些重体力活。 刚结婚那会儿，我和先生两个书生都不
会种庄稼。 春天撒谷种时，育秧的水田总是赶不平整，三娃
叔叔看着着急，拿过扁担三两下就帮我们赶平了；还顺手
端起谷种，手起谷落，一会儿就把谷种撒到秧田里了。 前后
不过一小时，却是我和先生笨手笨脚一天的劳动量。
那些年，幸亏有三娃叔叔帮忙，我们才不至于在农事
上手忙脚乱。
前年冬天，我正上班，三娃叔叔突然打电话说要到医
院看病，我急忙请了假。 见到他，我大吃一惊。 原本魁梧的
身材变得瘦小佝偻了，脸色蜡黄，双眼凹陷。 我急忙带他看
病，经医生诊断，三娃叔叔已是淋巴癌晚期，癌细胞已扩散
到心脏、肺等重要器官，没医头了。 我立即把他在外务工的
两个子女叫了回来，商量治疗方案。 他从我们慌张忧虑的
神情中大致猜到了他的病情。 看着曾经健壮如牛，如今躺
在病床上被病魔折磨得形容枯槁的三娃叔叔，我们心如刀
绞。 两个月后，三娃叔叔离开了我们，时年 62 岁。
三娃叔叔虽然去了，但他显露出的忠厚、善良，却给
予了我们如父亲一样的温暖和慰藉。 他虽然不是我们本
家的亲叔叔，但我先生总在清明、春节等重大节日时，亲
自到他坟前敬奉香蜡纸烛。 今年清明，我们照例到他坟前
敬香磕头，祝愿他在另一个世界里永远没有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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