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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离开家的时候，是寒
意未尽的冬末。远方舅舅来信
说,我姥姥突然患了脑血栓，需
要母亲赶紧回去。母亲只得撇
下只有8岁的我和只比我大4
岁的姐姐,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家。走前,母亲对姐姐千叮咛
万嘱咐,一定要照顾好我。

春天到了,母亲仍然没有
从姥姥家赶回来。那时家里很
不宽裕,吃的还能凑合，最要紧
的是，我和姐姐还没有换季的
衣服、鞋子。上一年的单衣和
鞋子不是小了，就是破的不能
穿了，到集镇上缝纫铺做新的
吧，手里又没钱，总不能穿着棉
衣、棉鞋度过漫长的春天和夏
天吧？！而当时不懂事的我，老
是嚷嚷着穿单鞋，姐姐看着我
说:“二柱，你不要急，我马上就
给你做新鞋子穿!”

姐姐从来没有做过鞋子，
就到邻居家仔细打听了鞋子的
做法，先仿造个“鞋样子”，然后
是糊袼褙、纳鞋底、缝鞋帮,忙
活了几天后，一双布鞋总算做
成了。

那是怎样的一双布鞋啊？
鞋帮儿和鞋底儿不对称，鞋底
儿凸凹不平，穿上还硌脚。“二

柱，穿上吧，我知道鞋子做的不
好看，但总比光着脚板儿上学
好啊！”经过姐姐苦口婆心地劝
说，无奈的我穿上了姐姐做的
那双布鞋。

过了几天，母亲回来了，看
到我脚上的鞋子，呵呵地笑了:

“二柱，这是你姐做的鞋子吧？
真难为她了。我知道你没鞋子
穿,快来试试我给你做的新鞋
子。”母亲做的鞋子既美观又舒
适，穿上这双好看的鞋子哪还
脱得下，我顺手就把姐姐做的
那双布鞋扔到墙角去了。“你真
是见新不要旧，把我做的鞋子

穿破了，你再穿新的不好吗？
不知道为了做这双鞋子，我费
了多大的劲啊!”姐姐委屈地对
我说。“这鞋子难看，我不穿!”说
着我捡起了那双布鞋，向家门
前的池塘跑去，手猛地一甩，那
双鞋子在空中划了个弧形后，
落到了水里，鞋子像两只小小
的纸船，荡漾在水面上，孤单又
可怜。姐姐无助地站在池塘
边，呆呆地望着水面上漂浮的
那双布鞋，眼睛里噙满了委屈
的泪水。

长大后，我才明白，那不单
单是一双布鞋，那是姐姐对我
的疼爱!只比我大4岁的姐姐，
不知费了多少心血、稚嫩的手
被针扎了多少次、熬了多少个
夜晚，才做好了这双布鞋。而
我却完全没有顾及到这些,现
在想来，当时的我是多么不懂
珍惜啊。姐姐，你现在还记得
这件事情吗，心里原谅我了吗？

每次到鞋店，看到琳琅满
目的漂亮鞋子，总会不自觉地
想起姐姐给我做的那双不算漂
亮的布鞋。在我的心中，那是
一双天下最美丽的布鞋，那一
针一线里，密密缝制的是一个
姐姐对弟弟最深的情意。

最美的布鞋
胡焱

赵家台明朝成村，四面环山。因
村址建在山间台地之上，日出时阳光
直射台地而得名——“照台”。后因
姓氏及谐音演变为赵家台。赵家台
分为原村和新村，原村座落在千年古
刹潭柘寺西侧的山坳里，是寺院所辖

“里十三”之一，潭王古道沿村经十字
道、王平口……直通平西抗日中心斋
堂、山西、内蒙等地。抗战前全村90
多户人家300多口人。村域内，有各
类瓜果梨桃树木，郁郁葱葱，风景秀
丽；辖区内，蕴藏着丰富的叶腊石、煤
炭、石灰等资源；村中，有简易的小煤
窑、石灰窑、叶腊石加工场（石笔）等，
村民勤劳纯朴善良勇敢。

因村子偏僻，村民殷实，所以在
旧社会就经常有土匪骚扰和抢掠。
为此，赵家台村反骚扰、反抢掠，与土
匪的斗争由来已久。柱子和虎子是
村里有正义感的两个20来岁的小伙
子，在对付土匪强盗行为时总结出了
好多实用的方法和点子，同时也练就
了神枪手，柱子擅长打移动目标，虎
子优于打固定靶位。“团结就是力

量”，为了保卫村庄，保护村民，对付
土匪，赵家台村成立了自己的“自卫
团”。村里30多名身体健壮的男人
参加了组织，自卫团用集资来的款
项，购买了20多支汉阳造、老套筒等
枪支，还自制了好多土枪、土炮、弓
箭、驽、铳等武器，同时，运积了若干
碓石块。虽然自卫团人少，力量弱，
武器差，但是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团
结起来抗击土匪，使得土匪几次来骚
扰，都没有得到好果子吃，因此，当地
土匪头子刘贵堂怀恨在心。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足20
天日本鬼子就占领了门头沟地区，并
逐渐向四周扩展。潭柘寺里、外十三
属宛平六区，与卢沟桥唇齿相依。为
此，外十三石门营警察分所的警察闻
讯后，立即把分所的枪支埋藏了起
来，各自逃避了。其中，民警李凤仪
暂避在赵家台村的亲戚家，几天来，
他目睹了村民们的抗日热情和唤醒
的良知，就主动把警察分所，藏枪支
弹药的地点告诉了自卫团。当夜，柱
子亲自带着自卫队员趁着天黑，把埋

好的10支步枪，200余发子弹刨出来
带回了村中，壮大了自卫团的力量，
增强了抗日的决心。

赵家台村的抗日活动引起了反
动势力的强烈不满，土匪刘贵堂趁机
与侵华日军勾结，以“赵家台有抗日
武装”为由，进行报复。1938年8月
底，刘贵堂带领日本鬼子30多人、汉
奸和土匪100来人，从王平口、官厅、
十字道向赵家台进攻。当时，原宛平
九区的“自卫团”得到信息后，提前在
去赵家台的必经之路峰口庵设伏，赵
家台村自卫团参战，一举将进犯的敌
人打了个措手不及，鬼子仓惶的撤退
了。土匪刘贵堂贼心不死，又与他的
日本主子于次日天刚蒙蒙亮，一声枪
响，就把沉睡的人们从梦中惊醒了。
枪声是日寇从潭柘寺方向，经白岩沟
直奔赵家台而来的，因赵家台村设在
村边监视敌人的岗哨孙玉峰提前发
现了情况，来不急报信，就扯开嗓门
高声大喊“日本鬼子来了”“土匪来
了”！敌人本想秘密偷袭，突然袭击，
经这一喊，秘密已暴露，突然袭击也

搞不成了，所以就一枪打死了岗哨孙
玉峰。后来，孙玉峰的尸体被自卫团
员抢回了村子。当人们突然听到喊
声，就知道情况有变，在村长的安排
下“老人、孩子、妇女们往自家的地道
里钻，自卫团的战士们出来迎敌”。
30多名自卫团员看到孙玉峰的尸体，
怒火上升，大家一致表示，国仇家恨
一起来报。敌人开始进攻了，村中自
卫团员由地道出村守住了村的制高
点南山梁和四个地道口，日本偷袭的
秘密已经暴露了，就没有了秘密，所
以日寇进攻了两次没有攻进来，就无
功而返了。

日寇几次妄想进攻赵家台未果。
所以，他们恼羞成怒，变本加厉，9月2
日又集中大批的日军和土匪1300多
人，包围了该村，占领了村外的东山
梁。自卫团坚守村中四个出口和南
山梁，只要鬼子进攻，就用一种土枪，
即大抬杆，也叫土炮，把早已准备好
的生铁锅渣滓和火药装载在枪筒里，
等日本鬼子和土匪进攻时用火捻子
一点，一枪打出去就能伤一片，杀伤

力很大。而且铁渣滓是用盐水煮了
的，这样就会使受伤者的伤口更加疼
痛，增加威慑力，土匪和日伪军只要
一露面，瞧准机会就开枪射击；对付
比较靠近距离的鬼子，就用装有生石
灰粉的纸袋掺上一定量的辣椒粉，提
前准备许多袋放在一种叫弩的武器
旁边，隐蔽起来，在适当时，对付不知
情的日本人。如果把弓箭比做枪，一
次只能射一支，而弩就是机关枪一次
可以打一片，所以用这种办法阻止鬼
子进攻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再有
就是以守待攻，用狙击的办法，枪打
出头鸟，使得鬼子伪军土匪等不敢贸
然妄动；再加上其它土办法滚石块等
……从清晨耗到中午，敌人一直没有
踏进村半步。于是，恼羞成怒的敌人
就在村的东山上的山头上架起了6
门小钢炮（迫击炮），三挺轻机枪，从
西向东，从南向北扫射、打炮弹，把
村子扫了个遍、轰了个遍，村子里到
处起了大火，但是村民们一直躲在
地道内，没有害怕，没有退却，始终
与敌人周旋，就这样又从中午坚持

到太阳快要落山了，敌人都没能踏
进村子半步。

天色渐渐要黑了，敌人仍没有退
意，怎么办？村长、柱子和虎子一合
计，分头带领自卫队员悄悄的分散到
南坡、北坡的暗堡里，从敌人的两侧
发起突然进攻，敌人以为是援军来
了，再加上天色将黑，怕出现意外，就
慌忙地撤走了。此战，打死打伤敌人
300余名，群众牺牲了4人、伤了16
人、烧毁房屋178间。鬼子撤走后，
根据当时形势，一部分老幼村民就转
移到房山、河北保定等地暂时躲避，
一部分加入八路军、共产党继续开展
地下工作和日本伪军土匪周旋。

赵家台之战，村民们依托地势
和地道，用土枪、土炮、石块、石灰等
土办法，机智顽强地与日本鬼子周
旋，让日寇几次进攻都没有达到目
的，打出了潭柘寺人民的威风和志
气，鼓舞了士气，增强了与日军抗战
到底的决心和信心。“铁打的赵家
台”成为了平西人民鼓舞抗日志气
的一句口号。

赵 家 台
任成壮

母亲生于上世纪60年代，那时
还处于工业化发展低速时期，而女红
就是中国女性传统美德的最好体现。
得益于外婆的手耳相传，母亲纺织、
刺绣、针织、缝纫样样都行，于是成了
村里有名的“巧手”。

儿时的记忆中，家里总有母亲吱
呀吱呀的纺车声和哐当哐当的织布
声，阴雨天不用下田干活的时间和晚
上孩子睡觉后的空闲间隙，都是母亲
做女红的时光。母亲做鞋子用的线，
是她一手摇着纺花车一手从线棰上
抽着棉絮线纺出来的，被子和床单的
布料都是她在织布机上日夜穿梭一
寸一寸织出来的，所以母亲做的鞋子
总是那么经久耐穿，母亲做的被子总
是那么舒适温暖。

母亲还未出嫁时做的最多的活
是绣花，小时候家里用的绣有鸳鸯、
荷花、菊花图样的枕头都是母亲一针
一线上穿下引十字花针绣出来的。

我们小时候穿的衣服母亲也总会绣
上一朵漂亮的小花或动物来点缀，每
次穿着母亲亲手做的新衣服出门，总
能听到街坊邻居的夸奖。

母亲心灵手巧又勤劳，父亲是家
里的老大，母亲嫁过来后奶奶就没有
动过针线，爷爷奶奶姑姑叔叔一家人
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亲手做的，而且
每年过年母亲会给每人做两双新鞋
子一身新衣服。记得叔叔结婚姑姑
出嫁时，妈妈每晚熬夜在做被褥绣嫁
妆。原本漂亮的母亲在微弱的灯光
下拿着银针做女红的样子安静闲适，
享受着静美的时光。

喜欢女红的母亲有着十分的上
进心，在缝纫机上市后，母亲又买了
缝纫机自学了缝纫技术，缝纫机是我
们村里的第一台缝纫机，母亲首先会
观察城镇店铺里的衣服样式，然后选
择自己相中的布料买回来，再加上她
自己的设计，不到两天时间就能穿上

她做的新衣裳。
有一年，母亲见邻居家姐姐穿了

一件绣有熊猫图样的外套漂亮又别
致，立马就拿出她的裁缝本子，画了
图样，紧接着就买了各种布料和配
样，在年幼的弟弟妹妹睡着后开始在
她的缝纫机上工作了，半夜时分经常
隐约听到缝纫机的声响，那时的我已

略微懂事，给母亲倒了杯热水端了过
去，母亲接过水杯开心地说：“乖，去
睡觉吧，你看熊猫马上就绣好了，明
天上学就可以穿了。”看着泡泡袖的
粉红色新外套上大翻领子衔接黑色
压褶边，还有栩栩如生的熊猫和压着
飞飞边的大口袋，我十分欢喜、连蹦
带跳，再看着寒冬腊月眼里布满血丝

还在熬夜做衣服的母亲，我如鲠在
喉、无语凝噎……记得那件衣服在我
足足穿了两年后，表妹十分喜欢又拿
走穿了好久。

自从家里有了缝纫机后，街坊
邻居、亲戚朋友经常排着队让母亲
帮忙裁剪缝纫，每到年底，母亲还会
给街坊邻居家亲戚朋友家的孩子做
上一套新衣服，或许是因为常年熬
夜干活，或许是因为那个年代的营
养物质缺乏，母亲在绣完一对牡丹
花样枕头后眼睛看东西模糊不清
了，医生说以后不能再做绣花这样
的细活了。

转眼间，我也到了工作、结婚的
年龄，母亲要亲手给我做嫁妆，知道
她眼睛不好，我劝阻了，说商场里什
么都有，何必劳神费力呢，母亲嘴上
说着不做了，但还是在库房里搬出了
她的织布机，用了一冬天时间“唧唧
复唧唧”地织了一柜子布匹，粉色条

纹、蓝色条纹、绿色条纹三种颜色，母
亲说自己织的布厚实、耐用、好洗……
纯手工的粗布床单结婚时母亲做了
10条给我，新被褥也做了10条，母亲
说这寓意“十全十美”。

女儿出生时，母亲依然亲手给宝
宝做了纯棉花的襁褓和被褥，还给宝
宝绣了虎头鞋，她是把真诚的祝福和
深深的爱意都织进了一针一线里。

“养儿方知父母恩”，现在我也身为母
亲，完全理解了母亲对孩子的情谊和
牵挂，虽然已辗转了好几个城市工
作，但我始终带着、用着母亲送我的
嫁妆，睡在她织的床单上和棉被，就
能感受到母亲舐犊情深的温暖。

如今，已经远离了日常生活的女
红用具，欣赏着母亲的作品禁不住想
起了母亲的女红时光，那是一种生活
的艺术，一针一线间都贯穿着母亲的
智慧，深藏着她对儿女、亲朋和生活
温润、质朴的爱。

秋意
杨丽丽

秋风，是一个称职的绣娘

她带着五彩丝线

绣出春天的新绿

绣出夏天的嫣红

也绣出秋天的五谷丰登

羞赧的高粱

饱满的玉米

裂开嘴唇的棉花

一树树摇曳的果实

都在一声声雁鸣里展露笑颜

秋天，不止是一朵野菊的汛期

还有斑驳的落叶

一只只鸣叫的秋虫

甚至越来越高远的云朵

秋天，是一场伟大的聚会

奉献出金色的草甸

辽阔的旷野

召唤出那些带着清香的大豆、花生、芝麻、地

瓜

在金黄的落日下

把秋风从一个节气嫁到另一个节气

母亲的女红时光母亲的女红时光
陈晓丽

万事如意 马爱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