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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初，父亲所在的八路军三支队经过邹平县北部的焦桥镇，与日伪军发
生激战，父亲腿部受了伤，无法跟随部队继续行动，就被秘密安排到附近村一户老
年夫妇家养伤。

父亲住下来，两位老人给理了发，找来旧粗布衣裳换下黄军装，又把随身带的
长枪埋到墙脚下。白天父亲躲到地瓜窖里，晚上才接到屋里。大爷托先生开了药，每
天晚上为父亲清洗伤口，大娘还先后杀了两只鸡为他补身体。父亲的腿伤好得很快，
20多天就能下地了。很快，父亲打听到部队已到博兴和广饶一带活动。想要追上部
队，这100多里路上多是敌占区，没有日伪的“良民证”怎么办？还得想法带上那杆长
枪。父亲找两位老人商量，还是大爷想出了办法，先是筹借些钱，托亲戚到邹平县城
买通伪六团的人，办了张“良民证”。大爷又借来一辆骡车，车上装满黄麦穰，把枪藏
在里面，有人查问就说帮亲戚盖房子去。那天早晨，就要上路了，大娘把一袋干粮搭
在父亲肩上，千叮咛万嘱咐。父亲想起这么多天来，两位老人不怕受到牵连，对他体
贴照料，他紧紧拉着大娘的手，动情地说：“大娘，我的母亲早年就过世了，你们二老
对我这个普通战士像对待亲人一样，如果不嫌弃，我就认你做干娘。”

解放后，父亲曾回到这片热土寻找两位恩重如山的老人，却没有打听到消息。
1959年夏天，父亲收到二叔的家信，“干娘”终于找到了，可是干娘的老伴已经去世
了。那年夏天，父亲把干娘接到沈阳工作的部队住了有半年多，还到医院为她治好
了头晕病。这张照片就是老人去沈阳时留下的，也是她一生仅有的一张照片。

【老照片】

91岁的伊淑英是“沂蒙六
姐妹”中最后一个离世的。除
公方莲老人过世早我没见过
以外，我与张玉梅、伊廷珍、杨
桂英、冀贞兰、伊淑英这五位
都很熟悉，在她们家里吃过煎
饼，喝过地瓜粥，听她们唱过
抗战曲、解放歌。

上世纪90年代，我长时间
从事新闻工作，得以与她们有
较多打交道的机会。尽管她们
的名字和事迹早在1947年就已
荣登《鲁中大众》，被根据地的
军民所知晓，但直到上世纪90
年代沂蒙地区在挖掘和弘扬沂
蒙精神时，她们才再度被发现，
进入更为广大的公众视野。

1995年麦收时节，我陪同
《解放日报》记者第五同再度来
到烟庄，找到的第一个“六姐
妹”是伊廷珍，我们坐在她的院
子里乐融融地闲聊。我知道她
们五姐妹刚从天安门国旗班回
来，便问起她们此行的见闻和
感受，伊廷珍老人说：“真好！真
好！”

在当时健在的五位老人
中，杨桂英和伊淑英性格相对
沉稳，最开朗最活泼的当数伊
廷珍了。她在“真好真好”之后
的一句话，让我和第五同都犯
了思量，因为她说：“每次到吃
饭时间，就让我们到一个小房
子里先站一下，然后再出来。”
这话让我和第五同很是推敲了
一番。五位老人淹没于平凡的
生活中已长达40多年，这次进
京也是她们第一次见到矿泉
水。我忽然想到，伊廷珍老人所
说，应是电梯。楼层面貌相差无
几，她们只以为到一个小房子
里站站再出来，实际空间已经
发生了变化。我和记者同时会
心地笑了，笑过之后，我心下却
难掩心酸。战争年代，她们做出
了那么大的牺牲，如今日子好
了，她们却还未真正享受到。但
她们已经很知足，仿佛重新跟
组织接上了关系一样，焕发出

了全新的热情，马上还要到上
海“南京路上好八连”去慰问。

后来，市场经济全面发展，
当地企业从中发现了商机，注
册了“六姐妹”品牌煎饼，聘请
五位老人做了名誉厂长，并为
她们印制了名片。她们一一把
名片发给我，我说：“祝贺你
们！”仍然是伊廷珍笑得最灿
烂，就跟她是真正的厂长一样。
伊淑英老人说：“只要对大家伙
有利的事，我们就干。”

最后一次去烟庄，是跟一
家单位的宣传干事薛慧中女士

一起，我们两人傍在伊淑英老
人左右，在烟庄的巷子里边走
边谈，随行的摄影记者留下了
这幅画面（见小图）。我与五位
老人都有合影，与伊廷珍老人
在她家院子里长聊的照片，曾
发在当年《农村大世界》杂志
上。那天，我们在街口的碾盘上
坐下来，又一次谈起过往。伊淑
英老人拉起裤管，让我们看她
当年搓麻绳搓伤了的腿。当年，
抽调山东部队去东北，新四军
军部北移临沂，带过来的多是
南方兵，大多是穿着草鞋来的，
在山路上一磨就破碎了，好多
战士的脚被山石扎破。一个个
赤脚打仗的战士，让“六姐妹”
看着心疼，她们便动员全村妇
女为战士赶制鞋子。伊淑英老
人说：“一只鞋底就要纳120行，

一行要过30多针，每针都要经过
锥眼、穿线、走线、拉紧几道工
序。姐妹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做，
胳膊和大腿都磨起了泡、出了
血，手指也变了形。”后来有个
粗略统计，仅在莱芜战役和孟
良崮战役期间，烟庄村的乡亲
们在“六姐妹”的组织下，就为
部队烙煎饼7 .5万公斤，筹集军
马草料1 . 5万公斤，洗军衣8500
多件，做军鞋500多双。那么，谁
敢说国民党精锐部队整编七
十四师的覆灭，没有她们的功
劳呢！谁敢说整个华东战局的
扭转和解放战争的反攻，没有
她们的贡献呢！

据冀贞兰老人回忆，“沂蒙
六姐妹”这一称谓，是当年陈毅
元帅亲自给起的。冀贞兰老人
说：“他骑一匹马过来，打着绑
腿，不知道他是谁，看上去很和
蔼的一个人。匆匆忙忙的，快要
打仗了。他问完我们的情况后，
笑着说我给你们起个名字吧，
叫大嫂呢你们还有没结婚的
呢，叫大姐吧还有结了婚的，干
脆就叫你们沂蒙六姐妹吧！”直
到很多年后，冀贞兰老人在孟
良崮战役纪念馆里看到陈毅的
照片时，觉得面熟，身旁的人告
诉她，那就是陈毅。

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沂
蒙六姐妹”，一直没有停止过
拥军的脚步，她们做的鞋垫，
一双双被送到边防哨所。1998
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
2008年汶川地震，几位老人在
生活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纷纷
捐款捐物。她们发动儿媳、孙
女昼夜加工“千层底”，寄给抗
震救灾一线的子弟兵。

听说，伊淑英老人在去世
前反复叮嘱：“入党的时候就说
了，要听党的话。今天的好日子
来之不易，那么多人牺牲，为了
革命他们付出了一切，得让年
轻人记住这些过去的事。”

“沂蒙六姐妹”是永远的
姐妹，也是永恒的母亲。

我家有一座老宅，在古城的张牌坊
街上。老宅不大，有三间带走廊的堂屋，
一间小巧的门楼过道。小小的院内遍植
着石榴树和枣树——— 石榴树结出的是白
色的冰糖籽，粒大汁丰，甘甜可口；枣树
结出的是脆灵枣，皮薄肉厚，又甜又脆。
听奶奶讲，这座老宅其实并不是我家的
祖产，它的格局不大，解放前应该属于一
家小地主所有，土改后分给了爷爷奶奶，
连同室内摆设的条几、八仙桌子和太师
椅等，应该都是那次城市贫民分享胜利
果实的收获，以至后来爸爸入党，外调人
员前来家访，看到这座颇带些老门旧家

“范儿”的老宅，马上认定爸爸的家庭成
分过高。最后颇费一番周折，爸爸的入党
问题才算得到了解决。

我的幼年是在老屋中度过的，那时
最常听到的，是奶奶讲述的那个千篇一
律的故事：“东山磨磨牙，西山磨磨牙，回
来吃你姊妹俩。”即便已经听了无数遍，
爱哭的我还是立马不哭。爷爷为人忠厚
老实，前半辈子一直靠做小生意养家，收
入微薄，勉强糊口。解放后公私合营，爷
爷不仅分到房产，他本人也进了副食品
公司。所以，爷爷的确是真心拥护新政
府，感激那个新时代的。在我的记忆中，

“文革”伊始，每到吃饭的时候，我们家的
一个日常功课是，大家围坐在饭桌前，听
候爷爷的口令，全体起立，合唱《东方
红》。唱《东方红》时的爷爷显得很肃穆，
也很虔诚，他态度谦卑，垂手恭立，唱到
动情处，眼中甚至还常常闪现着泪花。我
和姐姐、妹妹虽然均为这种庄严的阵势
感到有一点可怕，但内心深处却又未免
觉得有些好笑——— 想笑，却又不敢笑，只
是埋下头来匆匆吃饭，然后，跑到外面尽
情撒欢去也。

当然，老宅留给我更多的，还是那些
温馨、快乐的画面。老宅不大，能利用的
地方基本都利用上了。记忆最深的是位
于堂屋左手的那个小花园，它以树枝、秫
秸编织而成的篱笆作围墙，从外面看，里
面花木繁盛，枝叶掩映，可谓密不透风，
但走进去却是别有洞天，沿着屋墙边的
小径走到尽头，居然还有一个逼仄的厨
房。夏天，荫凉的花园自然不失是一个消
暑的好去处，尤其是玩“捉迷藏”，随便找
个角落蹲下，总能让那些邻居家的孩子
找上半天。冬天，我们会躲进春意融融的
厨房，争着抢着帮奶奶拉风箱，不仅身上
暖和了，有时还会得到奶奶的奖赏。当
然，下雨或者落雪的时候，我们大多会转
移到封闭的门楼过道里玩耍，相比而言，
这里的空间更为阔大一些，也更适合玩
诸如“木头人”之类的户外游戏。

古城里曾经有过许许多多的老宅和
老屋，它们青砖灰瓦，曲径幽窗，房顶上
长满了各种杂草，显示出一种独特的岁
月年轮。我一直觉得，所有的老宅和老屋
其实都有自己的生命，它们都是通灵性
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虽然其
中未必会发生聊斋故事，却总会有一些
有趣、好玩的细节，令人怀想，让人难忘。
所谓“红尘世界”，所谓“人间烟火”，其实
也都是与这些老宅和老屋的存在密不可
分的。

但是，很遗憾，今天的人们似乎再不
珍惜老宅和老屋了——— 老屋说拆就拆，
老树说砍就砍。他们不愿再倾听老宅对
历史的诉说，不愿再凝视老屋对过往的
重现。一切让人心安心静的东西，都显得
那么不合时宜。如果说每一代人的情感
都要有所附着，失去了老宅和老屋，我不
知道，我们这代人的情感又要附着何处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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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糖纸，烟盒，拨浪鼓；弹弓，
瓦屋，琉璃弹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它们可是一代人童年生活中的最爱。
作者王淼见证了那个逝去年代的许多老
游戏、老玩具、老物件，乃至老屋、老宅、
老建筑，也写下了儿时的风物、民俗。虽
然多是童年的微末小事，但作者力图写
出时代背后沉甸甸的东西，多一些言而
无尽的意味。“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
走，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今
天起，本版刊发“旧时光”专栏，请读者朋
友一起回味光阴的故事。

在台儿庄东部与江苏邳
州交界处，有条陶沟河，发源
于兰陵县马庄村北部山区，全
长31公里，满河芦苇玉立，葱
茏繁茂。在这原生态的湿地美
景中，有座古老的石桥格外引
人注目。这桥原先淹埋在水底
淤泥中，2015年被清理出水面，
露出桥面之上的累累车痕。

《台儿庄区志》记载：“陶
沟桥位于台儿庄东3公里的陶
沟河上，乾隆年间建。桥长108
米，宽4 . 5米，两端均筑50米引
桥。桥为全料石结构，中间两
墩各雕一龙，呈戏水之态。抗
战时期，一龙尾被日机炸掉。
今桥已残毁3处。”

当年修桥的石碑也从河
底打捞出来，立在陶沟桥西
端，碑名为“重修陶沟桥记”，

为清朝光绪三年立，碑文依稀
可见，大意为，清嘉庆初年，谭
成洛因见两岸来往行人不便，
决心修桥，解囊捐资万余串，
动工建桥，可是尚未完成谭成
洛病故。两个儿子继承父志，
终于把桥建成。由于常年风雨
剥蚀，车马践踏，桥面损坏较
重，其孙谭秀东又自捐资千余
串，加以修葺。谭家父子建造
陶沟桥的义举，受到嘉庆皇帝
的恩赐和嘉封，御赐骑尉、监
生和捐职千总户职务。当地乡
绅也自发捐资竖起“功德碑”
以示纪念。

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爆
发，中国军队的第二集团军和
第六十军先后在此布防，日军
飞机将陶沟桥炸毁成三段，一
龙尾也被炸掉。后来，桥东头

的史庄有个大户人家，用木桩
当桥墩，用秫秸当桥梁，秫秸
上面囤土，简易地把炸毁的三
段桥修复起来，桥上只能走行
人，不能过车辆。时间久了，秫
秸腐烂，当地的人们渐渐地就
用土把桥孔给填平了，剩下的
石桥也只有没被炸毁的西头
这一段。

随着岁月的流逝，陶沟河
河床淤泥越积越高，古老的石
桥也被淤泥淹埋。在回族老人
马福同锲而不舍的呼吁下，
1985年、2008年苏鲁两省合力建
造了第二、三座新桥。被从淤
泥中挖掘出来的陶沟河石桥，
经过一二百年的风雨侵蚀，已
没有了往日的雄伟壮观，留下
的只有河中桥段的原型，东西
两头的引桥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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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沂蒙六姐妹”在纪念孟良崮战役胜利50周年时的合影（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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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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