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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知道河北沧州有一个黄骅
市，却未必知道这座城市是以抗日英
雄黄骅的名字命名的。1943 年 6 月时
任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教
导六旅副旅长的黄骅，在新青县大赵
村开会时被叛徒杀害。1945 年 9 月为
纪念黄骅烈士，新青县改名为黄骅
县。1989 年撤县设市。
英雄的事迹彪炳青史，英雄的身
后事同样可歌可泣、荡气回肠。
黄骅有一男两女 3 个孩子，儿子
和大女儿寄养在百姓家，黄骅牺牲时
小女儿尚未满月，后随母改嫁。1953
年大女儿黄延冰在山东找到，可惜
1955 年就病逝了，年仅 15 岁。小女
儿黄鲁彬在母亲临终前知晓了自己的
身世，后由刘姓改回黄姓，并于
2012 年由黄骅市政府安排举家迁至
黄骅。2015 年 9 月 3 日，黄鲁彬作为
抗战英烈子女代表受邀参加了纪念抗
战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只有儿子黄
自威一直下落不明，去向成谜。
有一天与朋友小聚，我的同乡、
河北日报驻邢台站站长王永晨跟我
说，你知道黄骅的儿子在哪里吗？就
在咱们平乡！
闻此消息，不啻耳畔响了一声炸
雷，令我震惊！一直下落不明的黄骅
儿子不仅找到了，而且居然就在我老
家！从时间和空间都似乎距我遥远的
黄骅霎时拉近了距离。
在朋友们的安排下，我和在石家
庄打工的黄骅长孙黄俊友见了面。这
位当过兵、立过功的中年男人，五十
多岁，身材高大挺拔，相貌俊朗，尤
其是那一副眉毛，浓而密，黑而长，
平添了几分英气。
话匣子一经打开，便如滔滔江
水，穿过岁月的云烟，如泣如诉如歌
如吟的往事在眼前铺展开来。

一
2015 年 的 一 个 夏 天 ， 黄 俊 友
——那时他还叫张俊友——开车去鸡
泽县东三陵村给一个用户送冰箱，他
在县城开着家电门市部。
用户在田里干活未归，用户家对
面是村部，天太热，张俊友先到那里
歇歇凉。进到屋里，看见桌子上有一
张 《人民日报》。闲着没事，张俊友
附过身去看报。忽然，那篇怀念黄骅
烈士文章中的照片强烈地吸住了他的
目光，他的心中一颤，怎么这个人这
么面熟，跟我父亲这么像！
黄骅，他只听说过沧州有一个黄
骅市，第一次知道黄骅还是个人名。
张俊友心跳如鼓，出了一身大
汗。待和用户交接完毕，他顾不上吃
饭，迫不及待开车直奔鸡泽县委组织
部，在那里，他查到了这样关键的
历史资料：“黄骅在东进途中，将孩
子寄养在太行山脚下一位百姓家中。”
黄骅烈士寄养过孩子，而父亲正
是当年八路军寄养的孩子！至于“太
行山脚下”，虽然自己的村庄——平
乡县南董庄是平原，但往西离太行山
也不是太远。莫非，黄骅就是一家人
寻找多年的亲人？张俊友一夜无眠。
张俊友的女儿在网上查到了另外
一个重要信息，2007 年黄骅市一名
老干部王新华找到了黄骅烈士的小女
儿刘 （黄） 鲁彬，黄鲁彬也到黄骅市

儿时的记忆总让人难忘。上世纪
70 年 代 初 期 ， 我 家 搬 进 了 “ 公 房
里”。这是一幢青砖青瓦盖的两层楼
房，里面住着十几户南下军人和地方
干部。“公房里”坐落在城郊，周边
被成片的橘林和农田环抱，除了不远
处有几家农户，很少有外人出入。
那个年代，住公家造的房子，表
明这家人是吃公家饭的。因此，我们
这些孩子被那些农户羡慕地称为“公
房里”孩子。
春天来了，田野里遍地黄花，含
苞的橘花也披挂一树，一朵紧挨着一
朵，娇羞地藏在郁绿的橘叶中。暖风
细雨后，花苞绽放，一朵五瓣，尽情
享受着雨水后的温情。黄昏，站在楼
上放眼望去，橘林连绵不断，薄如轻
纱的橘花开满了枝头，星星点点，在
日落余晖映照下显得更加柔美。清
幽、沉郁的花香，似远似近，飘洒回
旋，沁人心脾。坐在窗前写作业的孩
子们被阵阵清香撩得心里痒痒的，丢
下作业，偷偷溜进了橘林。
成片的橘林铺天盖地，一望无
际。站在树下，微风吹过，橘枝摇曳
着身姿，橘花随风飞舞，落下的花瓣
暗香残留，与挂在枝头的橘花遥相呼
应，使人宛若醉入了花的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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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亲。黄骅市厚待英烈的后代，将黄
鲁彬一家从杭州迁到黄骅，安排了工
作、住房。
张俊友辗转获得王新华的电话，
打过去，那边问：“你是不是姓张？”
原来王新华已从有关档案里获知黄骅
寄养孩子的人家姓张，但仍不知具体
的县份。张俊友一听，眼泪夺眶而
出，赶紧说：“是，是！”但深聊之
下，一些年龄、年份等有关细节尚不
能完全对上，此事暂时搁浅。
多少年来，张俊友为了寻找爷
爷，走了多少烈士陵园，参观了多少
纪念馆，搜寻了多少资料，都记不清
了。但他坚信，这一次比任何时候都
接近目标，自从看到黄骅烈士的照片
起，那种血脉的亲近感、认同感时刻
萦绕在心里。他对着天空说，爹，我
一定替你找到父亲，找到我爷爷！

二
张俊友的父亲叫张书振，已于
2010 年去世。张俊友对父亲临终前
的一刻刻骨铭心。父亲躺在床上，已
无法说话，浑浊的眼睛一直睁着，似
有无限心事要交代。张俊友是长子，
太了解父亲，他说：
“爹，你是不是还惦
记着找老家啊？你放心吧，我一定找
到！”父亲眼角默默淌下了两行泪。
张书振，原名黄自威，1937 年
12 月 4 日出生于延安。1940 年 4 月 20
日被黄骅夫妇寄养在平乡县南董庄农
民张文起王月秀家中，后来，这一天
就成了他的生日。
那时正是春天，麦苗蹿出老高。
黄骅被上级从山西晋西支队调往鲁西
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兼第三分区司令
员，开辟敌后根据地。途经平乡县，
和日军打了一场遭遇战，战争环境如
此残酷，黄骅夫妇无奈将不满 3 岁的
儿子就地托付给地下党寄养。接受这
项任务的是我党地下交通员张素兰，
南王庄人。她思前想后，在夜色的掩
护下，抱着黄自威和一个黄布包袱来
到她的娘家南董庄，把孩子郑重托付
给哥哥张文起和嫂子王月秀，这是她
最放心的人。她对哥嫂说，这个孩子
是八路军首长的骨肉，你们要当成自
家孩子养，而且绝对要保密，对外就
说是商人的孩子。包袱里有 20 块大
洋，是抚养费。王月秀对张素兰说，
放心吧妹妹，俺就是舍了自己的命也

要把这个孩子好好抚养，等有一天囫
囵个 （完好） 交给人家爹娘。
张家夫妇有两个女儿，一个十二
三岁，一个尚在襁褓中。所以，张家
抱养一个男孩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分
引人注目。为了让这个来历不明的男
孩有一个合理的存在理由，王月秀绞
尽了脑汁，并给孩子起名叫张书振。
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有一天村
里来了一群皇协军，把王月秀吊在树
上毒打，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逼问她家男孩的来历，是不是八路军
的孩子？王月秀咬紧牙关，一口咬定
是自己亲生的。皇协军见问不出结
果，决定将王月秀带小孩一块枪毙。
正在这危急关头，张素兰任皇协军队
长的儿子一路鸣枪快马赶到，说这个
孩子就是妗子亲生的，并喝令他们以
后不许再找这个茬。实际上，张素兰
儿子明里任伪职暗里为八路军做事。
张家带着使命和承诺把张书振当
成亲生儿子精心养育，有一口奶一口
吃的都先尽着他，宁可委屈了自己亲
生女儿，以致小女儿因饥病夭折。
1943 年，平乡发生大灾荒，旱灾，
蝗灾，又加上霍乱，死人无数。张文
起这一年不幸离世。随后不久，大女
儿也因产后风病故。几年间张家只剩
下王月秀一人，从此张书振母子两个
相依为命。
有一天，南董庄来了一个神秘人
物，穿长衫，戴礼帽，一副阔财主的
打扮，村头还有两匹高头大马、一个
随从等候。此人在街头玩耍的孩子中
间，一眼认出了张书振，抱起来端详
着，流出了眼泪。这人给每一个孩子
发了一块糖，多给了张书振几块，啥
都没说就走了。村里多人目睹了这一
幕。此时张书振已五六岁，多年后他
仍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怀疑这人就
是自己的亲爹，一直后悔没有跟着
走。其实此人就是黄骅，在执行任务
时顺路看看孩子，这是他牺牲前最后
一次见到儿子。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张书振的生
父和养父死于同一年。

三
张书振经王月秀的精心抚育，还
有村里多个党员家庭的关怀照顾，在
平乡这块土地上慢慢长大成人。他当
过儿童团团长，18 岁就担任村大队

长，在北京门头沟当过煤矿工
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在这里他还
人，因受伤回平乡当粮站管理
看到了奶奶顾兰青的照片，心里一
动，觉得和自己很像，尤其是大妹妹
员，后又回村务农。
我是谁？我的亲生父母是
张俊英如果戴上军帽就更像了。
谁？我的老家在哪里？这是张
张俊友对陵园值班人员说，希望
能和黄骅烈士的女儿黄鲁彬取得联
书振一辈子萦绕在心底的困
惑 。 张 书 振 多 次 询 问 王 月 秀 ， 系，并留下了自己的姓名电话。
没想到，张俊友刚离开黄骅市没
因战时保密，王月秀只知道他
的父母是八路军，但也说不清
两天，黄鲁彬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先
问是否姓张，再问张父寄养的时间，又
具体是谁。张素兰等知情人都
问有多少块银元，一番试探、交谈，
去世了，这一切都成了谜。
一切都严丝合缝对上了！隔着看不见
事实上，黄骅的妻子顾兰
青 1949 年 后 也 寻 找 过 孩 子 们 ， 的电波，双方泪飞如雨，泣不成声。
七十多年的寻找和思念，苍天有眼，
并找到了寄养在山东的大女
儿。她也来平乡一带找过儿子
终于，终于在那一瞬间化为了圆满！
2019 年 4 月 3 日，张俊友和姑姑
黄自威，但因各种原因，阴差
黄鲁彬在黄骅见面，血浓于水，亲情的
阳错未能如愿。顾兰青在生命
感应，血脉的力量，令一切陌生感消遁
的最后时光，告诉唯一生活在
无形，似乎双方早就是家人一般熟
身边的女儿黄鲁彬，她还有一
稔。当晚张俊友就住在了姑姑家里，
个哥哥叫黄自威，嘱咐她要想
次日和姑姑一家到爷爷当年牺牲地大
办法寻找。黄鲁彬通过报纸登寻人启
事、上央视 《等着我》 等方式寻找， 赵村祭拜，了解了爷爷牺牲的全过程。
但皆如石沉大海。
不久，黄鲁彬带着张俊友张俊财
兄弟还有俊友儿子张松一起，到黄骅
双方都在寻找。党和政府有关方
故里湖北省阳新县认祖归宗。随后，
面也始终在寻找。
张俊友一家在平乡县所在地派出所的
张书振在周边地区找过，跑了不
帮助下改回了黄姓。2020 年 2 月，黄
少地方，一无所获。
俊友当选为平乡县政协委员。
在张俊友心里，奶奶王月秀是一
位伟大的女性。她不仅为八路军养育
五
了后人，还曾是村妇救会主任，带领
一个秋雨绵绵的上午，我开车专
妇女们给八路军做军鞋、缝军衣。有
程从石家庄来到邢台市平乡县南董
一次，村里大喇叭通知党员开会，奶
庄。全部硬化的街道边上堆放着金灿
奶对张俊友说，我也是党员嘞。俊友
说，那你怎么不去开会呀？奶奶神秘
灿的玉米棒子，停放着不少小轿车。
在以王月秀名字命名的“月秀胡
地一笑，我跟他们不一样啊。后来分
析，可能奶奶是地下党，后来与组织
同”，有张书振生活过的老宅院和二
层小楼，显示着生活的富足。我由衷
失去了联系吧。
感慨，如果黄骅将军地下有知，看到
1976 年 王 月 秀 病 故 。 弥 留 之
际，她拿出四块银元交给张书振， 他的子孙过上这样的幸福光景，定会
说，你爹娘当年留下 20 块银元，我
含笑九泉，他当年为革命奋斗牺牲不
就是为千百万人包括他的子孙过上好
没舍得花完，留作信物，或许还能找
日子吗？
到他们。
埋葬着张文起、王月秀和黄自威
多年的寻找没有结果，张书振渐
渐淡了继续下去的心思，只深深埋在 （张书振）、袁福花的两座坟茔在田野
里隔路相望，翠绿的青草瓜蔓爬满坟
了心底。一天夜晚，张书振带张俊友
头，一旁颇似黄菊花的洋姜开得灿
去邻村看电影 《英雄儿女》。电影里
王芳有两个爸爸，张书振对儿子说： 烂，柳树柏树葱茏茂盛。两座坟茔都
“唉，我也有两个爸爸啊，一个农民
用石栏围起，墓前矗立着平乡县人民
政府 2019 年农历十月立的深红色石
爸爸，一个八路军爸爸。”
碑，上端的红五星格外醒目亮眼。一
当我看到张书振的照片时，深感
个上书“革命老人 拥军模范”，一个
惊奇：一个白发老农，身板挺直，器宇
轩昂，眉宇之间流溢出一股凛凛英气， 镌刻“革命先烈遗孤”。在村支书张
伟的陪同下，我打着雨伞踩着泥泞的
应了他的本名不怒“自威”。令人不能
土地，分别在两个墓前敬献了鲜花，
不感慨英雄的基因真是天生的强悍。
深深地三鞠躬。
四
我在花店选的鲜花叫马蹄莲，因
状如马蹄而得名，素洁，高贵，温
张书振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的生身
馨，寓意怀念和敬爱。它一般在春天
父母是谁，留下终生遗憾。但是，他
开花，却在秋天盛放了，算是迟开了
这一未了的心愿，儿子张俊友帮他完
成了。
吧。我心念一动，感觉到另含一层
深意。
自从 2015 年在报纸上见到黄骅
黄骅原名黄金山，1930 年参加
的照片，张俊友就打心里已经认定黄
骅就是他和父亲多年寻找的亲人。 红军时，负责招兵的何长工见这个小
2019 年大年初二，天空飘着雪花， 伙子生龙活虎，就说：“你就像一匹
张俊友在北京女儿家里过年，忽然萌
骅骝骏马，将来一定驰骋疆场。我给
你改个名字，就叫黄骅！”骅，即赤
生了一个念头，带着儿子张松冒雪直
色的骏马，属于中华。
奔黄骅市烈士陵园。
迟开的马蹄莲，终还是开了。它
张俊友在黄骅事迹陈列前沉浸流
连：黄骅，1911 年出生于湖北省阳
为黄骅而开，为黄骅一家而开，为那
些驰骋疆场的先烈们而开，不仅开在
新县，参加过长征，1943 年在如今
原野，而且开在心底，永不衰朽，永
的黄骅市牺牲时才 32 岁，2014 年入
葆馨香。
选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 300 名著名抗

橘子红了
陈 娓
橘花开过，橘条上就冒出小果
子。刚结的果子只有豌豆大，青青
的，硬硬的。生长的过程中，不断有
夭折的果子掉在地上，这些过早凋零
的青果子，我们称它为橘胚。据说橘
胚可以做中药，当时的日杂公司收购
这些橘胚。于是，捡橘胚便成了我们
这些孩子最大的乐趣。孩子们一放学
便会约上几人，提着小竹篮钻进橘林。
橘树成行成列，整齐划一。树根
粗矮，树干苍劲，树叶茂盛。一进入橘
林，顽童们便忘了捡橘胚的初衷，穿梭
在橘林间，捉迷藏、抓知了、掏鸟窝，流
连忘返，不知不觉太阳落山了。
从橘子成形那天开始，橘农就入
驻橘林，轮流值班守夜。橘子成形到
成熟这段时间，闲人不许进入橘林，这
个时候，橘林是最清静的。
橘子熟了，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
果香。橘林里一盏盏“红灯笼”沉甸
甸地挂满枝头，黄澄澄的，一派“看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磅礴气势。

我们抑不住内心的兴奋，不断萌发私
闯橘林的冲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黄岩的橘子
非常“吃香”，产量位居全国第一，
是名副其实的橘乡，全国闻名。生在
橘乡，尤为自豪，无论在哪里，人们可
能不知道台州，但必定知道黄岩。“黄
岩蜜橘”响当当，天下人谁不晓得。
橘子的品种繁多，成熟期不同，
口味也不同。最先挂红的是早橘，早
橘吃起来松软，有一股淡淡的芳香；
无核橘，产量多、周期长，分早、
中、晚三熟，橘肉水分充足，口感丰
满醇厚，几乎雄霸整个橘天下；本地
早吃起来最香，黄岩至今流传这样的
俗语：“吃功本地早，讲功饭店嫂”，
这是对本地早最好的褒奖；乳橘，也是
我最喜欢吃的橘子。橘肉细软，个小，
皮薄光滑，看上去玲珑有致，握在手
心，娇柔得让人不忍用手去剥。唐宋
时期，乳橘作为朝廷贡品，被誉为天下
第一果；朱红，顾名思义，从里到外都

呈朱红色。朱红香气馥郁，室内只要
有人剥开朱红，房间里便清香四溢；
最晚熟的便是槾橘了，个大皮粗，橘
肉水分充足，存放的时间长。
从中秋到腊月，都是橘子收获的
季节。每一次采摘，橘林一派忙碌的
景象，男女老少齐上阵，摘橘的摘
橘，装筐的装筐，搬运的搬运。我们
也去凑个热闹，给树上采摘的人递个
橘篓，把落在地上的橘子捡回橘箩，
这样不仅能吃上一通，还能兜起衣襟
带回一些。回家后，小伙伴们便挑几
个大个的橘子，用针在橘子上戳成篮
子的样子，剥掉多余的橘皮，小心地
取出果肉，剩下镂空的橘皮便成了一
个小橘篮。“公房里”孩子人人都会
做橘篮，但取橘肉可是个细工活，稍
不留意便会撕破橘皮，前功尽弃。男
孩子没那份耐心，往往做到一半就泄
了气跑开，而女孩则会做出很多花样
来。在篮柄刻个花或把篮口雕成水波
纹，托在手心，比一比，赛一赛，就

像完成一件工艺品，极有成就感。
采摘完毕，橘子一箩筐一箩筐地
装上手拉车，我们尾随车后一直跟到
永宁河澄江埠头。埠头上泊满了摇橹
船，搬运工挑着担子忙碌地穿梭在埠
头与船舱。船上橘子装得满满的，水
快淹到舷帮了，船老大们才摇起橹开
船。木船一条连着一条，河面一浪赶
着一浪。橹板划水的声音轻柔、舒
缓，此起彼伏，犹如轻音乐，让人听
得沉醉。几十条船，首尾相接，远远
看去犹如一条长龙舞动着雄爪在澄江
漫游。
岁月流逝，当初的“公房里”孩
子已经两鬓斑白。“小伙伴”相约再
回故地时，往事仿佛触手可及，而门
前那一览无尽的橘林已被一座座住宅
塞得满满的。公房还在，却已破旧不
堪，墙上青苔斑驳，刻画着雨浸风蚀
的苍凉， 但每一块青砖青瓦都承载
着半个世纪的记忆，讲述着橘林里的
那些故事。

爸爸现在住的这间房子让我
印象深刻的，不是屋里装满大小
书柜的书，也不是屋外远处的几
栋华丽高楼，而是阳台上两盆常
年花开不息的粉色日日春。
日日春花结构超级简单，只
有一层，几瓣丝绸般的叶子环绕
一点颜色略深的花心。这是世界
呈现给我的第一朵花。无论是在
老家，在台湾，还是在美国加
州，日日春花以各种色彩，牵动
我几十年不变的记忆和乡心。
爷爷是惠安石匠，奶奶是惠
安农女。虽是“粗人”，但他们
终生爱花，特别是爷爷。不知是
巧合还是爷爷刻意挑选，我 9 岁
那年住进去的那栋平房，外面庭
院的 4 个角分别有 4 棵植物：夜
来香、色叶 （一种叶子有混合颜
色 的 观 赏 植 物）、 玫 瑰 和 番 石
榴。搬进去没多久，爷爷便在天
井里种了一株月季，并为它编了
一个环形的竹篱。那月季的枝藤
便按着爷爷的意思往上攀爬，芬
芳的月季花覆盖了天井的一角。
月季花下，爷爷做了一张圆圆的
石头桌子 （多年后我探访惠安，
在崇武海滩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
石桌），天气清爽的夜晚，爷爷
就坐在石桌边月季下，喝着茶，
扇着扇子，既赏月也赏花。
爷爷不满足于此，遂请人帮
忙搬来两根石条，架在天井的另
一端。两天之内，爷爷便把十多
盆漂亮的花放在了石条上面。我
记得并叫得出名字的有兰花、菊
花、海棠、茉莉等等。为了搬石
头，爷爷扭伤了腰，还落下了病
根。我出国后，多次梦回天井，
那两根石条，那些花……
和爷爷相比，奶奶比较简单
知足，凡是爷爷添置的她都喜
欢。家里的茉莉花白玉色泽，芳
香无比，样子宛如微型牡丹。奶
奶喜欢它的洁白和香气，时而会
摘一朵别在耳边。兰花的高雅和
淡淡幽香则别有一番魅力。此
外，爷爷还会培植雕刻水仙花。
我不知道石匠出身、会染衣服、
会编竹器乃至后来专职补牙修牙
的爷爷是从哪里学得的水仙栽培
技术。他的耐心更是一流。他一
手栽培出来的水仙，年年在老家
阳台上花枝绰约，如同仙女临风。
和爷爷不同，奶奶对花是雅
俗同赏。爷爷不大把日日春花放
眼里，奶奶却亲手栽了好几株。
这花好照顾，耐干旱，也不怕
涝。一年四季，花期如春。在院
子里花显得有些寥落的季节，日
日春花便大显身手，格外抢眼。
爷爷奶奶相继去世，继承“花
业”的是妈妈。爸爸和妈妈在繁
重的搬家过程中，没忘记将几盆
花带上。这些花就被妈妈养在公
寓楼房外长长的环屋阳台上。在
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子里，行动不
便的妈妈一直照顾着那些花儿。
妈妈崇尚简单，尤爱日日春。出
国之前，她特意为我写了一首镶
嵌着日日春花瓣的骊歌词。
我出国不久后，妈妈就走
了。离乡多年后我回家探亲，见
不到祖父母，也见不到妈妈，只
有那回形阳台上生命力顽强的日
日春，伸展着长长的花枝，抖动
着粉红色的花瓣。蓝空下我凝视
着日日春，便看到了爷爷奶奶和
妈妈的身影，看到他们的音容笑
貌和神韵。
当年天井里石条上其他的花
都已经凋零，或不知去向，唯有
日日春花，执著地在那里守候，
守候着家，守候着我的回归，等
待着和我分享孩提和家的温度。
在国外这么多年，日日春花成了
我记忆最实、感触最深的故土之
花。久而久之，我们既咫尺相
依，也天涯神接。日日春花，用
它柔柔的穿透力，成了我生命里
的 D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