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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叶红岩曳小说中刘思扬
的人物原型曰他出身豪门袁却怀
着赤子之心投身革命曰 他高吟
叶就义诗曳在白公馆英勇就义袁年
仅 28岁遥 他袁是刘国鋕遥

刘国鋕袁 四川泸州人袁1921
年出生于当地名门望族袁1939
年高中毕业后就读西南联合大
学经济系袁1940 年在学校加入
中国共产党遥

1942年袁 刘国鋕从昆明到
重庆找党组织袁被介绍给中共南
方局青年组的刘光袁从此他就在
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袁以四川省
银行经济研究所资料室工作人
员的公开职业作掩护开展工作遥
1945年加入民盟后袁 他积极参
加并组织青年抗日民主活动遥

1947 年 2 月 28 日袁叶新华
日报曳被迫撤退后袁刘国鋕大力
协助叶挺进报曳的出版发行遥同年
6月 1日袁国民党在成渝两地进
行大逮捕袁仅重庆一夜之间就逮
捕爱国民主人士尧 进步教授尧学
生尧记者达 200 余人袁刘国鋕终
日奔走袁领导抗暴游行尧营救野六
一冶大逮捕被捕师生遥 不久中共

重庆市委决定成立沙磁区学运特支袁 他任书
记遥

1948年 4月袁因叛徒出卖袁刘国鋕不幸被
捕遥 在酷刑面前袁刘国鋕没有屈服遥 他牙关紧
咬袁大汗淋漓袁一言不发袁弄得敌人无法审讯袁
只得将他戴上脚镣袁投入监狱遥

1949年 11月 27日袁 刘国鋕在国民党特
务的大屠杀中殉难遥 就义时袁他大声高呼野社
会主义一定胜利浴革命一定成功浴中国共产党
万岁浴 冶

泸州市委党研室副主任官燕介绍袁 为了
更好地纪念刘国鋕袁今年 5月袁她与同事特地
前往重庆渣滓洞查阅珍贵资料袁 并亲自将其
中的重要资料一一手抄回来存档遥

刘国鋕的未婚妻曾撰文回忆袁 他们在狱
中时袁刘国鋕曾对她唱起俄罗斯歌曲叶光荣牺
牲曳遥 野他的声音是那样深厚尧高昂尧动听袁他的
歌像是在向同志们宣誓院 他决心同敌人作殊
死的斗争袁直到抛弃头颅遥 冶 袁秋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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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风雨沧桑三个世纪 苦
等丈夫七十五年冶遥 这是发生
在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诞生
地尧共和国摇篮尧中央红军长
征出发地瑞金市叶坪乡光荣
敬老院袁被网民称之为野共和
国第一军嫂冶陈发姑的真实故
事遥

陈发姑于 1894 年 10 月出
生在瑞金武阳区石水乡下山坝
大屋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袁出
生不到 7个月袁 母亲就撒手人
寰离她而去遥 两岁时袁不堪重负
的父亲就把她送给同乡上山坝
穷苦人家朱家独子朱吉薰做童
养媳遥 从此袁 两个小孩青梅竹
马袁感情甚笃遥 1913年初袁在陈
发姑 19岁时袁他们俩结成了恩
爱夫妻遥

毛泽东尧 朱德指挥苏区军
民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尧
二尧三次围剿后袁在瑞金创建
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袁成立了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遥 当年底袁中央红军开展了
野扩红运动冶袁已是村妇女工作
队长的陈发姑动员丈夫参加
红军遥 在苏区期间袁丈夫跟随
红军部队转战南北袁而她也组
织了二十余名妇女姐妹筹粮
筹款袁 为红军指战员缝制军
衣 尧编织斗笠 尧打草鞋 尧洗衣
裳袁到红军医院帮助照顾伤病
员袁 被红军官兵称为 野红军
嫂冶遥 那时袁夫妻俩虽然两地分
居袁但一年中还是能见上一两
次面遥

红军长征前夕袁 苏维埃政
府动员各级筹集准备部队行军
物资遥 陈发姑所在的妇女队也
接受了打草鞋支援红军北上的
任务遥 她曾经对采访她的记者
说院野当时形势非常紧迫袁 我们
每个妇女队员每天都要打草
鞋袁 刚开始时是每人一天 20
双袁 后来又增加到每人一天 36
双袁经常通宵达旦遥 晚上蚊子太
多袁作坊内又很闷热袁要靠点檀
香驱赶蚊子袁 有时是蚊子赶跑
了袁人也熏晕了遥冶1934年 10月
初袁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袁驻
扎在苏区的红军被迫转移袁朱
吉薰所在部队奉命北上袁 开始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遥
临别前袁 陈发姑赶紧到集市上
扯了几尺布袁 为丈夫缝制了一
套衣服袁做了一双布鞋遥 临行前
夜袁 丈夫反复叮嘱陈发姑院野目
前革命形势比较复杂袁 这次部
队开赴前线袁 不知何时才能回
家遥 以后如果有人跟你说我光

荣了或变心了袁你都不要相信袁
等到革命胜利那一天袁 我一定
会回来的遥 冶她也安慰丈夫说院
野你放心吧袁我一定不会听信别
人说东道西袁 我一定要等到你
回来遥 冶

红军离开后袁 国民党军队
攻占了瑞金袁 并对革命群众和
红军家属进行了疯狂的迫害遥
陈发姑不幸被捕袁 她既是苏区
干部袁又是红军家属袁敌人对她
严刑拷打袁施以酷刑袁逼她声明
脱离革命队伍袁与丈夫离婚遥 陈
发姑几次昏死过去袁 但她从不
屈服遥 她挺过了敌人的折磨袁坚
强地活了下来遥 因为她坚信袁革
命一定会胜利袁 丈夫总有一天
会回来遥

爱情是美丽的袁 思念却是
难奈的遥 为了给丈夫做点什么袁
她在丈夫走后的那年打了第一
双草鞋遥1937年冬天袁与发姑相
依为命的婆婆因病无钱医治撒
手而去袁 而国民党当局对红军
家属征缴 野追逃费冶 又苦苦相
逼遥 没办法袁她只好走上了颠沛
流离的逃亡生涯遥

逃亡的日子居无定所袁风
霜雨雪遥 由于没有生育一子半
女袁 使得她更加特别地想念自
己的丈夫遥 红军离开瑞金后的
那年除夕袁 她孤身一人逃到拔
英乡的面寮口深山中的破寮子
里袁与风相伴袁挖野菜甚至摘草
充饥遥 突感一寸相思千万绪袁生
离死别两凄凄袁 在这千愁万绪
的心境里袁 她为离别后的丈夫
打了第四双草鞋袁 并独自哼唱
起那首送别丈夫时的瑞金山
歌院野哇哩渊说了冤等你就等你袁
唔渊不冤怕铁树开花水倒流遥 水
打石子翻转身袁唔渊不冤晓我郎
几时归钥 噎噎冶希望能用歌声把
远去的丈夫唤回遥

十五年的逃亡生涯心酸而
又悲苦浴 十五年来袁她逃到拔英
乡的深山老林里给伐木工人做
饭袁 逃到福建省的四都给人家
挑竹蔴袁 逃到长汀县古城镇跟
着别人砍柴卖袁 最后逃到叶坪
乡的大户人家做佣人遥 但是不
管岁月如何更迭袁 她坚持守望
丈夫的初心从未改变遥

全国解放后袁 当年与丈夫
一起参加长征的瑞金籍幸存者
陆陆续续回到家乡遥 可是陈发
姑的丈夫却没有一点音讯遥 有
人暗示说她的丈夫可能在长征
途中失踪了袁也可能牺牲了袁劝
她趁着年轻改嫁遥 但她始终坚
信丈夫没有死袁也不会死遥 可能

还在执行着某种既不能回家袁
也不能通信的特殊任务遥 等到
任务一完成袁 他一定会回来遥
1958年春袁已经 64岁的陈发姑
挑着 24 双草鞋住进了叶坪乡
光荣敬老院遥 从此袁她常常倚在
门槛上袁 哼着为丈夫送行唱过
的叶送郎当红军曳歌曲袁眺望村
口袁望眼欲穿遥 每当有人来到敬
老院袁 她都要悉心打听丈夫的
下落遥

信守着那份承诺袁 等待着
重逢的喜悦遥 爱能使人痴迷袁
也能给人以力量遥 在入住光荣
院的日子里袁陈发姑依然坚持
每年的除夕为丈夫打一双草
鞋遥 每次敬老院有上级领导或
媒体记者来访袁她最先问的第
一句是院野有没有我家吉薰的
消息遥 冶2006年 5月袁中国首届
红歌会剧组来录制她演唱的
叶送郎当红军曳歌曲时袁她还风
趣地对工作人员说院野如果我
家吉薰回来了袁我请你们吃喜
糖遥 冶2008年 9月 12日是农历
8 月 13袁 也就是中秋节前袁这
位历经沧桑三个世纪袁痴等丈
夫七十五年袁被人誉为野史上
最牛军嫂冶袁 年龄已经 115 岁
的革命老人掰开一小块月饼袁
自己吃一半袁 特意留一半后袁
最终还是没有等到丈夫的归
来袁只留下床底下那七十五双
用血泪编织的草鞋和那半块
月饼袁带着无尽的期盼和终生
的遗憾溘然长逝遥

七十五年独饮那份孤独袁
七十五年坚守那份爱情袁 七十
五年风云变幻人非物故袁 七十
五年心路不改坚贞如一遥 七十
五年的沧海桑田袁 从青丝等到
了白发袁七十五年的无情岁月袁
夺走了老人双目的光明遥 为使
老人晚年幸福袁 党和政府以及
社会各界给予老人无微不至的
关心袁国家民政部尧江西省委尧
省政府尧赣州市委尧市政府及瑞
金市委尧市政府曾多次看望尧慰
问陈发姑老人遥 2006 年 3 月袁
叶坪乡党委尧 政府专门组织了
党员干部与老人结对联亲活
动袁从书记尧乡长到一般工作人
员袁 都主动把老人认护为自己
的奶奶尧外婆尧姑奶来孝敬袁经
常带着自己的子女到敬老院
野走亲戚冶袁逢年过节期间袁他们
都会相邀一起陪护老人遥 在叶
坪光荣院工作人员的照料下袁
老人健康百岁袁安度晚年遥直到
逝世前一刻袁 她仍是谈笑风生
噎噎

阴杨青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