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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凤阳

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
的革命文物中，有一幅红底黑字寿幛：红缎
正中横书“国之贤母”4个大字。这是1938年
7月毛泽东在延安为时任八路军卫生部部
长姜齐贤的母亲姜刘氏七十寿诞所赠。

姜母是湖南娄底老街一位普通民妇，
毛泽东当年为何对她平凡的人生之旅予以
如此之高的赞赏呢 ？

寒门女杰 爱憎分明
娄底老街上， 姜刘氏故居现为娄底中

心城区历史风貌保护单位。 这是一处宅基
不足300平方米的分栋相衔的街衢式晚清
民居， 是姜刘氏白手起家在她37岁那年竞
购的旧铺屋，姜刘氏在这里居住了44年。现
为姜家后人家宅。

姜刘氏清末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出
生于古镇娄底东北郊清浪潭一刘姓贫苦农
家， 从小有姓无名。8岁嫁给贫苦船工的儿
子姜锦春做童养媳，15岁学会驾木帆船，21
岁改行上岸在娄底镇街上蒸酒打豆腐30余
年， 年过半百转型小本经营南货零售20余
年，晚年店铺倒闭，艰难度日。她不识字，但
天资聪颖，记性好，悟性高，会做人、会持
家、会经营、会创业，克勤克俭振兴家道，使
家境由贫困而一度小康。 在与丈夫姜锦春
为创建家业而踔厉拼搏的同时， 她始终注
意家教，涵养淳朴家风，殚精竭虑培养和激
励后人成才，4个儿子都为人忠厚、诚信、讲
孝道、务正业，各有所为，小儿子姜齐贤成
为共和国开国将军。

姜刘氏崇德向善， 心胸开阔， 气质血
性， 爱憎分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受
姻亲李振翩等进步人士的影响， 年近花甲
的姜刘氏思想日渐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积
极支持在湘雅医学院学医有成的姜齐贤加
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长
沙发生“马日事变”，血与泪的现实使善良
正直的姜刘氏对屠杀工农的国民党极度愤
慨和反感，她凭着自己的良知和直觉判断：
共产党是真正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的，
因而心向共产党，信念始终坚定不移、忠贞
不渝。

井冈山，毛泽东与姜齐贤共
话母子情

姜刘氏心口如一， 自有了正确思想倾
向，即见诸行动。她要满媳妇李紫生写信，
敦促姜齐贤一定要走正道， 脱离国民党部
队。姜齐贤接信后，思想上受到强烈震动，
坚定了弃暗投明的信心和决心， 他以军医
身份作掩护暂隐敌营以待时机。 在红军第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1931年9月8日姜
齐贤趁参与“围剿”的国民党第九师惨败溃
逃之机， 毅然带着所在的卫生队全部人员
和医疗器材、药品投奔红军，时年26岁。

1933年春，经军政部部长李卓然介绍，毛
泽东会见了姜齐贤。 两人相见如故， 畅所欲
言。 对母亲的回忆是毛泽东与姜齐贤交谈中
的重要话题之一。 毛泽东觉得姜齐贤话音耳
熟， 问他是哪里人， 姜齐贤说是湘乡神童镇
（娄底镇原名）人。毛泽东笑着说，我们还是
半个同乡哩， 又回忆说：“我读书时游学到
过那里，上过茶园山，进过天籁岩，是个好
地方。”

毛泽东的爽朗感染了姜齐贤， 他说：
“见到你我很激动， 早在10年前我就想见
你。可我内堂兄说你去了上海。”毛泽东问：

“你内堂兄是谁？”“李振翩呀， 他当年是湘
雅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 毛泽东一听说：

“啊！这个李振翩，在湖南驱张运动中，我与
他只差冒穿一条裤子了。”姜齐贤问：“听说
你是湘潭韶山人， 怎么说和我是同乡呢？”
毛泽东答：“我母亲是地道的湘乡人， 你说
我们是不是同乡呀！”姜齐贤恍然大悟。

毛泽东情不自禁谈了自己母亲的许多
事，显示出对母亲特有的崇敬与思念。姜齐
贤曾多次听李振翩说过毛泽东与他母亲的
往事，现在听毛泽东亲说，备受感动。姜齐
贤也不由得谈起自己的母亲，谈母亲8岁来
姜家木帆船上做童养媳、 白手起家创业的
不容易； 谈大革命失败后母亲思想倾向的
转变；谈4年前探亲离家时母亲极力阻止他
返回国民党部队，嘱咐他千万不能参与“围
剿”红军“这种没有良心的事”……他慨然
兴叹，母亲已64岁了，不知何日重逢？

姜齐贤像遇久别重逢的亲人话家常，
毛泽东听得很仔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哲嗣医疗称妙手 领袖题词
寿贤母

因战事频仍，关山远阻，姜刘氏对姜齐
贤参加红军的情况一无所知。 姜齐贤没有
辜负父母的嘱咐， 以自己的精湛医术和高
尚医德， 为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的医疗卫生
工作作出了特殊贡献， 被红军指战员称誉
为“神医”。中央红军长征，姜齐贤担任红一
军团卫生部部长，转战万水千山，出色完成
战地救护、治疗和中央首长的保健任务，到
达陕北后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根据地野战卫
生勤务实施和边区医药卫生工作， 功勋卓

著。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国共

实现第二次合作。1938年4月， 姜齐贤以八
路军卫生部部长身份， 应邀到武汉出席国
民政府召开的全国军队卫生工作会议。自
1929年秋与家人一别，姜齐贤已经9年与家
人音讯隔绝，思乡心切。然而公务紧急，不能
在武汉滞留，更不能回湘省亲，于是按离开
延安时组织的决定， 姜齐贤含泪写了一封
简短家信向双亲大人请安、 问候全家人，简
要告知自己的情况， 委婉而恳切地提出，如
李紫生愿意，希望她带着儿女来延安团聚。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姜齐贤武
汉来信令姜家人欢欣鼓舞。 姜刘氏家国情
怀高尚，深明大义，国难当头之际，她为姜齐
贤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而倍感骄傲与自
豪。暌违9载，望眼欲穿，齐贤身至武汉却未
能回家相见，姜刘氏虽深以为憾，但亦能放
眼思量，释然于心。在姜刘氏鼓励和支持下，
李紫生义无反顾带着15岁的女儿姜平和9
岁的儿子钧寰克日启程， 千里迢迢抵达延
安。

据姜平日后根据父亲回忆写的文稿记
述：

1938年7月的一天， 姜齐贤向毛泽东、
朱德、林伯渠汇报完工作，毛泽东风趣地问：
“齐贤同志， 听说你和你的家属胜利会师
了？”“胜利会师了，感谢组织的关心。”姜齐
贤高兴地回答。

在井冈山、在长征路上、在延安，姜齐贤
经常同毛泽东谈到母亲， 毛泽东对姜母印
象深刻，关切地问道：“你母亲她老人家身体
还好吗？”“母亲身体还好，快满七十了，很想
念我。她来信殷殷鼓励我努力工作，为抗日
救国竭忠尽智， 一定要将日本侵略者赶出

中国。”姜刘氏崇高的爱国情怀与慈母之爱
令人为之动容。

林伯渠听后感慨系之， 建议道：“齐贤
同志母亲七十大寿在即， 我们是不是向她
老人家表示生日的祝贺？”此言正合大家心
意。于是决定献两幅寿幛，一幅由毛泽东题
词，一幅由朱德题诗，并随赠毛泽东、朱德
各自单照一帧。 工作人员拿来两块各长1.5
米、宽1米的红缎子，磨好墨，润好笔。因林
伯渠的正楷字规矩，故毛泽东请他代劳，林
伯渠提笔按毛泽东说述， 在红缎正中横书

“国之贤母”4个大字，并尊称“姜母刘太夫
人”。毛泽东接着欣然提笔题名落款：“毛泽
东敬祝”。朱德则诗兴大发，亲自挥毫在红
缎子上直书七言绝句一首：“人生七十古来
稀，孟母贤劳说断机。哲嗣医疗称妙手，楼
兰未斩尚戌衣。”

古镇起春雷 忠心报党恩
1938年8月23日（农历七月廿八），是姜

刘氏七十大寿的日子， 姜家收到来自延安
的包裹。打开一看，内有盖着红色印鉴的毛
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两帧照片，还有两
幅大红缎子寿幛， 是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名
的“国之贤母”题词和朱德总司令手书的祝
寿诗。姜家喜从天降、满屋生辉。

消息很快在娄底一带传开。 人们纷纷
前来观看。姜刘氏见大家争先恐后，人多拥
挤， 干脆叫儿孙把照片和寿幛悬挂出来以
供观瞻，让人一饱眼福，大开眼界。

长期以来，国民党把朱毛称为“共匪”，
丑化成凶神恶煞。而今娄底人一睹尊容，才
知毛泽东和朱德如此雍容大度、仁慈睿智、
和善可亲，竟看得起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
亲自为她祝寿，尊称她为“国之贤母”，令人
震惊、感悟与称颂，进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
泛的积极影响， 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抗日
救国热忱。

老寿星姜刘氏深感自己受之有愧，不
住地唠叨：“我这老太婆有何德何能， 竟惊
动了毛主席、朱总司令。他们都是了不起的
大人物，我没为国家做什么贡献，这么大的
荣誉我如何担当得起呀……” 姜刘氏是个
忠厚真诚的人。她把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感
激和爱戴变为自己更好地进步的动力，在
其后十多年人生里，方向更明确，立场更坚
定。在持久抗战的艰难岁月，她寄出家书无
数，鼓励齐贤奋发有为，驱逐日寇，救我中
华。 她把母子团圆的希望寄托在抗战胜利
的日子，谁知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姜家母
与子又是长达4年的音讯隔绝，仍然只能梦
里相逢，乃至母子诀别竟达20年，她老人家
临终仍未能与齐贤一见。

娄底重又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镇公所
大门前那块已摘下七八年的“湘乡县第九
区剿共义勇队”的大黑牌公然又挂出来了，
姜家被列入黑名单，特务盯梢。姜刘氏不屈
不挠，忠贞之心坚如金石，心系延安，漫漫
长夜盼天明。她不惧任何威逼利诱，始终坚
守自己的信念与尊严。1948年，娄底黎明前
光明与黑暗的搏斗进入决战。 姜刘氏因长
期积劳成疾，身体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为防
不测， 她叫儿媳将珍藏了10年的毛主席和
朱总司令赠的寿幛和相片取来， 作为传家
之宝，亲手授予身边的两个儿子好好保存，
一再叮嘱姜家后人要世世代代不忘毛主
席、朱总司令的恩情，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姜刘氏人生的最后几个月痼疾多发卧
病在床，极为关心时局变化和社会动向，坚
信光明必将战胜黑暗。 她听到家人告知长
沙和平解放、第九区人民政府在娄底成立，
特别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
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成立，欣喜若狂。她执拗着要儿孙们扶
着她起床， 坐在靠背椅上在家门前观看街
上的庆祝游行。 她看到欢天喜地的人民群
众敲锣打鼓，高举五星红旗和毛泽东、朱德
画像走过，激动得热泪双流，她为自己有生
之年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而倍感欣慰与自
豪。

1949年10月28日姜母刘太夫人终因久
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2岁。毛泽东主
席11月4日据报即刻亲笔批示：“准假十天，
并致悼意”，让姜齐贤返湘为母治丧。

姜母刘太夫人灵柩归葬娄底市东南郊
今珠山公园南麓原姜氏家族墓园一隅，其
墓今系公园知名景观。 几十年来， 每逢春
节、清明节、三八妇女节和母亲节等节日和
纪念日，前来“国之贤母墓”拜祭的各界人
士络绎不绝。

陈永刚

一般人走在大马路上， 总
难有什么诗情画意； 转头走进
一条小巷 ， 迎面碰上一口古
井、 一扇雕栏， 那感觉立马就
来了。 长沙的营盘路， 大概就
是这么一条老街。

这天， 我们随便一走， 便
邂逅了一位千古英雄———辛弃
疾。

在营盘路赐闲湖巷口的街
心花园里， 一座辛弃疾的雕像
巍然矗立———他牵着战马， 低
头沉思， 俯视着这里的沧海桑
田和世事变迁。

一提起辛弃疾这个名字，
总会立刻联想起脍炙人口的宋
词佳句 ， 如“众里寻他千百
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
阑珊处” “凭谁问 ， 廉颇老
矣， 尚能饭否” “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但是，
辛弃疾可不只诗词写得好， 他
还是宋朝少见的文武双全的人
才， 并且在800多年前和长沙
有过一段亲密接触， 在这里操
练了一支战斗力强悍的“飞虎
军”， 留下了一个沿袭数百年
的地名营盘街。

南宋时， 长沙处于其版图
的中心位置， 如一道雄伟的屏
障屹立在都城临安 （杭州） 的
西部， 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
要。 正因为如此， 当时的许多
牛人都曾担任过长沙的一把
手。 那时长沙叫潭州， 潭州的
一把手， 官名是知潭州兼湖南
路安抚使。

宋朝南渡后， 第一个被派
到长沙当一把手的是南宋抗金
派领袖、 丞相李纲； 一代武圣
岳飞也担任过这个职务， 还有
四大抗金名将之一的刘锜、 南
宋状元张孝祥、 民族英雄文天
祥等， 都曾经“知潭州”。 当
然， 还有辛弃疾。

辛弃疾 ， 字幼安， 号稼
轩， 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 祖
父辛赞在北宋沦陷后在金国做
官。 据辛弃疾南归后所述， 其
祖父常有忍辱负重、 收复失地
之志， 经常带他“登高望远，
指画山河”， 使得辛弃疾从小
就有收复故土之思。 绍兴三十
年， 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 北
地义军四起， 辛弃疾趁机聚众
数千， 投奔当时的义军领袖耿
京。

一次， 辛弃疾南下联络南
宋朝廷， 回来却惊闻耿京被叛
将所杀。 辛弃疾大怒， 横刀立
马， 率领数十人的骑兵队， 杀
入敌营， 将叛将生擒， 并且突
出重围， 奔袭千里， 将叛将押
至临安砍了脑袋。 23岁的辛弃
疾一战成名。

起点越高， 受挫时越痛。
南下归宋的辛弃疾， 本来踌躇
满志想干一番大事业， 却不料
遭受的是乐得偏安一隅的南宋
朝廷的猜疑、 冷淡， 很快被解
除了武职。 没了刀， 他还有一
支笔， 辛弃疾不停地给皇帝上
书， 呼吁厉兵秣马 、 抗金北

伐。 皇帝听烦了， 对他说： 小
伙子有才干 ， 地方百姓需要
你， 江山的事就不用你操心
了。 于是乎， 辛弃疾先后被派
到湖北、 湖南等地担任地方
官。

频繁的调动， 成了辛弃疾
的日常状态。 从湖北调至湖南
时， 辛弃疾又一度燃起了激
情。 湖南人性格热烈， 剽悍勇
猛， 天生有着优良的军人血
统。 辛弃疾来了灵感， 觉得湖
南人完全可以组建一支铁军。
于是他这个地方行政长官丢开
案牍之劳 ， 亲自组建了一支
2500人的“飞虎军”， 铁甲烈
马， 威风凛凛。

每天清晨， 长沙市民都可
以看见辛弃疾吹着口哨， 带领
着“飞虎军” 在湘江边晨跑操
练。 不少热心市民自然要问，
这“飞虎军” 要干嘛？ 维护治
安也忒大材小用了吧？ 辛弃疾
答： 枕戈待旦， 准备北伐， 重
拾旧山河。

这话如一阵风， 顺着长江
刮到了临安， 朝臣们都说， 辛
弃疾组建了“辛家军”， 大有
先祖时“杨家将” 的味道。 皇
帝老儿哪受得了这个， 让人给
辛弃疾带去了口信， 说老辛这
些年实在辛苦， 经国家特批，
可以提前养老， 薪水照发。 于
是， 正当壮年、 一腔壮志的辛
弃疾无奈地开始了他的赋闲生
活， 正如他那首著名的 《鹧鸪
天》 所描述的： “却将万字平
戎策， 换得东家种树书”。

走近辛弃疾的雕像 ， 那
落寞沧桑的神情像一道闪电，
瞬间击中了我的心。 这个爱
国者， 一心一意想做的事业，
是驰骋沙场 ， 匡复社稷 ； 却
至死都是有心杀贼 、 无力回
天。 也许正是这种处境和情
势， 辛弃疾才写下了那么多
充满爱国热情的诗词 ， 以慷
慨悲壮的雄浑笔力 ， 倾诉壮
志难酬的悲愤 ， 永不消解的
豪情。 著名学者梁衡先生说：
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 ，
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 他以
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
形象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
诗词中。

800年前的长沙有幸迎来
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北国词人，
而辛弃疾则将他齐鲁之地豪爽
痛快、 干大事图大业的风格带
到了这里， 将这种风骨融入到
了求真务实、 勇于任事的湖湘
精神之中。

长沙人从来没有忘记这位
英雄， “辛弃疾与营盘街” 的
传说在长沙世代流传 。 1999
年， 长沙市在城建中为拓展城
区道路， 拆除了营盘街， 但在
多位学者和众百姓的强烈要求
下， 又将新修的道路特意命名
为“营盘路”。

今天的营盘路， 车水马
龙， 安宁繁华。 我想， 辛老如
看见此景， 应该也会笑呵呵地
吟上一句 ： “我见青山多妩
媚，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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