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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薯和紅薯片湯，但再也沒有吃

過細糧。

五九年底六○年初，中間

有二、三個月，公共食堂幾天

（三、四天或者七、八天）才開

一次伙，因為能吃的東西非常少

了，吃的東西主要有野菜和野

草。人普遍浮腫、臉色蠟黃。

當時去食堂打飯是按家的，

一般家裡負責打飯的在打飯回來

的路上，就已經將盆裡的稠的東

西吃光了，回到家裡的時候，盆

裡只剩下湯了。家裡其他人只好

不吃，餓得人只知道各顧各了。

還有的人家，在家裡有人餓

死的時候也瞞著不報，因為如果

瞞著的話，那個死去的人在打飯

的時候還占著一個名額，可以多

打點飯。你小姨餓死的時候就隱

瞞了好幾天，她就躺在家裡。

家裡小孩老人陸續餓死

兒子：當時姥爺、姥姥、姨

和舅都是怎麼死的？

母親：年紀最小的一個姨

（六歲）和舅舅（三歲）是在

一九五九年秋天先後死的，他們是

直接餓死的。你二姨六〇年被送到

信陽你二姥爺（我母親的二叔，

當時在信陽市的一個幹校任主任）

家，因為餓得有病，身體又弱，過

了二、三個月也死在了信陽。

你姥爺是在五九年冬天去世

的。當時村裡的幹部要洋錢，也

不知道為甚麼會要洋錢。幾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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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童年的時候，經歷

了一場史無前例的 大

飢荒 。雖然她最終 
得以死裡逃生，但卻失

去了父母和所有的兄弟

姐妹。

母親 1947年出生於河南省

信陽地區，位於息縣烏龍集（後

來改為淮濱縣固城鄉）老莊大隊

蔡莊村。這一場信陽浩劫，雖然

過去了將近半個世紀，卻沒有得

到認真的研究、記錄，以至於我

們作為倖存者的後代，對那段歷

史都已經模糊了。

對於一個以歷史紀錄見勝於

世界文明史的國家，對歷史的遺

忘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個人願

意盡一己微薄之力，去發掘那一

段讓人揪心的歷史，作為真實的

見證。

我陸續與母親做了幾次對

話。在整理這些對話的時候，我

修正了母親過於俚語化的表述，

而保留了比較容易理解的口語，

以便體現該記錄的對話特色。

五八年開始集體吃食堂

兒子：大躍進前我們家（指

我母親的家）裡有幾口人？

母親：五八年的時候家裡有

六個人，你的姥爺、姥姥、兩個

姨，一個舅舅，家裡四個孩子中

我最大，你舅舅最小。當時你太

姥（指我母親的奶奶）是一個人

單過。

兒子：大躍進前家裡的生活

狀況如何？

母親：五八年以前，自己家

耕種分給自己的地，各家基本都

差不多。主要是因為家裡的人比

較勤快，所以咱家裡的生活水平

算中上等。那時候吃的大部分是

細糧，有時候吃粗糧，但溫飽沒

問題，五八年以後吃的主要就是

粗糧了。五九就全是草根樹皮了。

兒子：當時為甚麼要搞大 

集體？

母親：都是動員的結果。剛

開始，一般人都不想交，大部分

人都藏著糧食。村幹部就開會動

員，說大隊大集體多麼美好，一

般人就都把糧食交出來。

兒子：加入大集體後有甚麼

變化？

母親：大躍進後社員都集體

幹活，也開始吃食堂。伙食是論

勞力發飯票，各個家裡不用做

飯，也沒法做飯，因為家裡所有

的糧食都要交出去。五八年的時

候村裡還有糧食，有飯吃，但沒

有自己家吃得好，吃的大部分都

是粗糧。

兒子：生活水平下降後，社

員有沒有意見？村幹部沒有反映

情況？

母親：有意見，但沒人敢

提。當時有一個人，叫簡金發，

編了一個順口溜，表示對形勢的

不滿，順口溜前面的兩句是：吃

的是豬糠，使的是牛力。後面的

我記不起來了。後來，簡金發遭

到村裡的大批鬥。有了這事以

後，社員就不太敢提意見。

公共食堂幾天才開一次伙 
家人餓死瞞著不報

兒子：五九年發生甚麼了？

怎麼情況一下子就變得那麼差？

母親：五九年虛誇更厲害，

上級檢查糧倉的時候，幹部都做

了手腳，糧倉裡面堆放著其他的

各種各樣的東西，只在上面放一

層糧食。社員大部分人都知道浮

誇，但沒有人敢於舉報。

五九年下半年天旱少雨，

稻乾死一部分，但仍有一定的

收成。紅薯和豆子受到一定的影

響，基本沒受太大的影響。小麥

是上半年收的，沒有天災的影響。

五九年下半年的時候，食堂

沒了糧食，吃的基本上全是野

菜，只在野菜湯裡放很少的豆麵

（註：指大豆磨成的麵）。有時吃

文︱張大軍

有家庭情況好一點的人，都會逼

著交出洋錢。如果說沒有，就會

遭到村幹部的拳打腳踢。

姥爺挨打以後，交了一部

分，村裡幹部說還有，所以就繼

續用鞭打，甚至被吊起打。當

時，你姥爺挨打受不了，他就去

信陽找你二姥爺，想去躲一躲，

連帶著去找點吃的東西。由於身

體虛弱，到羅山（信陽的一個

縣）的時候就病倒，隨即死去，

並被埋在那裡。

你姥姥瞭解到姥爺去世的消

息後，就一直哭，心情悲傷再加

上沒有東西吃，身體很差，二、

三個月後也跟著去世。

兒子：當時二姥爺和三姥爺

作為幹部沒有提供甚麼幫助嗎？ 

母親：當時你三姥爺（指我

母親的三叔）是大隊（現在叫

村）的一個小官，大隊隊部一直

都起伙，我當時偷偷去吃，還很

害怕被人發現。偶爾去吃一下，

回來後也不敢給別人講。所以當

時大隊幹部沒有餓死的，他們的

家屬也很少有餓死的。

你二姥爺有時會寄錢回來，

五九年秋天的時候還可以買到東

西。到五九年底以後，就買不到

了，不知道是沒有糧食了，還是 

不讓賣了。那時有錢也沒用了。 

有人把衣服、洋錢和其他家什都 

拿出來換東西吃。五九年過後，拿

這些東西再也換不到任何吃的了。

兒子：當時整個村餓死人的

情況如何？

母親：那時，有人幾天不吃

飯，直接就餓死了。還有的人吃

野菜和野草，身體極度虛弱，也

自然就慢慢死去。當時整個村死

了一百多人，占全部村裡的人數

的三分之一。

餓到吃人肉

兒子：你見過或聽過人吃人

的事嗎？ 

母親：咱們那裡有人吃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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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咱那有一個鄰居，是蔡加軒

的娘。有一天早晨，我碰到她的

時候，她正挎著一個籃子，籃子

裡放著死人肉，籃子下還在不停

地滴血水。固城村的人，包括你

的一個本家大娘以及你乾爸的母

親，也都吃過死人肉。

當時固城街上的野草長得比

人都高，因為那時根本沒人去趕

集，整個街上全是空蕩蕩的。人

也走不動路，有時有人在路上走

著走著，就死在路上了。如果

有人顯著比較胖（因為浮腫的

緣故），在路上可能會被害，身

上的肉就被那些餓極了的人給 

吃了。

人吃人 狗吃狗  
老鼠餓得啃磚頭

兒子：到這種時候了，還沒

有人提意見嗎？村民沒有其他的

救助措施嗎？

母親：五九年那個時候還是

沒有人提意見，如果有人提意

見，村幹部就會打他們。即使餓

成這樣，就是沒有人提意見，還

是因為害怕。

只有一個人能說，他叫簡瘋

子，也有人說他是神仙，因為他

有時預測的事很準確。他就經常

說：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

啃磚頭。但因為他被人看作瘋

子，當時在固城街上公開說，也

沒人管。

另外，五九年的政策很嚴，

如果有人不把糧食和吃的東西交

給公家的話，就挖地三尺，五九

年不讓單個社員家裡冒煙和燒

鍋，野菜也不讓吃。有人偷偷的

挖野菜吃，但如果村幹部發現家

裡有野菜，就會打藏野菜的人。

如果發現誰家冒煙了，村幹部就

會把那家人的鍋給砸了。

村幹部曾去人到咱家裡找糧

食與野菜，用大鐵棍在院子裡到

處撅地。少數人家因為餓，自己

家裡起火熬菜湯，結果鍋被砸，

熬的菜湯當然就吃不成了。

兒子：當時的幹部也沒人向

上反映嗎？

母親：當時的人都不准提意

見、不准亂講，也不准人員亂

走動。你太姥去信陽市看你二姥

爺，你二姥爺就不讓你太姥講餓

死人的事。因為他也害怕。你三

姥爺在五九年時是大隊幹部，他

也知道，也不能講。

兒子：您成為孤兒後怎麼辦？

母親：那時你太姥已經從信

陽市回來，我就和她在一起生

活，一直到與你爹結婚。你太姥

一直活到你出生的那一年。

「往事微痕」供稿

整版圖片：公有領域

信陽「大飢荒」 
母親所親歷的悲慘歲月

文 |曉嵐

我們常用「破釜沉舟」來形

容一個人的意志堅定，這則成語

出自〈史記‧項羽本紀〉。

「釜」是指煮飯的鍋子，「舟」

是指船。「破釜沉舟」是說，把

鍋子打破了，也就是沒得吃了：

渡河後，把船擊沉了，也就是沒

有後路可退了，表示下定決心，

全力以赴，不給自己留退路。

通常，人要做成一件事，很

項羽破釜沉舟的啟示
大一部分來自於意志力，當一個

人能夠擁有「破釜沉舟」的強大

意念時，無論眼前出現多大的困

難，你都會想盡辦法把問題解

決，勇往直前的。

項羽「破釜沉舟」的故事

話說秦朝末年，秦二世昏庸

殘暴。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

陳勝、吳廣首先起義抗暴，緊接

著，各地人民也紛紛群起響應。

秦統一前的戰國時代的各國開始

恢復原有國號，招兵抗秦。

當時，楚軍算是比較強大的

一支，卻被秦朝大將軍章邯給打

敗了。章邯又趁勢攻打趙國，趙

王固守在鉅鹿城，被秦朝大軍層

層包圍。

趙國危急，趕緊向各國求

救。各國的援軍一到，看到秦軍

那麼強大，根本不敢上前援救，

便在鉅鹿城外紮營觀望。

這時，楚國也派出了援軍，

但為首的上將軍宋義卻不肯出

兵，他紮營在旁，飲酒作樂，準

備等待秦、趙兩國相爭，坐享漁

翁之利。項羽很不以為然，他認

為秦軍如果占領了趙國，氣勢會

變得更加強大，楚國的存亡在此

一戰，於是，便把宋義殺了。

一時間，項羽威震楚國，名聞 

諸侯。

項羽親自帶兵渡河援趙，過

河之後，下令把渡河的船全部擊

沉，把軍隊做飯的鍋子全部砸

碎，行軍用的帳篷全部燒毀，只

帶了三天的糧食，表現出必死的

決心。

楚士兵看見已經沒有後路，

如果不殺出一條血路來，就只有

死路一條，所以，個個以一當

十，勇猛如虎，九戰九勝，大敗

秦軍。這一戰，讓項羽聲威遠

播，馬上被擁立為上將軍，統領

諸侯。

成功來自必勝的決心

這個故事的啟示是，人們

如果習慣幫自己留後路，可能

一遇到挫折就退縮不前，另尋

出路。但其實做任何事，都不

可能不遇到困難，當遇到挫折

時，如果能學學項羽「破釜沉

舟」的勇氣，跨越障礙住自己

的那條河，或許你也能為自己

開創生命新的一頁。

「大飢荒」時

期的人民公

社食堂

「大飢荒」

時期餓死數

千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