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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母亲的探监之路：蹒跚13年

“肖婶”和蔡其苏不得不接受

另一个事实——胜利是一个囚犯。

2017 年 12 月 1 日上午，古城

饶州的风呜呜地吼叫。

风自然刮不进监狱，可蔡其

苏跟“肖婶”站在饶州监狱会见

大厅 48 号窗口，感觉更加冷。

原 本 说 好 的 是 10 点 探 监，

可现在已经过了时间。

“是不是胜利不愿出来见面

啊？”“肖婶”怯怯自语。

蔡其苏正寻思着，探监室的

门开了，先是一只脚跨了进来，“肖

婶”立马抓住了身边的话筒。

蔡其苏看得出，胜利走进探

监室那一刹那，也被惊住了。

娘儿俩对视着，没等胜利开

口，“肖婶”的眼泪就流了出来。

她对着话筒大喊 ：“崽啊，我找

你找得好苦……”

胜利不知该说什么，低头抽泣。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邓魏  通讯员 商艳鑫

17年，可以让婴儿变成翩翩少年；17年，可以让城市变得面目全非……17年，
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可 17 年，亲情不变。

17 年前，他为了给父亲治病，远赴南方打工。13 年前，这个名叫“胜利”
的男孩因捅死了包工头，锒铛入狱。17 年间，父亲病死医院，临终时“死不瞑目”；
13 年里，母亲为了筹措探监的路费，起早贪黑，锱铢必较，可相见遥遥无期！

经过许多人的努力，胜利的母亲、老师、玩伴从湖南新化奔赴 700 公里
外的江西饶州监狱。母亲带着一个神秘的蛇皮袋，踏上探监之路，上演一幕
人间真情……

蔡其苏清晰地记得：17 年前，

比“肖婶”大 17 岁的“刘叔”突

然间变得烦躁异常，动辄发火。

看到“刘叔”身子日渐清瘦、

神情 愈发恍 惚，“肖婶”知道，

他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那 时， 新 化 是国 家 级 贫困

县。胜利的家是这贫困县最北端

的干旱石灰岩地区。对于贫困县

的贫困家庭来说，哪拿得出高昂

的医疗费用？“肖婶”到处借钱，

想把丈夫送到省城去治疗，可亲

戚朋友也大都不富裕，爱莫能助。

“刘叔”执意不去医院治疗。

胜利很快就明白过来：爸爸

不去医院的原因，其实是没钱！

胜利找他的同学借了路费，

南下广东。他要去赚钱，早日把

父亲送去医院！

胜利人长得矮小，但脑子好

使，又勤劳肯干。他找到一家建

筑工地，包工头是湖南人，又有

熟人介绍，他觉得赚钱稳当。

据说，后来胜利干了一个月，

去找包工头要工钱时，没想到这

包工头先是拖欠，到后来干脆连

面也见不着了。

胜利又找了很多工作，工资

都不高。他节衣省食，把钱寄给

了家里。他为了省钱，都舍不得

花路费回家，整整四年没有回家

过年。

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蔡其

苏，胜利杀人了。

蔡其苏不信，胜利怎么会杀

人呢？一个诚实又爱好文学与书

法的孩子，摸笔的手怎么会拿起

杀人的刀呢？一个说话如轻音乐

一样动听的孩子，怎么会暴躁得

动了杀机呢？

但由不得蔡其苏不信！

村里很快 盛 传胜利杀人的

事：2004 年 11 月的一天。胜利

在水果摊买了个苹果，当作那天

的中午饭。他忽然发现，那个欠

他工钱的包工头在一个出租屋

里打牌。胜利去找包工头要工钱。

包工头玩得兴致正高，出言相讥。

胜利愤而举起了水果刀。

包工头被送到医院，抢救无

效，死了！

倔强的胜利性格内向，甚至

拒绝了律师为他辩护，自暴自弃，

一心求死！最终，他被判无期徒刑。

看到“肖婶”日渐憔悴，蔡

其苏和蔡汉平都于心不忍。

这十多年间，蔡其苏隐约记得

父亲曾与胜利有书信往来，无非

是要他振作等等。其间，蔡汉平

多次从吉庆镇司法所等相关部门了

解到一些胜利在狱中的表现情况。

2017 年 5 月 3 日，新化县司

法局收到了来自江西省饶州监狱

“关于协助解决服刑人员刘某狱

中诉求的建议函”。

原来，在广州某监狱坐了 5

年牢后，胜利改判有期徒刑二十

年。2016 年，胜 利转到了饶 州

监狱。饶州监狱的警官们发现，

胜利异常孤僻，很少说话。他们

决定打开他的心结，带他去听监

狱长赖华荣的讲座。其间，胜利

突然站了起来，“哇”的一声嚎

啕大哭。

后来，又经过片区书记程春

芳与狱政科科长肖日晖的轮番谈

心，胜利才把对亲人的愧疚与思

念倾吐出来。

2017 年 7 月 12 日，吉庆司法

所通过多方多渠道沟通，终于与

饶州监狱取得了联系，了解了胜

利在狱中的近况。

第二天，在谢湘浩的协助下，

江西饶州监狱架通了胜利跟蔡汉

平的热线电话。

蔡汉平情绪难抑，连夜就写

了《给胜利的一封信》。蔡其苏

也情不自禁写了一篇回忆胜利的

文章，发表在微信公众号“新化

观察”上。这两篇文章在社会上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新化县司法局局长廖中华获

悉后，一方面向湖南省司法厅反

映，一方面要求工作人员尽快帮

胜利完成母亲探望的愿望！

于是，就有了这次带着“肖婶”

前往饶州之行。

待“肖婶”与胜利见面叙旧

之后，新化县司法局副局长欧阳

文说话了：

“ 胜 利， 你 妈妈 等了 17 年，

我们能体会得到她的艰辛，我相

信你更能体会得到啊！按理，她

早该子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了，

可你和你的弟弟都没娶妻生子，

也都不在她身边，你父亲也去世

了，你妈妈好苦啊！我们希望你

重新站起来！尽管，当地政府在

关照你的妈妈，邻居们在帮助她

渡过难关，但这些都无法代替

亲情，都无法代替你对你妈妈的

孝心……”

胜利的嘴唇在颤动。17 年来，

见到了来自家乡的亲人，他似乎

有很多话想说，却哽咽了很久，

最终挤出了一声声——“妈妈”！

蔡其苏深深地被感染了，躲

到一边去，悄悄擦拭着泪水。

不知不觉间，探监时间到了。

胜利缓缓地站了起来，向着大家

鞠了一躬，转身依依不舍地离开。

好一会儿，“肖婶”才回过神来。

蔡其苏搀扶着她，慢慢地走了出去。

倏忽间，蔡其苏听到一声哨

子的声音。

哨子声应该是某个监区传来

的。蔡其苏闭着眼，想象着，胜

利正遵循着，踏步向前去。

前进的哨子

暴躁的刀子

沉重的车子
云层很低，似乎快压到行驶

在高速路上的车子了。

这是 2017 年 11 月30 日上午，

汽车行驶在沪瑞高速上。蔡其

苏看着窗外百感交集，那些飞驰

而过的虚幻光影，似乎像“胜利

哥”过去的 17 年。

为了圆一个母亲的梦，蔡其

苏和父亲蔡汉平随娄底市新化县

司法局的领导一起带着她前往饶

州监狱。

她是“胜利哥”的母亲，蔡

其苏叫她“肖婶”。

胜利入狱 13 年，加上他出

事前在广东打工的四年，蔡其苏

已经有 17 年没见着这个从前的

小伙伴了，“肖婶”也有 17 年没

见到儿子了。

车子行驶在沪昆高速上，一

路向东。蔡其苏想，不知是风阻

太大，还是气氛太压抑，今天的

车子感觉异常沉重。

10 小 时，6 小 时，4 小 时

……从新化到饶州，约 700 公里。

越接近饶州，“肖婶”的话就越少。

蔡其苏打量着“肖婶”，她穿

着绿色的绒毛西装，这是她唯一

一件看上去“高端”的衣服。

“肖婶”的脑袋依靠在车窗

上，嘴唇不断地打着哆嗦。她喘

着粗气，不停地用双手紧紧地压

着一个蛇皮袋。

“肖婶”边上坐的是蔡汉平，

他跟胜利都是吉庆镇户长山村

土生土长的邻居，他还是胜利

的小学老师。

2017 年 4 月底，饶 州监狱

根据胜利的表现，从狱政档案

里找到了他的户籍所在地，联

系了湖南省新化县司法局，请

当地帮忙调查了解胜利的家庭

情况。5 月初，新化县吉庆镇司

法所所长谢湘浩邀请蔡其苏和

他的父亲蔡汉平加入帮助胜利

重新扬起希望之帆的阵容。

当蔡汉平告诉胜利妈妈准

备带她去江西见儿子时，她愣了

好一会儿。

那天中午，“肖婶”饭也没吃，

脚不停留，一口气 走了十二里

来到镇上。她帮胜利买了内衣、

内裤、鞋、袜……还买了薯片、

水车糍粑、杯子糕……她记得，

胜利从小喜欢吃这些。

这些年来，“肖婶”一个人，

起早贪黑，拖着一个大布袋子，

到附近的集市去赶集，卖点鞋

子，筹措看孩子的路费。

“肖婶”省吃俭用，对自己

很抠门。去年 5 月，谢 湘浩到

她家走访，抓起她炒菜的锅盖

一看——锅里居然锈迹斑斑。

谢 湘浩哪里知道，“肖婶”

直到去年才费尽心思还清丈夫

治病留下的债务。

“肖婶”缺衣少食都不打紧，

最要紧的是心里缺了一块。

是的啊，她心里缺的那一

块是胜利。她盼了 17 年，时间

越久，“胜利”这两个字如同大

山一样，压得她越来越伛偻。

不过，现在，她终于有机会

要见到儿子了！

窘极的袋子
“胜利，爸妈一直都没来看

你，别怪爸妈狠心，实在是抽

不开身啊，你爸……病了，我要

服侍他，后来，后来他不在了

……”“肖婶”把整个脸都贴在玻

璃上，似乎想更近地感受一下儿子。

玻璃墙外，蔡其苏忍不住

流泪了，新化县司法局副局长

欧阳文、新化县吉庆镇司法所

所长谢湘浩也无不落泪。

监狱方担心母子重逢，有

可能情绪失控，当即决定把探

监的场所 调换到帮教会见室，

由大家为这对母子开导。

这时，蔡其苏突然想起“肖

婶”一直抱着的那个蛇皮袋，他

伸手去拎。“肖婶”紧张得一把

抓过蛇皮袋，一不小心，袋子

里的东西全倒了出来。

顿时，所有的人都愣了。 

满 地 都 是 东 西， 有 袜 子，

有棉裤，有鞋子，有内衣内裤，

有红薯片、水车糍粑、杯子糕

……五花八门，像是把镇上的

杂货铺搬来了。

“肖婶”尴尬极了，脸瞬间

涨得通红。她一只手扯着袋子，

低声说 ：“胜利啊，家里也没什

么好的东西，也不知道买些什

么东西……你别怪妈……”

胜利像没听见似的，直勾勾

地盯住一个东西。那是一个镜框！

“妈！”他低声问，“那是什么？”

“肖婶”神色慌张起来，赶

紧抱住那个镜框。

“是 什么？！”胜利额头上

的青筋鼓鼓。

“肖婶”瘫坐下去，如霜的头

发不断颤抖。好一会，她才吐出

一句话来 ：“那是……你爸！”

只见胜利“扑通”一声，跪

了下去……

扫一扫，为时间冲不
淡的亲情感动转发。 

母子为了这一
刻重逢，已等
了 17 年。（ 受
访者供图）

如今多方助力，她怀里揣着“老伴”去见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