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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素有“黔之腹、滇之喉”的称谓，是扼控一方，位处
要津的黔中腹地。民国时期的安顺城，周围城墙“周长九
里三分，高二仗五尺，设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居民沿街而
居。”府志引《滇行纪程》说：“环市宫室皆壮丽宏敞。人家
以白石为墙壁，石片为瓦。贾人云集，远胜贵阳。昔尝议
立省会于此，以秤土轻重，不及贵阳，故舍此从彼。今移提
督驻此，以镇盘江。”当时安顺由于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
利，要胜于贵阳。明代在安顺就已建立较密的道路网，以
东西南北两条驿道作为大干线，在境内还修建了若干支线
联系乡村道路。其中东西大驿道从贵阳府来，经平坝，到
安顺、镇宁，再西去云南；南北大驿道从安顺经普定、织金
到大方县。这些交通路网、驿站，清朝时期至民国前期仍
旧维持原状使用。

旧时安顺的城市建设很有特色，戴明贤先生记忆中的
“安顺是一座莹白的石头城”。房屋为石础石阶石墙石院，
屋顶由石片盖成，街巷也多以石头铺就。昔年见到法国传
教士清末时拍摄的安顺街景，粼粼的石板房，在街道两边，
层层叠叠的随山势起伏，很受震撼。民国以前的安顺，该
是一座宁静但不寂寞的城市。它的宁静，乃是因为没有汽
车电话这些设施，前人的生活节奏远比现在为慢，改变世
界的方式更加的顺乎自然、细微无声，城市的变化也是些
微缓慢的。那城墙，自明朝筑城时建成，到了民国时期，依
旧原貌。说它不寂寞，是由于地处云贵要津，政府官员、商
贾小贩、马帮镖局……皆要经由这里，来往于内地与边陲
云南间。

小城安顺交通状况发生较大的改变，开始于机动车的
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高峰期。1927 年，国民党政
府修建“贵安路”，由安顺负责修筑安顺县城至石板房一
段，约50 华里，于年底竣工。省政府在全线贯通后的“贵安
路”上举行了通车仪式，这在贵州省是第一次，开启了安顺
乃至整个贵州现代交通先河，安顺正式步入“机动车时
代”，这意义仿佛冷兵器与热兵器的划时代巨变。后来省
主席谷正伦，便多次乘坐专车，由此道回安省亲。

第二年（1928 年）1 月 28 日，省政府又令将此路延伸，
修建安顺至镇宁至黄果树路段。4 月 8 日，安顺开始修筑
贯城马路和由安顺县城通往幺铺的西段马路。其中，贯
城马路长约 5 公里，宽 4 丈 4 尺；西段马路长约 35 华里，宽
3 丈 8 尺。这两个工程于同年 7 月份完工。这是安顺通往
幺铺的第一条机动车道，这条路现在还在，当然已经被加
宽和硬化了。由幺铺通达黄果树的路段也在这一时期初
具雏形，与“贵安路”、“安幺路”连成一线，成为名副其实
的“贵黄路”。只不过幺铺至黄果树路段路况太差，不能
正常运营耳。这条路，到了七八十年代，仍然在发挥着主
干道的功能。

1945 年1 月，当第一批由美军驾驶的车队从印度利多
至缅甸密支那的中印公路在云南畹町接通滇缅公路，将数
百辆装载物资的车辆沿昆明、安顺、贵阳运达重庆后，国民
党委员长蒋介石抑止不住内心的喜悦，在欢迎会上即席发
表讲话，盛赞滇缅公路修建的伟大，并把滇缅公路黔滇线
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安顺两可间，便因改建黔滇公路形成。1942 年夏天，
美军运输抗日物资的大型重车来往频繁，穿过城内，街道
狭窄，交通不便，县政府决定由东校场经南门大桥到黄泥
塘，至小路口（今两可间）为半环城公路，以利交通，且较安
全。当即报省核准划定路线，立即动工。不料，突有马场
上的民众，纷纷抗议提出：改道过韩家门口，是为其利益，
乃议长韩云波所主张云云。要求仍由马场过城墙脚交黄
泥塘，以维持马场繁荣，保持民众利益。并建议谷老（谷兰
皋在马场有房屋出租）向县长朱大昌建言：“撤除划线，走
马场”。朱大昌认为谷、韩两家势均力敌，左右为难。经计
议，乃增修一条路过马场，两路成蚌形。人马到小路口，从
两路皆可到达黄泥塘。因其左右逢源，两边讨好，小路口
由此得名“两可间”。以态度、处境取地名，实在是很有意
思，很符合安顺人机智敏捷的性格特点。环城路的修建，
美军提供了开山机、推土机、碎石机等大型机械，这在当
时，算是新奇之事，闻讯前来看稀奇的群众络绎不绝。

1944 年秋，历史记载，安顺的天气
一直是雨淋淋的。衡阳失守，柳州失守，
敌军西上, 演剧四队奉命撤退到独山。
刚到独山的当天晚上，独山全城大火，剧
社同志们的所有衣物财物全部付之一
炬。于是撤离火区步行去贵阳，刚到贵
阳，忽然奉命，又赶到安顺。

舒模所在的演剧四队 40 余名队员
来到安顺已经是 12 月了。这是周恩来、
郭沫若领导下的抗敌演剧队第四队。

舒模原名蒋树模，南京人，时任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
第四队副队长，中共党支部书记。之
前，舒模所在的演剧队随第四战区长官
司令部从广东曲江移防到柳州，至此以
柳州为驻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前后
长达 4 年多。

舒模在《演剧队的生活回忆》里很多
细节，通过这篇文章，我们仿佛在重温那
段历史。他们一到安顺，就借住在安顺
女子中学的一间教室，每个人只有一条

军毯、一床薄棉被，在泥地上简便铺一下
床就睡觉。

这所学校是民国 19 年（1930）安顺
人周伯超创建，周在 1918 就东渡日本，
入明治大学专修政法和地方自治。回国
以后，立志发展家乡文化、教育事业，同
时创建了安顺图书馆。

当时才 28 岁的演员周伟有这样的
回忆：”安顺是贵州省的一个小山城，文
化落后。我们和演剧四队的战友们一起
住在一所中学的空教室里，打地铺。安
顺阴雨绵绵，雨一下就是十天半月，我们
缺衣缺被，整个冬天同志们都睡在阴冷
潮湿的泥地上，盖的垫的都是稻草，许多
同志因此生病了，全身长满虱子。”

其实，不仅如此，由于独山大火，他
们所有衣物财物全部付之一炬。来到安
顺，他们经常吃了上顿无下顿，不得不分
头出去借钱、借粮。

在安顺的日子过得很苦，为了宣传
抗战，他们想办法争取演戏，1945 年的

春节，安顺一连下了几天大雪，天气比往
年还冷。但抗日的烽火已经燃到了小城
安顺，他们决定公演《国家至上》，它是老
舍写的抗战戏剧，这个戏描写的是：在抗
日前线附近的一个村镇上，暗藏的汉奸
金四把，利用两个回民拳师的矛盾，挑拨
结盟兄弟之间不合，企图破坏回汉民族
团结，破坏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在
一件件血的事实面前，人们终于明白了：
大敌当前，要以国家利益为重，要以民族
团结为重，个人的恩恩怨怨都是小事，必
须携手并肩，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保卫
祖国神圣的领土！

对舒模来说，安顺大戏院是一家旧
得不能再旧的戏场，不仅谈不上音响效
果，四面八方的冷风直贯场子，观众几乎
都拎着“烘笼”来看戏。

虽然如此，演出的效果十分好，春节
期间，他们接连演出三场戏。舒模后来
评价，这次公演，对安顺这样的地方的抗
战戏剧活动不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
安顺被认为是从来没有过的盛事。

舒模在安顺期间，常到农村去教唱
抗战歌曲或传授音乐知识。在山乡、苗
寨，在街头巷尾，安顺人很新奇地看到演
剧四队的身影。相对闭塞的安顺，抗战
期间吹来了一股新鲜的抗战文艺之风，
给安顺人开了眼界，对后来安顺文化艺
术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说起抗战时期安顺的艺术活动，不得
不说起宋杨。宋杨在安顺创作的《读书
郎》，一度成为全国人民很喜爱唱的名曲。

宋扬生于湖北汉川南河乡姜岭村，
自幼受家乡的淳朴民风影响，那些谐趣
横生的放牛歌、民间小调、栽秧歌、花鼓
戏，优美曲调薰陶着他，使他很早就孕育
了音乐细胞，奠定了歌曲创作的基础。
1937年，年仅19岁的宋扬受家乡抗日大
潮的冲击，毅然弃学从戎，考入了武汉军
委会战时工作干训一团。

在安顺期间，宋杨常常捧着自己的新
作去求教舒模。在宋杨的眼中，这位亲切
的老大哥，每次都热心地给予指导和鼓
励。宋杨从舒模的创作方法和揣摩他的作
品中，受到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在安顺汪家山，宋杨住在苗寨小学

校，白天帮助学校讲课、教歌，傍晚就去
苗族同胞家访贫问苦，开展抗战文艺宣
传。在这些日子里，宋扬学会了吹芦笙，
并记录了许多民间故事和民歌。

宋扬在转移途中，不幸被车轮弹出
的石头弄伤了脚，作为打前站的队员，他
被送到安顺陆军医院进行治疗。安顺陆
军医院的附近有一所小学校，宋扬每天
都看到三五成群的小学生背着书包经过
他的病房门前。他忽然有个想法：要为
小学生写首歌，但还没有现成的歌词和
曲调。

11月底，宋扬出院后，趁演剧队还没
有到达安顺的机会，便到苗寨中收集音
乐素材。通过安顺县郊区小学校长的介
绍，他上了山腰的苗寨。

宋扬在苗寨来来往往半个月，对苗
族的生活有了深切的体会，收集了不少
苗族山歌。一天，宋扬听到一个苗族村
民用汉语唱了一首芦笙音调的《小儿
郎》的山歌之后，一下子找到了灵感，于
是，晚上回到住所，伏案疾书，词和曲一
气呵成。

几天后，运用芦笙音调和民歌风格
创作的儿歌《读书郎》便诞生了。因为符
合小学生的口味，音乐好听好唱，很快在
苗寨中传唱开了。不久，抗敌演剧队四
队在安顺举办的一场正式的晚会上，由
宋扬芦笙伴奏，女队员陈峰演唱了这首
歌。不久，这首歌传遍安顺大街小巷，并
成为演剧四队的保留曲目。

同时间创作的《苗族苦》，对舒模来
说，他更喜欢这首，这首歌还专门到安顺
女子中学演唱过。

《读书郎》歌曲经演剧队演唱后，流
传于国民党统治区各地。1946 年，重庆
举行的进步文化人春节晚会上，演剧队
除了演唱《读书郎》之外，还演唱《苗家
苦》。周恩来听了这两首歌之后，连声称
赞说：应该多写这样的歌!

演剧四队在安顺的时间很短，对抗
战的宣传影响很大。

“跑警报”
□贾里宁

我小时候不懂亊，常常惦记着日本飞机来昆明轰炸；每
次警报一响，我们就坐上航空学校的汽车，开到有山有水有
好风景的乡下“跑警报”（ 昆明人的叫法）；于是游山玩水闲
庭信步，颇似今天花钱去旅游没什么两样，而且家家户户都
带上好吃的卤味和干粮，或面包蛋糕，铺在草地上，变成了
十足的野炊。

那时巫家坝就是个村子，我家离马路有一二百米；没有
学校，没有商店。后来航空学校的家属逐渐增多，才开了一
家食杂店，卖些柴米油盐外加红糖和高粱酒及一些简单日
用品。

航校的单身汉都住在机场单身宿舍，我和母亲的到來
只好在巫家坝村子里租了两间木结构的楼房。房东家有四
个儿子，在我眼里个个都是大人，唯独第四个小儿子比我大
十来岁，我叫他“小四叔”。这位小四叔没读过书，认识的字
远远没有我多。他随时随地身上总是别着一把小刀，口袋
里一把弹弓，一盒“洋火”（火柴），我父母上班的时候他就带
上我和一小群到大不小的孩子，（其中也不乏航校的子弟），
成天在巫家坝周围转悠找吃的。例如桃树上的小毛桃，连
毛带皮洗也不洗送进嘴里，而且大家还抢着吃，争着。我们
几个小的爬不上树，就指望这位小四叔的施舍。

李子在树上还没长大，又苦又涩又酸，小四叔就迫不及
待地打下来，丢得遍地都是，大家争先恐后地在满布灰堆的
地上连抢带捡, 边吃边摇头打冷噤。地里的南瓜、红薯成熟
了，小四叔就天天带上我们去地里忙活，找那种熟透了的，
形状好的南瓜偷来在村外支上几块石头放口锅煮来吃；还
叫我们到处去找干柴或树枝给他烧火。

我家的一只钢精锅(就是现在的铝合金) 被我们烧得黢
黑，而且跌得凹凹瘪瘪不成锅样，我妈早就不要了。于是每
天我就把这口没盖的锅提进提出，俨然成了我的行头。

他还把那种又圆又扁的南瓜中间戳个洞，用向日葵杆做个
独轮车，给我们推着到处跑，为此常常遭到村民的谩骂。

一天他带我们走很远的路，找到一处生长着刺丛的丘
陵地带，摘一种叫“蜂糖罐”的野果子吃，那玩意儿很甜，但
是毛特多；小四叔恶作剧，在我们每人的脖子上都抹上一
点，弄得我们奇痒难熬，一天都不舒服。过不了几天他又想
带我们去吃蜂糖罐，我们几个浙江来的小朋友说死都不。
大家知道，为了那一丁点儿甜东西，要害我们受一天的洋
罪，回去还要洗澡换衣服挨骂。

有一次他带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刨“地瓜”(不是地萝卜，
是生长在地底下像算盘珠大小, 很甜的根茎植物), 小四叔
有刀，刨起来很方便，他刨得多，吃得也多。我们没工具，靠
两只手，刨了半天也没吃到几粒。

刨着，刨着，突然一架叫“大格拉司”的教练机从我们
头上擦顶而过，一头栽在机场旁边的地埂上（机场比田地略
高一点）！飞机头撞扁了下去，但没起火。因为离我们很
近, 大家就跑过去看个究竟。只见前面的飞行员一动不动
地坐在舱位上张着嘴巴，两只眼球都震了出来, 吓得我们
转身就跑。

我们一个个蔫蔫地回到巫家坝，肚子真的很饿，什么都
想吃。恰巧有一家门口晒着很多切成片的“麻玉菓”（ 学名
叫半夏），我认为是萝卜干，顺手偷一片放进嘴里；这大概是
世界上最难吃的东西，一口咬下去，又麻又苦又涩，吐掉以
后嘴都麻了一夜，连嘴唇都肿了起来。这玩意儿让我铭记
终生，没齿难忘。

平时我家里总有吃的东西，面包饼干从没断过，这些东西
小四叔没少吃。而且他只要看见我手里拿着酒壶去打酒，就跟
在后面向我要点钱。回家后我爹看到壶里的酒少了许多，总骂
那位老板是奸商，欺负小孩子。其实酒少的原因我心里最明
白, 只是不敢说出来, 知道这家老板被骂得冤。

有一次我爹妈放假没有值班，在家里做卤牛肉，突然响
起了紧急警报，卤牛肉还在锅里半生半熟。紧急警报是刻
不容缓的急亊，我们一家就急急匆匆上了一辆航校的汽车，
小四叔也跟在我们后面跑。这样他可以混趟汽车坐坐，可
以不花一分钱，又有好的吃喝招待他。

司机一口气把我们带到滇池边，在几株大树下面把汽
车藏了，他知道汽车挡风玻璃对太阳光的折射会招来飞天
横祸。

我们登上了一条有棚的木船向滇池中间缓缓划去。船
老大有三十多岁, 带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儿子, 成天抱
着一条小黒狗没完没了的玩耍，看到我和小四叔理都不理。

父子俩每天以打鱼，捞虾，射猎水鸟为生。听到警报一
响他们就会划到岸边来捎上几个躲警报的人，找些小钱。
日本飞机对小木船向来不感兴趣，因为小木船不值几个钱，
打它划不来。所以坐在船上犹如躲进防空洞，万无一失。

第二天早上我爹和船老大酒还没全醒，还是昏昏沉沉，
坐着还像瘟鸡似的打盹。据说这种猪油泡的肥酒后劲又长
又大。吃了中午饭船老大才摇着小船把我们送上了岸。最
后船老大的儿子终于开囗说话了，“我家给是好玩了（昆明
话），下次跑警报我叫我爹划船在这里等你们，叫我妈做过
桥米线给你们吃”。

第三天我爹提心吊胆回到机场，被校长叫到办公室赏
了一个巴掌，还罚他到旗竿下面毕恭毕敬地立正站着晒了
半天太阳。还是几个小朋友跑来告诉我；说我爸爸被罚站，
我们大家跑去躲着看了半个时辰。校长赏的巴掌害我爹的
脸肿了两天，娘希匹的校长下手也太重了些。

父亲常常当班，常常驾驶着一架双翼飞机，后面拖着一
根很长很长的绳子，绳子的末端拖着一顶很长的布帐子（靶
子）在机场上空飞翔，地面的高射机枪就对着这顶圆形的白
帐子一阵阵地扫射；这是双向练习，驾驶飞机的要让自己拖
的帐子躲避子弹，所以忽上忽下，左转右拐，煞是好看。常
常几圈转下來，帐子完好无损，一个枪眼都沒打着。这天我
爹又拖着帐子去躲子弹了，母亲也在机场值班，小四叔叫我
提上那口凹凹瘪瘪的钢精锅，走了许多路去偷别人田里的
蚕豆煮来吃。那天航校的小孩就我一个，我还四处去找树
枝和干柴来烧火，水还没烧开警报就响了起來。当我跑回
家的时候, 接送我们的几辆汽车早已不见踪影。正当我万
分着急的时候, 看见还有一辆航校的汽车远远地停在公路
上；司机正在那里着急地修理汽车, 我赶快爬上车，看见一
位我父亲的朋友也坐在车上, 我好像碰见了保护神, 立刻
把心放了下来。

司机把汽车捣鼓了好一会, 总算把它发动了起来, 开
了没多远日本飞机就来了，在我们头上盘旋扫射, 几发子
弹穿透了我们的车顶, 司机跳下车拔腿就跑, 那位叔叔也
带着我躲进了路边的坟堆里。

敌机来回扫射了几次, 幸好汽车没起火。于是飞机就在
不远处的村子里扔了一枚炸弹, 顿时浓烟滚滚尘土飞扬。只
听见村子里一片喊叫，紧接着人们惊惶失措地往外跑。可能是
敌机看见人多, 又飞回来在人群里扔了一枚炸弹。

警报解除后我们从坟堆里走了出来，在回家的路上看
见电杆上和树枝上挂着一些人肉和血肉模糊的肢体，这时
我才知道炸弹的厉害。从此以后一听到警报的声音，我就
会心惊肉跳毛发戟立，再也没有从前那种兴高采烈去野炊
的雅兴了。

有一次跑警报到了昆明近郊的黑龙潭，前面的汽车挨了
炸弹，死了好些人，（不知道是当地人还是航校的人），反正乱哄
哄的，我们坐的汽车开得飞快，转身就跑，又躲过了一劫。

一寸丹心
图报国

□潘玉陶

公元1944 年11 月，即将彻底失败的日
本侵略者在中国作垂死挣扎，他们拼凑力
量从广西向贵州进犯，妄图占领贵州后通
向滇缅战场挽救其败局。针对敌军的大动
作，国民政府组织了20 万大军阻击，使敌行
至独山时无力再犯而返。抗战史称此为

“独山事变”。
独山事变引起了一波由广西向贵州而

来的难民潮，也让贵州产生了全民同仇敌
忾抗日激情。

我还是少年时，父亲就对我多次讲述
独山事变时安顺的情景，尤其爱讲与他同
龄的亲友们投军的往事。临去世的风烛残
年，他在讲述时总是老泪纵横！

“那时，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
年，心想日本人要打到安顺来，大家与他们
拼了！”

父亲说当时与他同龄的几个同学、亲
友都积极报名参加了青年军。

独山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在处于大后
方的西南、西北地组建了一支称为“青年
军”的抗日部队，征集对象是青年学生、知
识青年。安顺征兵点是在大十字钟鼓楼，
其上挂了一幅对联：“一寸河山一寸血，十
万青年十万军”。当时，钟鼓楼脚人潮涌
动，群情激奋！

父亲说的那些投军的亲友，后来我知
道的有几位，我还与他们交谈过有关其传
奇的经历。他们是：黄表叔，时在今安顺一
中读高中，49年以后一直在乡下教书；吴表
舅，时从豫章中学高中毕业，49年后搞装卸
搬运至逝；米伯伯，系父亲同学，长其三岁，
时已从贵大附设职校毕业，49 年以后在一
小纺织厂搞机修工。

当时我的二叔也去报名应征空军部队
的募征，未去成的原因是他个子虽高但当
时只有15岁。

父亲说他自己未去应征青年军是因为
刚与我母亲结婚，但他与一些同学筹备组
建了一支“游击队”。为首者是他的一位同
学，名叫汪建学，家住新场乡，是乡里的一
名小学校长。他们的“游击队”作了明确的
分工，并联系了县辖内有名的乡绅大户，每
家都表示愿出钱粮，赞助枪支。汪建学还
去联络了与之有交往的绿林中人，他们也
表示愿为打日本人效力。

虽然日本人未到安顺游击队没建成，
但父亲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脸上总会流露出
欣慰之色。而那几位先后去世的长辈们，
当时我与之摆谈那段历史时，他们也会有
一种自豪感，并觉无怨无悔！尽管他们那
段光荣的历史曾经在极左的年代为他们带
来过厄运。

前几天，我与朋友林君去走访了他尚
健在的舅舅黄老先生，黄老当年应征至青
年军 205 师。他说抗战胜利后有关国际会
议决定 205 师去日本作占领军，但因国内
战争爆发而改为美军前去占领了。黄老说
起此事尤感遗憾，并愤怒地小声痛骂起妄
图复活军国主义的日本当局的右翼分子。

投稿邮箱：asrbfkb@163.com

抗战时期安顺的交通建设
□胡一平

抗战时期安顺的艺术活动
□成义

抗战中的演剧四队（资料图片）

安顺文史

黔中往事

地戏 （国画） □吴传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