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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樟树
□彭金贵

从城里坐车八公里，走路十公里，就看到了老家村子那棵枝繁叶茂
的香樟树。

从远望去，满眼青翠，像一把绿色大伞；走近一看，树根有些裸露，蜿
蜒曲折，伸向无限的泥土中，紧紧抓住泥土，也吸收着泥土的水分与营
养。树干粗大，要三个大人牵手才能抱住。树高约有三十米，灰褐色的
树皮皱裂，如直上云霄的龙纹之身；叶薄如纸，形如椭圆状，每年四月，阳
光明媚，春暖花开。黄绿色的花便焉然开放，清香扑鼻。到了十月，球形
的果挂满枝头，如紫黑色的珍珠，晶莹透剔。它的枝、它的叶、它的花、它
的果，都散发出樟脑的香味，提神醒脑，清香四溢，沁人心脾。微风轻拂，
飘香十里，令人心旷神怡！

村子的名叫“头关”，有第一道关口的意思。樟树处在两座山的交接
处，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它像一位忠诚的战士，坚守着这重
要关口，保卫着父老乡亲。

提起樟树，有一个神奇传说。据说它已生长一千年。在它生长六百
年时，修成正果，成了精，成了神。那时官府治安不力，强盗横行，肆意掠
杀。有一次，土匪们把附近的村子都洗劫一空，就要抢劫我们村子。当
土匪们来到香樟树前的时候，突然，只见樟树的枝叶像千手观音的手，魔
幻似遮住了整个路面，密不透风。顿时，人仰马翻，跪倒在地，土匪们被
吓得屁滚尿流，落慌而逃。乡亲们看着，是樟树救了他们，这天正好是农
历六月初六。于是，乡亲们为了感谢樟树的救命之恩，纷纷拿出家里最
好的酒、肉、饭敬供它，说它是显灵了，是神树，把它当神供奉。从此，每
年的农历六月初六这天，乡亲们都自觉来敬供樟树。俗称“打平伙”，一
直沿袭至今。

记得我小时候，身体欠佳，体弱多病。有一次，病在春节，肚子疼痛
厉害。那时医院少，又没开门。奶奶是全村捏肚子治疼痛的高手，折腾
了半天也不见效。这时母亲才想到平时捡起晾干的香樟果可治病。拿
了几粒给我服下，一会儿就心平气顺，不再疼痛。那时我感觉到：这真是
灵丹妙药的效果。

樟树茂密婆娑，四季如春。在炎热的夏天为我们遮阳避凉，在寒冷冬
天为我们挡风遮雨。在那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还为我和小朋友带来了许
多欢乐。那时，玩的地方很少，我和小伙伴们常常跑到樟树下，手牵着手，
唱着歌，跳着舞，樟树呼呼地吹着哨子，樟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和着音乐，
大家十分愉快，感觉这世界是多么的开心，这童年是多么的快乐。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
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的伟大进军，西进支队的八
大队接管，党领导的安顺地方游击队的有力策应，
党的正确政策及时宣传和贯彻，短短一个多月，安
顺所辖各个县（当时为安顺、平坝、普定、镇宁、紫
云、郎岱）获得解放。

平坝解放前夕，国民党县党政要员逃离，县城
出现短暂的“真空时期”，曾淑藩、马愚初、孙树昌等
开明人士商议组成维持会，维持社会秩序，带领群
众迎接解放。1949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七军侦察营奉命从清镇
机场开赴平坝，执行解放平坝的任务。当侦察营先
头部队接近平坝县城时，国民党平坝县县长王懋贤
等组织武装力量，事先隐蔽埋伏在县城东南面的沙
石冲一带，企图阻止解放军进攻平坝县城。侦察营
气势如虎，王懋贤等不敢抵抗，立即撤出队伍，假惺
惺地伪装迎接解放军进城，侦察营迅速占领平坝县
城，平坝当即解放。同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西进支队八大队五中队指导员
李一丁、中队长安余轩带领干部战士47人，由贵阳
到平坝接管县政权（后有一部分陆续分配到平
坝）。25日，成立中共平坝县委、县人民政府，向民
众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布告的“约法八章”，安
定民心。

12月，县人民政府先后接管了平坝县党部、民
卫总队、县参议会、司法处、军法室、警察所、看守
所、田赋粮食管理处以及县农场、学校等。

1949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
军进军大西南，第五兵团集结湘西待命，随时准备
入黔作战。8月份，为抵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贵
州，国民党贵州省政府组织各县县长及县党部书记

参加自卫干部训练班，安顺县县长李紫珊、国民党
安顺县党部书记杨国昌应召赴省受训。9月，国民
党军第89军军长刘伯龙遣第89军第3剿匪支队进
驻安顺，增配枪弹汽油，准备固守安顺，抵抗解放
军，一旦安顺失守，撤守时烧毁安顺城。

11月初，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进军贵
州。5日，刘伯龙手令第3剿匪支队坚壁清野，殊死
抗击。数十桶汽油分置城西南重要路口，准备放火
烧城。8日，李紫珊召集各乡镇实力派人物开会，布
置“反共应变”。9日，国民党贵州省党政军机关开
始往西南撤退，安顺城日过汽车千余辆；西较盐务
局被西撤的国民党军哄抢，几万担食盐被掳光；不
法之徒趁机活动，城内外发生抢案数十起，全城惊
恐不安。11日，商会会长戴子儒、县议会会长董叔
明、副会长韩云波暗中商议，成立临时治安委员会，
维持地方治安，静待解放军接管。当夜，各界有关
进步人士50余人在东街银行楼上开会，成立安顺县
临时治安委员会，公推韩云波任主任，董叔明任副
主任。12日，县长李紫珊带领县民卫总队仓皇南
逃。14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安顺县游击队和安顺
大洞口游击队在徐天恩、段一芳的率领下进驻县城
北郊，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安顺城。

安顺县临时治安委员会迅速与游击队取得联
系，韩云波、董叔明、徐天恩、段一芳等人商议决定：
治安委员会负责城内治安；游击队维护城郊秩序；
游击队第二支队到大坡脚一带布防，防备国民党军
残余势力从普定方向进攻；党代表段一芳东去平
坝，迎接人民解放军。社会治安由反正过来的县警
察局局长戴泽坤总负责，警察局、兽医学校、第七临
教院、青红帮部分人员组队上街巡逻，四城门站
岗。入夜，临街各户高挂灯笼，防备坏人趁机破

坏。17日深夜，临时治安委员会主要负责人韩云
波、董叔明、戴子儒、魏伯卿、孙起延、吴晓耕等，通
过国民党第89军第3剿匪支队副支队长薛裕光作
工作，支队长姚笛将部队撤往晴隆。18日早，临时
治安委员会派代表段幕愚、谢觉2人，坐吉普车东去
迎接人民解放军。

1949年11月17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
团第17侦察营在贵阳接到命令，向安顺进军。在贵
阳起义投诚的省绥靖司令部警卫营营长张法孙奉命
随军前往，配合开展国民党安顺党政军界的起义投诚
工作。汽车开到平坝焦家桥，大桥被国民党溃军炸断
受阻，部队徒步赶到平坝宿营。18日早部队刚出平
坝，迎面碰上坐吉普车赶来的安顺县临时治安委员
会代表，并与安顺联系派汽车迎接解放军。下午2
时，第17侦察营官兵在东关下车整队入城，临时治
安委员会组织工农学商各界夹道热烈欢迎，街道两
旁鞭炮齐鸣，解放军入城队伍威武雄壮，高唱《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欢迎群众情绪激昂，高呼

“拥护共产党”、“欢迎解放军”等口号。解放军领导
与临时治安委员会领导见面，在四城门与钟鼓楼设
立岗哨，每岗驻军一个排，接替临时治安委员会维
护社会治安，出榜安民。同时，与安顺游击队取得
联系。19日，第17军第49师行抵安顺，驻军北兵营，
成立安顺军事管制委员会，第49师师长汪家道任主
任。军管会对各要害部门实行军管，并统一领导安顺
解放后的工作。21日，随军南下的地方政权人员到
达，开始负责安顺县民国时期政权接
管和人民政权的建政工作。25日，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49师和中共领导的
安顺县游击队、大洞口游击队胜利大
会师，举行隆重的会师仪式。

知青杂忆（六）
□文龙生

记得有一个著名女作家说过这样的话：工作着是美丽的。但广大知
青眼中，有份固定职业，拿工资吃饭，称心如意地工作，才叫“美丽”。当
知青“修补地球”，是一种万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大家口口声声说扎根农
村，但大多数都心口不一，只是想通过“知青”这块跳板，“跳”得一份理想
的工作。整天蹲在穷山沟，“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干农活，莫大的煎熬，
谈何美丽？那几十年前流汗又流泪的劳作情景，清楚记得，历历在目。

农村活路很辛苦，大山深处干农活更是苦得要命，撸地、铲灰、挑粪、栽
包谷、薅包谷、上公粮、种小季等等，一年四季都有活干。薅二道包谷，如今
想起来还有点心悸。格旧村民告诉我们，一到这个时候，人都要瘦10多
斤。真是这样，炎热夏天，火辣辣的太阳笼罩包谷地，又热又闷，人站在里
面不动都要出汗，何况要使劲用力，给每棵包谷薅草壅土，不到一会儿，挥
汗如雨、浑身湿透。包谷长到一米多高，叶子又多又蠚人，人在地里超常体
力劳动，那滋味真叫“热蠚”。这“二道包谷”要薅十天半月，而且从早到晚，
人不瘦身才怪呢？大山里的农民，黑廋者居多，胖子难找。

那些日子，我望着天上的太阳，巴不得快点落快点落，落了可以收
工，落了又过一天，但太阳总是老落得慢。而今，希望每天太阳再慢一点
落，可它却落得太快，一眨眼就是一天一月一年，可谓光阴似箭，四十年
一晃就过去了。

收包谷季节，寨子男女老少齐出动，壮年男子或扛或挑，其他的清一
色背篼。大家在山地里，麻麻利利将包谷摘在挑筐或背篼里，男子汉要
扛要挑一二百斤，妇女背个六七十斤，我们知青得照顾，加入的是背篼大
军。从早到晚，从山地到寨子晒坝，来来回回要走六七十里，吃了晚饭，
还要在煤油灯下挑灯夜战，将包谷过磅，按“人七劳三”（当时的分配形
式）分给各家各户。夜已深，人不静，分粮运粮忙。好一幅秋收景致图。

格旧那地方最适合种葵花，那里的葵花又黑又大又饱满。夏天，漫
山遍野的向日葵花金光灿灿；秋天，往日昂首含笑的它，垂下了硕大的
头。一到这个季节，全寨出动，连学生也不读书了，跟着去摘葵花。一大
块布垫在山坡上，有的甚而是刚从床上拉起来的垫单，余温尚存。葵花
摘来倒成一大堆，全家人围坐一起，拿起葵花朵，用木棍或葵花秆拍之，
葵花子一一落在垫单上，再搬运到生产队。令人好笑的是，那几天妇女
穿的衣服特大，男人衣裤荷包也多，收工时衣服里荷包里填满葵花子，回
家一抖一大升。这种“彼此彼此”的揩油，大家心照不宣。连我们也在他
们影响下，收工回来，衣裤荷包鼓鼓的尽是葵花子。

插队那两年，农业学大寨喊得震天响，有一年冬天，上面要求“农闲
人不闲”，公路沿线地方造“百亩大田”，山区则要搞“地改田”。大队生产
队开会立“军令状”，要在石旮旯地方打造水田。中国的老百姓最听话，
上面叫干啥就干啥，山区农民更是如此。生产队将我们住地前面的几块
地作为“改造样板”，寨子里的劳动力蜂拥而至，搞得热火朝天。

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天寒地冻，寒风刺骨，手僵脚僵。山里的农民很
穷，哪有什么防寒保暖的衣服，大多数都是破衣烂衫，但“学大寨”是政治
任务，无条件可讲，谁敢不来？那年头违背“政治”，上纲上线，轻则大小
会狠批，严重者也可能被叫“捆起来”。

土地改田，挖泥，夯土、砌石，这些活路几句话可概括，可干起来那艰
难困苦状，一言难尽。气温零下，大雪大凌，双手冻得通红僵硬，脸是麻
木的，几个人抬起大木夯砸下去，冻土吱吱呻吟。起早摸黑，一直干到腊
月二十八才停工，我们当知青的也才获准回家过年。

那不切实际的“学大寨”造田运动，劳民伤财，事倍功半，不久半途而
废。值得我们庆幸的是，那么艰苦的活路，那么奇冷的天气，居然没有人
生病受伤。猫营有个公社造“百亩大田”，有一知青被“神仙土”（从下面
控虚脚，上面土整体倒下）压伤，刨出来时，他还喊着“不要管我，修百亩
大田要紧！”这英雄壮举，一度广为流传，成为广大知青学习的典范。

当时，寨子里最有权势的人，除了大队支书、生产队长，还有生产队
会计、计分员。年终结算，每个劳力可能分得十几元、几十元不等的现
金，也是一年的劳动报酬。有的知青爱回家，出工不多，不仅得不到年终
报酬，还要补交“口粮钱”，多则达20多元。因此，农民也好，知青也罢，
同会计、计分员搞好关系，得到某些实惠，那是公开的秘密。

有一次生产队让我们三个知青去“撸地”（也就是将地里的秸秆、杂
草等除掉），那块山地较远，有十多里山路，队里按六个工分计算。我们
用镰刀、柴刀在地里“撸”了两个整天，尽管非常使劲卖力，但技不如人，
干得很粗糙，生产队派人验收，说是不合格要扣工分。我们暗底下找了
计分员解释通融，非但没有被扣，还悄悄多算了三个工分。从此，领教了
计分员的“大权在握”，主动与他搞好关系，从安顺返回寨子，忘不了要给
他带瓶把酱油。这点“小动作”，今天讲出来要受揶揄，但那个时候要生
存，无可奈何。

生产队把知青当成名副其实的“子民”，同样分给自留地。我当时分到
一块土地，横看竖看都觉得小了些，心里还不舒服呢。可是，自己不会种地，
更主要的是经常回家，无心打整，自留地荒芜，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甚是惹
眼醒目，又后悔自留地得多了。农民看到我们的自留地不长庄稼长野草，经
常在背地里议论知青好懒。那时候，“懒”这个字是知青最忌讳的，因为将来
推荐去工作去读书去当兵，鉴定写上这样的字眼，一切都完了。农民是背地
里议论算好，更要命的是，有一天大队杨支书在社员大会上不冷不热讲了几
句：知青同志，生产队将最好的土地分给你们当自留地，看野草长了人把高，
你们是不是要在那里养老蛇啊！讲得我们无地自容十分难堪，害怕极了。
要知道，大队支书在那个小地方，一言九鼎，说好说歹非同
小可。好在杨支书的这番话，仅“留”在口头上，以后大家知
青或读书或工作，政审鉴定皆是一番好话。

后来，我们几个知青全部走了，这一片自留地收回
队里。但，寨子里从此多了一个地名：知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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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解放的历程
□罗基仁

公元1949年11月18日，是安顺人应该牢记的
日子。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十七军
侦察营先头部队抵达安顺，受到工农商学各界热烈
欢迎。尽管当时影像业十分落后，拥有相机的人如
凤毛麟角，但还是有纪录当时的照片传世，为后人留
下了永久追忆的书证。从那些珍贵的照片上我们看
到了小城万人空巷的沸腾，看到大人们的情绪高涨、
儿童欢呼雀跃！人群中有人知道，这是当年经广顺
到双堡过鸡场岩腊紫云、到六马经坝草到贞丰的那
些红军回来了！

这一年，安顺建城568周年。
解放军入城四天后，也即是11月22日，中共安

顺临时县委、县政府成立。
当时，传统思维极其浓厚的人认为，中国改朝换

代的地域已及边陲，太平盛世到来了！而思想开明
的人氏则认为这是安顺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从那一天开始计算，于今整整65个春秋，六十五
年前的今天，安顺人有了新的梦。

新政权的成立，让广大百姓产生了很大的希
望。因为安顺人早已厌倦了兵荒马乱、物价飞涨、
官府腐败、抓兵派款的日子了！我们有知识有文化
的父辈这一代人，正是青年时期，他们梦寐以求地
盼望着共产党早点打过来。因为他们追求共产党
宣传的自由、民主。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
治，有的偷着传看《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
府》、《毛泽东自传》种种书籍。更有的在地下党的
领导下，组织、蕴酿着举行军事武装暴动，以牵制国
民党的兵力，达到支援解放军在大战场上取得胜利
的目的。而其中有的在胜利前夕牺牲在刑场上。
在此65周年之际，我们应当为他们奠洒一杯缅怀

之醇酒！
我们这一拨人，生在民国末年，长在五星

红旗下，对新中国的记忆始于童稚，经青少年
逾越花甲。我们亲睹亲历亲闻了激情燃烧的
岁月中产生的那些如火如荼的运动。回顾过

去，让人感悟到阳光风雨兼程，成功与失败同现。前
事不忘，后事之师。经验与教训共存并成为一种宝
贵的精神财富；而纵观今天日新月异的城乡变化，又
让人感到中国崛起终有时而时不会太远了！六十五
年的安顺历史，最值得大写的是改革开放的三十五
年。

古老的安顺城也变了，五十年代初期先是拆了
四周的围墙，可以通汽车了，但城中的石板路上每
天都有马帮过街。老式的瓦屋上每天都有麻雀打
架，小街上的石板缝里都会有青草长出，春绿夏茂、
秋黄冬枯，周而复始地经过六十七十年代。从八、
九十年代的初变，到新世纪以来成为日新月异的大
变化。

今天的安顺，城市在向四周扩展、延伸。楼房在
向空中挺拔、升高。越来越展示着现代化都市的气
息。原先南大街西秀山上的白石塔，在周围低矮的
鳞鳞瓦屋中如同一只高傲的仙鹤，立于鸡群中。如
今她却又如一位娇小的古典美女，站在山上与周围
一大群时尚高大的美女努力比肩。

只要站于某个高点，我们都会看到林立的高楼
大厦把整个城市装点得豪华、气派！响着哨笛声的
鸽群从大厦的房顶飞过，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思……

可以说，三十五年来，古城安顺所建房屋的面积
数量，超过六百年的总和的若干倍。

当夜幕降临，整个安顺城华灯齐明，五光十色流
放异彩。穿城而过的贯城河石栏杆洁白，两岸杨柳
轻拂，璀璨的路灯光映在河中，水若流金。

修于1958年的高原平湖虹山水库，新近打造成
为公园，从黎明起到夜晚时分，这里游人如织或偶见
双双恋者，都呈现着祥和、安宁的气氛。尤其是那些
跳佳木斯舞、晨泳以及吊嗓高歌的人们，更营造出一
种和谐的氛围。

多少年来，我们的父辈、袓辈、乃至上溯几百年
的先人们，渴望着有一个无外人欺凌、无内部阶级斗
争的生存环境。这梦做了一代又一代……

陈年旧事
□草田八

小时候，记得家里大立柜里有一个精致
的小木盒，里面装的全是布票、粮票、豆腐
票、购粮本、户口册等。小孩子很新奇，想拿
出来玩，母亲说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坚决
不让动。其实，不独我家，全国城市老百姓
人人如此，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计划经济
的特有现象。

布票每人每年是一丈五尺七寸，不知是
怎么算出来的，我们家每年都用不完，因为
没有钱添置新衣服。父亲在农村教书，常年
一件蓝中山装。直到上了中学，我还在穿打
补丁的裤子，可见每年我们一家要节约多少
布票。

1975年，我已经上了三年级，印象最
深的是办事时新讲开后门。所谓“开后门”
就是凡事都要通过关系，找熟人帮忙、关照，
才能办成事。开后门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也
成为几乎公开的潜规则。

做知青的大哥要抽调回城，因此，“后
门”成了我们家最多的话语。为了找后门，
母亲又无计可施，于是病急乱投医。原来住
在炮台街的一户邻居，男人是在轻工局工
作，多多少少做了小管事。母亲经常跑去他
家求帮忙，我那时隐隐约约知道，家里的钱
都买礼物给他家送去了，可是多少次，母亲
都是无功而返。

那段时间，我很少看到家里人的笑容，
记忆中全家没有一天开心过。大哥下乡的
时候，开始想走紫云这个后门，如果顺利，两
年抽调回来是没有问题的。当时有个叔在
紫云自治县当县委办主任。大哥放了假就
往紫云跑，叔就强烈反对，说紫云是安顺最
穷困的地方，万一抽不上了，那一辈子如何
是好，当时这道后门就没有走成。

好歹是没有去成紫云，后来去了七眼桥
一个村落户。父亲是村里的老师，人家也看
他面子，劳动回来，每天的中晚饭解决了，倒
也轻松不少。加上自己有自留地，种了包
谷、辣椒、葵花，相对那些集体户知青说来，
日子倒还过得舒服。

在大哥的自留地里，村民们都奇怪庄稼
要比他们种的好，这些农民哪里知道是施了
化肥的。当时供应化肥紧张，要凭票，而且
只能用于集体土地。但是，我一个亲戚在长
顺化肥厂工作，就走了这样的后门，从安顺
老远坐客车到长顺，把好不容易特批的一包
化肥拉到安顺又挑到乡下。这就是走后门
的奇迹了。

后来，家里新买了一辆凤凰锰钢自行
车，算是开后门得到的，原来父亲在乡下教
书，每个星期骑自行车来回城里与乡村之
间，早就想买一辆，可是因为要票，一直未能
如愿。后来在紫云的叔分了一张自行车票，
我家不顾脸面把票要来，终于买了我们家第
一件大件物品。家父惯着我们，自己舍不得
骑，留在家里给他的孩子们骑着玩。

等我工作了几年，正准备结婚，当时的
潮流是结婚得有一台彩色电视机，因为紧
俏，要凭票供应，一凭票，难免开后门。大嫂
在贵阳民族商店的关系，我走后门算是买了
一台长虹牌18吋的国产彩色电视机，记得
存了三年的钱。拿回来以后，就放着，舍不
得看，直到结婚搬了新房才拿出来。后来又
通过邮电局后门的关系，安装了电话，日子
算是有些改观。

上世纪80年代初安装电话也很不容易，
要级别，不是谁都能装，够了级别也要排队登
记。到了中期，老百姓就可以安装了，记得我
们家装电话，是搭公家安装电话的车装上的，
算是走公家的后门。一般老百姓就要先请吃
饭，还要泡茶递烟，临走一人送包香烟。

日子就这样过了好几年，生活好
起来，走后门不那么重要，但是，关键
的大事还是讲后门。 女儿已经大
四，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后门，想在外
打拼，因为回到小城，人情关系重，又
拼不过人家，只有自己努力才是。

阳光风雨六五秋
□潘玉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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