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七十年代
那些事（六）

□文龙生

1969年夏末，小学毕业在社会上“浪”了一年的我，接到
初中录取通知书。送通知的林老师高兴地说，祝贺你录取地
区一中。其实，这“祝贺”是勉励话，那年头，小学升初中是

“就近入学”，我家距地区一中很近，“录取”也就自然而然
了。倘要凭成绩的话，我们读民办小学的底子，无论如何迈
不进这所名校的门槛。“存在即合理”，多年后，我总觉得那种

“有教无类”的就近入学，有它的合理性。
1969年，贵州的武斗起起伏伏，在全国也有些影响。贵

阳发生骇人听闻的“七二九”武斗事件，死伤好几十人，省革
委主任李再含受到中央严厉问责，调离贵州。昆明军区副政
委蓝亦农取代李再含主政贵州，43军军长张荣森辅政，并率
领一个师到贵州“三支两军”，派遣到安顺的是485部队。提
起485部队，上了年纪的安顺人可谓“耳熟能详”了。

485部队进驻安顺，大概是1969年秋天。浩浩荡荡来到
安顺那天，“支红派”与“117”派都去“热烈欢迎”，两派都想亲
近“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稳定贵州”的人民解放军，都想得到
485部队“青睐”，又恐他人“捷足先登”。真是“一山不容二
虎”，迎接子弟兵的两派撞在一起，吵吵闹闹，大动干戈，差点
造成流血事件。

我们刚进地区一中，485部队的“军宣队”也开进了学校。
那个时候，485部队在安顺“三支两军”，实际上掌控安顺，有

“军管会”，有“警备司令部”，大权在握，话语权十分强势，任何
单位和个人都要敬畏几分。485部队组建的警备司令部，在原
地区公安处内，一提到“警司”，让多少人谨言慎行，谈之色变。
安顺人不一定都知道地、市革委主任，但“警司”负责人王营长
家喻户晓，妇幼皆知。不过，自从来了这支部队，安顺的派性、
武斗大为收敛，社会治安秩序也好了许多。别说为非作歹、打
砸抢者，就是小偷小摸、不三不四的“流阿强”，一听说警备司令
部来人了，吓得魂飞魄散、屁滚尿流。不管白天晚上，只要有

“警司”的敲门，左邻右舍都会议论：这家人摊上大事了！当然，
由于种种原因，部队少数人执行政策偏左，凡事上纲上线，言行
偏激，执法粗暴等等，也时有发生。因此，485部队在安顺的影
响和名声，老安顺人多有复杂心理。

学校搞“军训”，军代表神情严厉，声如洪钟，喊“立正稍息”，
一个拳头从队伍的头至尾，刷刷刷冲过去，站得凸凹不平，拳头
会重重撞在胸口上。学校的确比以前清静多了，再调皮的学生
也不敢“吊歪”，大家都明白“军代表约谈”是什么滋味。

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去教学大楼，姓张的同学看到“军
宣队”牌子，好奇推了一下门，一个军代表冲出来，揪住这个
学生衣领，使劲推搡，不依不饶，大声斥喝：你这是刺探军
情！吓得他全身发抖，还是有位老师出来问明缘由解了围。
我当时有些弄不明白，485部队军代表这么“狠”，会有那么多
学生主动去亲近，去套近乎。记得1970年清明祭扫烈士墓，
许多学生尤其女学生成群跑去同军代表“合影留念”，那份兴
高采烈、莫大荣幸，难以言状。有些摊不上的，好像遭受什么
委屈，偷偷在一旁生气。

地区一中历来重视教育质量，但在“读书无用”大气候
下，它也概莫能外。初中课程主要是政治、语文、数学、工基
（工业基础知识）、农基（农业基础知识）、军体（体育）。我们
1969年9月进校，到1971年1月毕业，仅1年零几个月。这1
年多的时间，还要“开门办学”，两次下乡“学农”，一次到厂

“学工”。因为最高指示要求“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
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

“三学”使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大受影响，可对于那些不
大想上课的学生，可谓乐事一桩。学工学农要离开学校，不
受学校纪律约束，没有作业，也不测验考试，还可以到校外见
见世面，到农村看山野景致，吸新鲜空气。

第一次学农是到东屯公社西屯大队石山小队，打着背包
到寨子里，与农民一同到田里插秧，吃饭分散到各家各户，交
点钱和粮票。晚上几个学生挤在生产队一间小房子里，没有
电灯，大家躺在床上天南海北乱侃。虽然劳动很辛苦，但嘻
哈打笑，日子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半个月插秧种田“学农”就
过去了。当然，也有收获，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每天吃的粮
食来之不易。

转眼到九十月间，学校组织下乡搞“三秋”，我们班地点
在宁谷公社潘孟寨。这里距安顺城仅七八公里，大田大坝，
寨子门前有条河，河水清澈透亮，村民们吃的就是这河水。
每天来到这里洗漱，雾朦胧、鸟朦胧、人朦胧，山野之风不时
袭来，沁人心脾……这幅绚丽的秋景图，一直挂在我心间几
十年。以后偶尔也到过那村那河，可再也看不到那如诗如
画的美景了。

那次“学农”搞秋收秋种，怎样割谷子，怎样点小季，都不
记得了。但有两件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同我们一起下乡劳动的，除班主任和带队的陈老师外，
还有几个“问题老师”。“特嫌分子”龙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他
是个参加地下党和游击队的“老革命”，地区一中老领导，文
革中被诬为“特务嫌疑”。龙老师很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
虽然年纪大，但和大家一样挑粪撸地，积极得很。他烟瘾大，
歇下气来，不停地抽烟，我们经常向他要烟抽，龙老师很舍
得，可每次都悄悄嘱咐：别让你们班主任知道。没有不透风
的墙，班主任知道后，把我们几个要烟抽的学生狠狠骂了一
大顿，还说了一句左得可怕的话：“他是什么人？是被管制的

‘特嫌分子’，想毒害青少年！”
还有一件是“问姓吃饭”。潘孟寨有个风俗，王、刘两姓人家

分别在农历九月二十八、十月初一，要打糍粑过节。我们下乡劳
动，住的是大铺，十多个人挤一处。农民家轮流管饭，一到吃饭
时，有人上门喊“哪几个去我家？”九月二十八和十月初一，许多
同学都想多吃一顿糍粑，农民来喊，先问姓氏，对得上那天吃糍
粑的姓，争着要去，否则，你推我搡，谁都婉拒。农民先是莫名其
妙，后来晓得了“个中奥秘”，议论纷纷，并反映给带队的陈老师。
此事虽小，但影响恶劣，我们想免不了要遭批评写检查，说不定还
会上纲上线呢。但陈老师却一点反应也没有，照样对我们嘘寒问
暖，关心呵护。食物严重匮乏时期，糍粑也
是一种奢移品，哪个不嘴馋？何况长身体
的青少年，“穷学生、饿牢子”，情有可原。
善良的陈老师，可能就是这样想的吧！

到市运司的那次“学工”劳动，个把
月时间，跟着工人上下班，做些杂活，很
平很淡，犹如一杯白开水，留下的印象
不深。

把美丽留下来
□李丹

近日，我的一个网友在自己的QQ空间里晒出了自
己从二十几岁到现在四十几岁的照片，那真是一个人最
真实的容貌变化，若不是一路看下来，简直认不出那就
是同一个人，青春时，是那样的光彩照人，整个人都有一
种不可抗拒的蓬勃向上的朝气，蓬勃着，向上着，眼角眉
梢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笑意，是一朵正含苞待放的花朵，
人到中年，所有的朝气都没有了，是一颗悬挂在枝头的
果实，不张扬，不芳香，是一种繁华过后的从容与淡定，
从容淡泊的心境反应到脸上是一种宁静的光辉，间或有
着几分难以掩饰的疲累，或者说是一种无可奈何，不过，
一路走来，到底还是有几分收获和欣喜的，有了底气来

嘲笑自己的沧桑，她无情地在人到中年的照片下写到：
满脸雀斑，真是46岁的写照啊！诸多的无奈与无情都
写在了字里行间，令人唏嘘不已，也令人感叹不已。

每个人都会这样一步步走到老的，没有一个人能逃
掉。从照片来看，她还是幸福的，生活还是无忧无虑的，
那些早年间从景区拍回来的照片是她一生中最为精华
的日子，那时，孩子还小，可以随处见到他活泼的身影，
那些影子的周围都有她心满意足，笑意盈盈的笑脸，那
是一个幸福的妈妈，更是一个幸福的女人，照片中，间或
有她老公的影子，一个面目削瘦却是和蔼可亲的男人，
看他的样子，或许用暖男这样的字眼似乎更加适合于
他，至少也是一个顾家的男人吧，怪不得我的QQ 友常
常是那样幸福呢，有这样的男人守在身边，知暖知热，不
幸福都难。只是如此，还是会一日日的老去，纵使也是
满面含笑，也难掩那种悄悄而来的岁月的痕迹了。

每个人都会老去的，没有声息的悄悄老去，在漫长
的日子里与青春时的那个她或他，慢慢告别，慢慢远去，
也慢慢握手言欢，接受不再年轻的自己，接受一天天平
静下来的日子，也接受日子所赐予的沧桑与衰老，甚至

是残缺与疾病，都会这样老去，都会这样一天天告别所
有的日子，走向最终的归宿。

每个人都是会老的，一天天，一年年，不知不觉中，
都会从那个意气风发的少男少女变成一个个成熟稳健
的中年人，变成一个行动迟缓满头白发的老人，一个人
的经历不管如何 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没有一个人
能幸免，一日日在老去的路上似乎是悄无声息的，而留
在岁月里的照片却是清晰地记录着这一切，那些痕迹都
是那样的鲜明与真实。

既然是这样，就在年轻的时候，努力去追寻自己的梦
想，努力的开心快乐地生活，该笑的时候笑，该来玩的时候
玩，随着岁月顺其自然的老去，不后悔。也因此，年轻的时
候就让生活多姿多彩一些，多一些经历，多一些历练，让曾
经的经历成为最美的风景，最美的回忆，如此，老了，日子
就不会是干瘪的，会是另一种温暖与风景。

打起精神，还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吧。不要把美
丽留在记忆里，要时时刻刻的留在我们的身边，那样生
活才会更加的有意义。

心若不老，岁月奈何？

又到记者节
□陈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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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我离开了报社，屈指算来已经整整十
年，十年中我无数次在梦中梦见自己或在采访现场，或
在为某篇文章如何构思从梦中醒来，以甚于梦醒后还接
着思考，把梦中的文章“写完”。

每年的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每到这个时候
我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我的职业生
涯先后在四个单位工作，记者干了17年，其余三个单位
加起来的总和也不过13年，除了新闻单位，其它三个单
位都是公务员队伍，在大多数人眼中，应属于比较受人
羡慕的工作，但是，我真正热爱的职业是新闻工作，最称
职的称呼是“记者”，这决不是做秀，而是内心的真实写
照，这个职业于我来说是“累并快乐着”！

新闻工作是一个每天追求新事物的职业，有一句新
闻界的流行语：“记者眼中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无论
采访什么人，什么事，也无论是到哪种场合，每天都有不
同，每天都能感受新鲜的东西，每天都能接触新的人，吸
收新的知识与能量，正因为“新”，对人才格外有吸引
力。新闻工作者是时代的记录者，他对时代的变迁最为

敏感，大到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出台，小到所生活的城市
的每一个发展变化都逃不过记者的眼睛。新闻工作是
一个让人无法停下脚步歇息的职业，“永远在路上”不仅
指记者的工作特点，更是对这一职业的使命感、责任感
的诠释，也是对新闻工作者不断充实自己，紧跟时代步
伐的要求。有人说，记者的一年四季都是收获的季节。

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新闻记者肩负着“天降大
任于斯人”的重任，追寻理想、拷问真相、守望良知是新
闻记者永远的追求。我曾在一篇记者感言中读到这样
几句话：“新闻记者，不应该是简单的记录者，而应是一
个善于交流的访问者，反应敏捷的运动员，思想深邃的
哲学家，温厚善良的慈悲者，嫉恶如仇的侠士。”新闻工
作的魅力还在于它的社会认知度和社会成就感，记者从
某种程度也是“公众人物”，你的一言一行，你的每篇文
章都会对社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这就要求每个当记者的
人要有崇高的职业操守。由此，我联想到现在的网络，
大量文章哗众取宠，标题骇人听闻，似乎不这样就不能
吸引眼球。究其深层次原因，就是现在的人越来越浮

躁，越来越没有敬畏之心，更不要说政治敏锐力与法治
意识，有的人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妄议，以显示自己的

“与众不同”和特立独行的“个性”。
有人说，会写文章的人，就能成为一名新闻记

者，否也。因为，新闻报道不是信手拈来，也不是花
前月下的抒情浪漫，而是对新闻事件的真实反映，是
经过对文字的精心锤炼，将思想和观点隐藏在客观
事实中的绝妙表现。

曾经做过17年新闻记者，我对记者这个职业有了较
为深刻的认识，同时我庆幸自己一生中曾经有过记者经
历，这个职业不仅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更让我学到
很多东西，对社会的认知，对人对事的客观评价，对人生的
冷静思考，它给我的一生打下良好的基础。它让我无论在
任何环境下，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委屈和坎坷都没有放弃对
美好的追求。我不敢说自己内心有多么强大，但至少我充
满自信，一个人的快乐不取决于官有多大，位有多高，而在
于内心是否丰富，内心是否有一颗不灭的火种，而这颗火
种始终引领着你朝着既定的目标奋进。

山水山水
□□程明芳

周末里，难得的闲暇，独自出门，漫步。
迈着轻松的脚步，走过熙攘的街道，穿过路旁浓密

的树荫，漫无目的地行走。走到长街幽静的尽头，偶一
抬头，与它相遇。那是一间小小的茶馆，古朴，雅静，不
媚俗，不哗众，取个令人满心欢喜的名字：想茶。一个

“想”字，直抵人心。我想，大抵爱茶的人都会想茶吧！
这么想着，顿觉面前的小茶馆是那般的可亲。于是

走进去，找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点一壶雪芽静静地喝。
与一杯素雅的茶相对、相悦，感觉时光变得缓慢柔

软。一缕轻轻的茶香，就像一双温柔的手，拉着你陡然
地从喧闹遁入寂静，又仿佛从现代穿越到唐宋。

我想，多久没有这样一颗素心对素茶了？
犹记得去年夏末秋初的时候，我驱车百里，去看一

个幽居在粤西乡下的老朋友。朋友家侍弄了一个大大
的竹园，种了十多亩楠竹。朋友就住在翠竹掩映的红砖
小洋房里。

那天，我与他在茂密竹林里，支一张小方桌，围炉煮
茶。朋友对着一个铁炉子，用竹叶生火，煮从山上汲来
的山泉水。水沸，泡茶。泡的是朋友自制的生普茶。幽
幽茶香袅袅升腾在竹林间，竹林里疏竹朗朗，竹风阵
阵。我们仿佛被围在用绿竹编织的笼子里，而我们成了
两只甘愿被困的鸟，满心欢欣，怡然自得。我们闲闲地
说着话，悠悠地喝着茶。喝着喝着，竟感觉醉了。才发
现，原来茶喝到酣处，是会醉的。我们直喝到日落西山，
暮色昏沉才作罢。我想起了唐代诗人钱起的一首诗：

“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溜霞。尘心洗尽兴难尽，
一树蝉声片影斜。”我提议到竹林外走一走。于是，我们
脚步漂浮地往外走。朋友真的是醉得不轻，走着走着，
竟一脚不稳栽到了路旁的稻田里去了，我笑倒在地上。
扶起朋友继续往前走，突然发现有几只萤火虫在闪闪烁
烁翩然地飞，我竟童心大发追起萤火虫来。一直追到一
个荷塘边，萤火虫潜进荷叶荷花间不见了。突然，我的
双手摸到了两个球状的东西。朋友打着手电筒一照，原
来是两只硕大的绿柚子！这可真是一场“艳遇”啊！我
们相视哈哈大笑。

从粤西归来后，我回到俗世尘烟里，与漫漫生活对
抗。总向往，活得轻盈。每每回首，仍在怀念那一场美
好的茶事，怀想那一杯醉人的茶。偷得空闲时，便煮水
烹茶，与茶相伴。仿佛美丽的遇见，扯起一段旧人旧
事。泡醇香的普洱茶时，我会想起一个江西的朋友。他
爱茶成癖，尤其爱收藏普洱茶。他家里有一间藏茶阁，
收藏着数以万计的普洱茶。

在静谧的夜晚，独坐窗边，或闲读或静思或写作时，
我会泡一杯君山银针，静品慢尝。茶芽形如银针，在玻
璃杯中一根根垂直立起，冉冉上升，又徐徐下沉，三起三
落，然后簇立杯底，像一片小树林，蔚成趣观。我想起了
一个志同道合的湖南朋友。我与她有着几乎一致的生
活方式，爱写字，爱种植，爱行走，爱喝茶，生活素淡得就
像一杯银针茶。

终明白，想茶，实际上是想起与茶有关的某个人，想
起与茶有关的往事。在此薄凉世间，想茶，茶烟起，茶香
绕，与回忆温存。有茶，便不会孤独。

立冬
是季节的分水岭
万物用收获
在这天
给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叶子不约而同
随一股寒风
以一场盛大的凋零
完成向大地与节气的膜拜
觅食的雀
苦苦追寻 微薄的希望

播洒的麦种
吸附泥土 慢慢扎根
向阳的窗户
张开所有的翅膀
憧憬着阳光的温度
清晨的雨
加深了冬的意味
变短的白昼
悠然拉长黑夜的轮廓
晨光泛起
站在冬的门槛
我回眸微笑
向远去的秋天作别
日历在岁月的桌面上 静默
白白胖胖的饺子
用翻滚的姿势
迎接冬天的到来

立冬
□韦良秀

想茶
□梁惠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