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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社工作20多年，采访过许多人，许多事，许多会
议，可谓难以数计，有的也记不得记不清了。但，有的虽
湮没在时光里，却清晰得犹如昨天，不时回忆起来，越发
亲切、厚重。二十年前那次座谈会即如此。

1998年秋，地委、行署在关岭自治县召开纪念“顶云
经验”20周年座谈会。地点在关岭粮食局招待所，那是
全县最“高档”的食宿地方。其实，所谓高档，只不过是
有几幢二三层的楼房，窗明几净，环境整洁，清清爽爽，
除此之外，并无异它之处，即使领导下榻，也没有特别关
照。记得开会期间一大早，我正好下楼，看见地委书记
段敦厚拎着个温瓶在楼下亲切问服务员：在哪里打开
水？招待所简朴，领导平易近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时，我是安顺日报要闻部负责人，这次重要会议，
有幸参加采访。报社领导十分重视这次采访，还派司机
姚定奎开台“云雀”小车专门送我，那时候单位只有两台
小车，即使不起眼的“云雀”，也是不容易啊！

座谈会开得很紧凑，只是一天。参加会议的除地委
书记段敦厚、行署专员王向规等地区及关岭县领导外，还
特邀与“顶云经验”有关的老领导老同志参加，有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陈远武，“顶云经验”时担任地委第二书记；
原地区人大工委副主任李清泉，“顶云经验”时担任关岭
自治县县委书记。还有“顶云经验”时顶云公社书记卢泽
江，当时派到顶云的工作队队长殷琼珍等等。这些老领
导和老同志在会上抚今追昔，畅所欲言，讲“顶云经验”历
历往事，讲改革开放丰功伟绩，讲继往开来开拓进取。忆
往昔峥嵘岁月，陈远武、李清泉、卢泽江等当年地、县、公社
三级领导干部感慨地说，顶云搞“定产到组”时，上上下下
都有压力有风险，作为领导干部，他们是顶着压力或明或
暗支持撑腰；工作队队长殷琼珍，讲到情深处，不觉两眼
含泪，如诉如泣，让与会者感慨万千，深切感受到当年顶
云人干那场“革命”的压力、艰难和风险。

那天，最有影响的是一个陌生的面孔，他就是时任新
华社四川分社采访部主任冯先受，《定产到组，姓“社”不姓

“资”》的主要撰稿人。他是应地委、行署邀请参加座谈会
的。冯先受体型偏瘦，戴个眼镜，一副沉默深思相。当会
议主持人介绍后，大家都向他投去敬慕的眼光。

冯先受的名字，早有耳闻。1990年初，安顺日报复
刊不久，时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朱学义到报社讲新闻
课，说安顺地区新闻宣传战线，涌现不少优秀人才优秀
作品，最有影响的当数七十年代地委宣传部的冯先受，
写出了惊世作品《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堪称全
省新闻界的骄傲。是的，当年这篇新闻佳作，和何士光
的小说《乡场上》，成为反映农村题材的传世之作，誉满
贵州乃至全国。朱部长的讲话，一直被我留心着，经常
找冯先受作品研读。今天，终于见到这位久闻其名的名
记者，仰慕之情，不言而喻。

冯先受在座谈会上讲述采访报道“顶云经验”的来龙
去脉，将与会者拉回那渐行渐远、春潮将至的大变革岁月。

那是1978年秋，地委宣传部李明部长叫来宣传干
事、也是贵州日报通讯员的冯先受，说关岭有个公社农
民悄悄干起“定产到组”之事，影响很大，去先看一看，了
解一下，写点有价值东西。冯先受与贵州日报驻安顺记
者陈朝禄一道，受命到关岭调查采访。

冯先受、陈朝禄到关岭，认真走访顶云有关村寨，深
入了解情况，还特别邀请农民和公社干部、工作队人员进
行座谈。经过三天扎扎实实采访，冯先受将农民和基层
干部的谈话认真整理，撰写了一组新闻调查。稿子写好
后，冯先受告诉陈朝禄，这篇文章有风险，要不要共同署
名。陈朝禄说一道采访，名字共同署，风险一起担。冯、
陈两人回到安顺，请示宣传部领导，稿子送给贵州日报。

“稿子变成铅字的新闻报道，也是经过一番周折
的”，冯先受感慨地说，贵州日报接到这篇调查报告，也
有一些争议，因为这篇稿子“定产到组”基调有悖当时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根本制度，有人担心见报
惹大祸。总编辑陈健吾敢于担当，亲自拍板签发，并加

“编者按”在头版发一个整版。历史永远铭记这一天，
1978年11月11日，一个堪称中国农村改革先声的重头
报道，像春雷一样震响在贵州高原，被誉为“11号文件”。

几年之后，《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主要撰
稿人冯先受，因这篇力作先后调到新华社贵州分社、四
川分社，担任采访部主任、分社总编辑等职务。遗憾的
是，冯先受于2010年11月病逝，离那篇发表在1978年
11月的文章，恰是32年。这些已是后来的话了。

说到这篇报道产生的社会效果，冯先受情绪激动地
向与会者讲了一个极生动的真实故事：黔东南州有个偏
远山区的苗族村寨，这里的农民听别人口口相传，说贵州
日报发了个可以“包产到户”的“11号文件”，很想见到这
张报纸，但村里没有。一个深秋晚上，生产队叫人打着火

把，跋山涉水去公社找来报纸，村民们连夜烧起柴火，津
津有味听“11号文件”，听完一遍不过瘾，连续念了一遍又
一遍，反反复复念到听到深夜，在场的男女老少全无一丝
倦意。大家议论纷纷说，报纸的“11号文件”都公开讲可
以自由种田地了，还怕什么，就按报纸讲的做就是了！

《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这篇新闻调查，至今令人
津津乐道，誉之为贵州新闻界的翘楚。然而，它见报前见报
后的周折和责难，不为一般人所知。那次“顶云经验”座谈
会不久，省第八次党代会在贵阳举行，我作为安顺地区代表
团随行记者，一天采访地委副书记陈海峰，讲起“顶云经验”
纪念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赞颂陈健吾总编敢于担责签发那
篇“顶云经验”稿件。陈海峰说，这篇稿子见报，他父亲陈健
吾即被省里一位领导召去“问责”一番。

伟大的时代产生杰出的作品。其实，这篇浸满农民
智慧与勇敢，浸满各级领导干部和新闻工作者心血的力
作，也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合乎中国政治大变革风云
的。无独有偶，文章见报前一天，也是贵州日报编排报
纸当天，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长达36天的重要工作会
议，率先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决策，反响巨大，为十
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了最好的铺垫和准备，也吹响了改
革开放的前奏曲。当然，这种政治形势的急转骤变，也
许《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作者和编者未曾料
到。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再为一篇敢为人先的新闻
作品而受到追究了！

“顶云经验”这一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之音，真是来
之不易！没有“敢为天下先”且苦干实干的顶云农民，就
不会有“顶云经验”；没有明里暗里支持撑腰的各级领导
干部，就不会有“顶云经验”；没有忧国忧民、大无畏精神
的新闻工作者，就不会有“顶云经验”！“顶云经验”是历
史的必然，也是无数“有识之士”共同创造的。

采访纪念“顶云经验”20周年座谈会，感受匪浅，感
慨良多。回到报社，情聚笔端，除了写好这次重要会议
主体报道，还专门撰写“本报评论员”文章《让历史告诉
未来》，受到社会广泛好评。

今天，又是一个20年，改革开放暨“顶云经验”已经
40年了，但20年前那次座谈会的那些人那些事，历历在
目，记忆犹深。

记忆犹深的座谈会
□文龙生

亲爱的45名挂职干部，相信你不会
忘记：

去年这个时刻，就要出征前、在市委
党校，

曾永涛书记前来送行的场景和亲切
鼓励：

“把脱贫攻坚放在心上、抓在手上、
扛在肩上，以实干实绩获得支持、赢得口
碑……”

简单告别父母、孩子；单位领导和同
事，我们立即奔赴目的地。

成为了脱贫攻坚一员，“主任、科长、
部长”的称谓变成了“乡长、镇长、书记。”

这一年，我们：

委屈心里装，泪水忍眼眶；
脸上淌汗水，脚下全是泥。

“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
评估、督查；调度、部署；
资料、走访、算账、……
每天奔走在乡间小道上。
没有了周末和节假。
炎炎烈日，冰天雪地，狂风暴雨……
我们无所畏惧。
因为我们始终牢记：

“贫困不除，愧对历史；
群众不富，寝食难安；
小康不达，誓不罢休。”
因为我们心中充满大爱，胸中怀着

大义：
“贫困群众就是我们的姐妹兄弟。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小康路上，要让他们和我们没有一

点点距离。”
我们把足迹深深印进了贫瘠土地。
一年后，
脸颊上晒出了“扶贫黑”，青丝里增

添了“操劳白”；
称谓里多了：

“鹅书记”、“牛乡长”、“羊镇长”……
这些都成了最好奖励。
短短一年，给我们人生，抹上了浓

重而精彩的一笔，成为一生中最难忘的

回忆。
一年的时间太短、太短。
挥一挥手,我们中有人又要别去。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别了、别了，来时不易，别也依依!

“我们曾经是挂职干部！”从今之后，
这句话会常常一遍又一遍地从我们的心
底响起！

再一次把祝福送给你：
挂职干部，祝你身体健康！
挂职干部，祝你平安顺意！

开栏的话
为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省代表团的重要讲
话精神，进一步激发改革创新活力，为全市打赢脱
贫攻坚战发起总攻夺取全胜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
理论支撑，安顺日报副刊特别开设“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征文”栏目，刊发一批抚今追昔，反映我市
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展示各地各行业系统先进
经验和良好风貌的优秀文章。

2015年9月3日，北京举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
阅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阅兵讲话
时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军第十一次裁军。

裁军对世界而言，是和平的象征。但对军人而言，则是人生道路
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一次个人前途的选择与被选择，更是一次正确取
舍个人利益的严峻考验。

在我二十二年的军旅生活中，我经历了铁道兵、基建工程兵的
裁撤。

有幸调到安顺军分区后，又经历了昆明军区撤销、军分区大精简和县
（市）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战友们戏称我是个“有故事”的人，因此，借
《老兵札记》栏目，聊聊我所经历的那些大裁军的事。

裁军与扩军

要说清大裁军，还得先说说大扩军。我军的每次大裁军，之前往
往都曾有一次大扩军。

抗日战争结束时，我军总兵力从抗战初期的几万人发展到一百多
万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更是发展壮大，至新中国成立时，总兵力达
到550万。解放战争结束了，我军迎来了第一次大裁军，裁员150万，
总兵力减至400万。

这次裁军刚进尾声，朝鲜战争爆发了。1950年7月，全国开始战
争动员，补充兵员，部队从400万迅速扩到627.9万，当年中国人民解
放军组成自愿军入朝作战。战争打了一年，到1951年10月，战事到了
相对平稳的对峙局面。1952年1月，毛泽东主席批准我军的《军事整
编计划》，部队第二次大裁军序幕拉开。至当年10月底，全军共精简
19个军，37个师，总员额减至420万。1953年朝鲜停战，总兵员再减
至406万，与解放战争结束第一次裁员后的总兵力基本持平。此后又
经过1955年、1957年两次大裁军，部队员额再减至250万。此后，我
军走上了实行军衔制和义务兵役制的和平时期建军道路。

这四次大裁军，数百万曾经历战争考验、血染沙场的军人，或解
甲归田复员回乡，或成建制开赴边疆改成生产建设兵团，开始了他们
新的人生之旅。在此，笔者不得不向这些老军人老前辈表示深深的
敬意。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文革”爆发，战争气氛越来越浓。
部队对外要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打核战争。对内要“三支两军”，派
出人员支持“革命左派”，组建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全军又迎来了大
扩军。到1974年底，全军总员额扩至610万，达到历史最高峰。部队
不仅兵员体量大，而且组织编制混乱，机构臃肿。因部队干部到地方

“支左”，营区又建一套班子，俗称“双班子”，从而形成全军干部严重超
编，据现在解密数据，至1974年底全军有干部152.6万，超编46.7万，
官兵比例达到1：2.45。

面对这样的局面，邓小平说：“这样庞大的机关，不要说指挥打仗，
跑都跑不赢”，“精简整编，着重精简军以上的人员、干部、机构。精简
整编，要搞革命办法，一次搞好了，得罪人就得罪这一次，用改良的办
法，根本行不通”。于是，部队“采取革命性的行动”精简整编，裁减员
额。经过1980、1982、1984、1985年四次大裁军，到1996年全军员额
减至319.9万。这期间，又是数百万军人复员转业，走上不同的人生旅
途。他们当中，有不少复员回到农村的，或到企业经历企业改制“下
岗”的，不同程度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处境。为了给退役军人排忧
解难，重塑军人的社会地位，党的十九大后，在国家推进机构改革，精
简机构的大背景下，新成立了“退伍军人事务部”，这真是退伍军人的
一大福音，也是国家军队建设的大福音。

扩军与裁军，是战争与和平发展环境的不同需要。但无论是从军
和退役，作为军人都要做出奉献。我们应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的崇高品质和精神点赞，没有军人的奉献和牺牲，就没有国家的精兵
之路，强军之梦。

铁道兵的扩与撤

铁道兵部队成立于1949年5月，前身是东北人民自治军护路军，
仅3个团的兵力。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入朝作战和朝鲜战争结束后国
家铁路建设的需要，铁道兵部队进行扩编，但规模并不大，到1964年
时才扩到14.4万人。但此后随着国家多条铁路建设上马，到我入伍的
1970年，铁道兵总兵员已达到43万人。

我入伍在北京铁道兵十二师。该师于1965年北京开工建设我国
第一条地下铁道时组建。我们入伍后，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已建成通
车，二期工程刚开工，为适应地铁工程建设的的需要，此时又组建了北
京铁路兵第十五师。由于铁道兵部队的扩编完全是为了修建铁路，在
军队裁军的大背景下，铁道兵走向裁减撤销也就成了早晚的事了。

1975年6月，全军第五次大裁军开始，中央军委决定铁道兵只保
留14万人。这个决定在之后的执行过程中争论很大，没有完全裁减
到位，但我们铁十二十五两个师还是在1975年底整体脱离铁道兵，改
编为基建工程兵。

这次改编虽然还穿着军装，人员编制也没有大的变化，但心里觉
得这兵当得越来越没有“兵味”了。你看，军队设置历来是军、师、团、
营、连，可现在师改叫“支队”，团叫“大队”，营叫“区队”，连叫“中队”，
听起来就觉得别扭。因此，平时我们还是习惯性称呼师团营连，只是
在行文或写信的时候才使用新番号新代号。还有，承担的地铁工程已
接近收尾，任务逐渐转为修建北京城市楼房，虽然是北京首次开建的
单元式楼房，但与作为首都重大战备工程的地铁相比，我们的光荣感
难免有了失落，觉得像“穿着军装的工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建筑工
地上的农民工。再有，基建工程兵实行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
实际是国家建委直接领导，时任国家建委主任李人林任兵部主任（这
是我军一个兵种不称司令员而称主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任兵部
政委，两位主要领导都不着军装。

最为核心的一点是基建工程兵经费不由国防费开支，需要从承担
工程的项目经费中解决，叫“自负盈亏”。因此，部队在地铁工程越来
越少的情况下，还要广揽地面市政工程项目，称为“找米下锅”。为了
在工程项目建设中多创利润，部队千方百计调动全体官兵的积极性，
在地方企业准备恢复奖金制度时，我们部队也层层开展经济核算，着
手奖金制度试点。那时我在支队（师）政治部组织科，被抽参加支队组
织的奖金试点工作组，到正在承建支队机关办公大楼（建成后被作为
兵部机关大楼，支队大楼又重新选址另建）的施工连队进行奖金制度
试点。在试点中我们开始学习“定额管理”等相关知识，为超额完成任
务的连队和战士计发超产奖金。记得有的战士在第一次发奖金时，不
愿意去领，说当兵打仗，流血牺牲都不讲条件，那有多干点活就要钱的
道理。经过动员说服，一些领了奖金的战士，把奖金买成日常生活用
品又分给同班战友。现在想起这些事，仍不由心中为这些可敬可爱的
战友赞叹！

经历大裁军
□王林新

老兵札记

我们曾经是“挂职干部”
——写给市直机关选派到乡镇挂职满一年的45名干部

□江富全

庆祝改革开放
周年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