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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 0 一 一 □童鹤龄

十、0一一的调整、改建与第二
个建设高潮

从1970年开始，011基地进入到第
三个阶段建设时期。这个时期的建设
特点，是以调整改建为中心的同时，又
增建了11个辅机工厂，因而形成了011
基地基本建设的第二次大上，第二个建
设高潮。

（一）大调整、大改建
1969年底，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与

三机部军队管会主任周洪波等一行到贵
州视察011系统各工厂。在听取各工厂
关于原定布局不够合理，给生产协作和
运输等带来很多问题，不利于生产能力
的充分发挥等情况的汇报后，作出了对
几个主机厂和专业化厂进行调整的决

定。由此，011基地便开始了以调整、改
建为中心的建设时期，开始了大调整、大
改建的工作。

这次调整，在指导思想上，强调
了要尽可能纠正过去工厂布点过于
分散和专业分工过细的弊端；在工作
方针上，坚持了实事求是，从实际情
况出发，力求通过调整逐步完善生产
条件。实践表明，这次调整主流是好
的，是成功的：（1）调整了部分工厂
（重点是飞机、发动机工厂）的布局；
（2）加强了锻、铸能力；（3）加强了设
计力量，将 011 办事处第一、第二设
计室升格为 011 基地第一、第二设计
所建制，并增加了部分技术力量和试
验条件，基本上具备了产品改进改型
的设计能力；（4）补充了技术后方条

件，增加了水、电、风、气能力；（5）改
善了生活福利和后勤服务条件，增加
了生活配套工程，增建了 301、302、
303等三个医院。

然而这次调整也不一帆风顺。这次
调整，虽然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基地“大分
散，小也分散”的局面和建筑标准过低的
问题。

（二）第二个建设高潮
到1969年底，011基地建设虽然已

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整个基地尚无一
个工厂能够全面投产。1970年伊始，周
恩来总理就发出了“贵州歼击机基地
1970年一定要建成”的命令。

面临这一紧迫的任务，1970年011
基地组织和动员了各方面的力量，以

调整、改建为中心，以当年试制成功
歼-6 型飞机为目标，组织开展了3次
基建大会战，又一次掀起了基本建设
的高潮。为争取时间，加速三线建设，
经国家计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批准，
三机部决定1970年下半年在贵州地区
再增建 144、126、3508、222、335、166
等6个新厂。

1970-1973年的 4年，是011基地
调整建设的高潮时期，也是基地建设的
第二次大上时期。这4年，除完成大量
的调整、改建项目外，还新上了一批项
目。至此，011基地经过9年的建设，一
个具有相当规模的航空工业基地展示
在人们的面前，它标志着011基地大规
模的基本建设日趋结束，建设高峰接近
尾声。

70年代，贵州航空工业云马厂的生产报捷创业者们在居住的村寨露天吃饭

此刻，我被寂静包裹
像一名婴儿,更像童话中孤独的小女孩
有很多美丽的愿望
村口的国道，偶有车声划过
而后是静，静得只有我的呼吸舞动夜色
正好，可以亲吻这静寂
积郁已久的灵魂，挣脱禁锢
我可以调皮地喊小哥哥，我可以是一条鱼
我彻夜举着诗歌，守在村口
拧开路灯，它是我夜晚的战友
我要告诉所有的草木，小小的冠状病毒
绝不是春天的王

把献给春天的诗歌献给他

不知道是什么把时光掐住，也许是
一直没有落下的这场雪，或者是
关于杀戮的诅咒吧，在这安详的日子里
新型冠状病毒，悄悄推开武汉的窗户
企图敲响新年的钟声
这是一场疼痛的蔓延，武汉开始流泪
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的噩耗
让84岁的钟南山老人寝食难安，他告诉人们
你们不要去武汉
而他却偷偷挤进了开往武汉的高铁
逆行，他要按住新型冠状病毒伸出的黑手
广州，武汉，北京来回奔走，他的骨头
如此铿锵，他的眼神如此坚定
今夜，所有献给春天的诗歌全部献给他

隔 离

咳嗽声穿过大年夜，淹没
新年的鞭炮声和祝福语，响彻
中华大地，直入云霄

“新年好”变成“保重哦”
除了报平安，我不敢送出喜气的祝福
在工作群和亲人群发了个祝福的红包
便悄悄隐去，我怕咳嗽声掉落群里
扩展成另一种的疫情
虽然没有“武汉有关”接触史
也没有肺炎相关症状，我还是按照程序
给自己打上封条，以诗歌的方式
在一间叫香诗的小屋隔离
隔离是一种修行，隔离是一种救赎
于安静的时光里，唯以诗歌默默祷告
为生病的武汉，为奔赴武汉的英雄

让乡村之绿连通春天

此刻，空洞的词语显得多余
每天上升的数据，给我的家乡
留了一块空白，我小心翼翼地守护着
白天黑夜地祈祷
我强韧着泪水，怕泪水冲破防线
小小的病毒自缺口而入，我的家人
我的战友我的村民，我的田野
又让祖国揪心
我不能把夜色翻卷过来裹住病毒
让严防病毒的措施遍布乡间
让家乡这片“净土”一直纯白
让乡村的绿，连接春天

安顺日报社副刊编辑听说我
同陈加林熟悉，要我写点东西，介
绍一下这个从安顺走出去的书法
家陈加林。提起笔来，却一时不知
怎么说起。

如果要写他的知名度、个人作
品和荣誉的话，在当今大网络的时
代，只要输入陈加林三个字，网络
上应有尽有，排起头衔来一大串：
贵州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中国
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
草书委员会秘书长、贵州省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贵州民族学院特聘教
授、贵州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
贵州省人大书画院副院长、贵州省
政协书画院副院长、贵州画院学术
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
法创作艺术专业高研班导师等
等。再写这些不是赘笔吗？但受
人之托又必须忠人之事，看来我只
有另辟蹊径文走偏峰，把一个严肃
的话题让大家轻松一下，于是我提
起了笔。

陈加林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陌
生而又熟悉、亲近而又遥远的老夫
子模样。总的来说他太多才多艺，
实在不好写。在此，我只有硬着头
皮有请记忆中的陈加林：陈加林是
我哥同学，1979年他们考上大学，
常常到我家来聚会。

听说他字写得很好，那时我正
好也在跟王在卉老师学摄影，他们只
要一有聚会，我就会把一些装裱好的
摄影作品请他来提提字，取取名。

他的字写得真好看，等他们上
大学之后，我就开始把陈加林给我
在照片上写的字拿出来临摹。

春节我哥他们放寒假回来
了，我把临摹了一个学期陈加林
的字往我哥面前一放，就说：“哥，
你看我跟陈加林学写的这些书法
怎么样？”

我哥沉默了半分钟，好半天没
说话，心想，“得吃！”肯定在欣赏我
这些字，最后我哥慢慢抬起头，一
副很认真的样子跟我说：“拜托你
一件事情”。“什么？”，“你可以说，
你是跟颜真卿、柳宗元等等大书法
家学的书法，但你千万不要说是跟
我同学陈加林学的，好吗？”我说：

“怎么了？”他不是学农吗？跟书法
有什么关系？

此时，我哥一本正经的跟我
说：“苏东坡曾经说过：书到今生
读已迟。他上什么大学？学什么
专业都不影响他往书法这条路上
走，他一定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书
法大家，你看看人家一笔一划有
乾坤、横平竖直藏日月，蚕头燕尾
浑然天成，你看你的蚕头就像毛
毛虫，燕尾画的像个八字眉。”“真
的有这么难看吗？”“你好意说你
的这些是书法，我都不好意思听，

无论真的假的，你不要说是跟陈
加林学的就行。”被我哥奚落一番
之后，从此封笔，再也没有提起学
过书法这件事。

故而人们常说，怀才跟怀孕是
一样的，时间久了就看出来了，陈
加林大学毕业之后分在一个农业
单位工作，没多久才气就被发现，
从原单位调到了文联。从此，安顺
的许多文艺女青年就跟她玩起了

“偶遇”的这件事。
当年陈加林家住下南街，我们

家住上南街，讲义气的我，不知陪
过多少他的粉丝年在我们家门口
和他玩“巧遇”。

印象最深的一次，久未见面的
小玉（化名）一天风风火火的来找
我，开门见山的就说：“我是来找陈
加林说件事的，时间早了点，路过
你家门口进来坐坐。”一听就心领
神会地说：“坐坐坐，快下班的时候
陪你出去等。”

此时小玉如数家珍很兴奋地
聊起了陈加林种种：“你知不知道，
陈加林真的很厉害，最近在大箭道
的人行道地上发现了一块古石碑，
还被文化部门收藏了呢！他不仅
隶书草书写得漂亮，国画也不得
了，而且还会弹琴、下棋，她边说边
看手表，突然间跳起来对我说，走
走走，快到门口去，时间快到了。”

真是巧啊，一到门口远远就看
见个子高高理个平头的陈加林从
老大十字走过来，小玉很利落地把
手往我面前一挡，对我说，你就站
在这儿等我，她一个箭步冲过去，
终于和陈加林“巧遇”了。

陈加林当时受欢迎和喜爱的
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还记得，我装修房子的时候请
陈加林来指导一下，他一进门上上
下下看一遍，双手一抱眼睛一眯就
说：“总的来说装得很不错，吊顶也
很有灵气，像一块方巾甩搭在天空
很有感觉，漂亮、大气，可这三个像
灯笼一样的灯一定要换，太煞风
景。”给我装修房子的是安顺一流
设计大师黄大哥，听完陈加林的话
之后，大腿一拍就说：“对呀，总觉
得什么地方有点问题，原来是这几
盏灯在作怪，真的大家就是大家，
不一样，一语道中要害。”后来换成
了三盏水晶灯，二十年过去了，大
家还在说我的房子装修得不错。

前不久我在旧州老街真真正
正的“巧遇”了陈加林和原报社的
老领导李晓和他的同学李国庆，他
还是一个大平头，样子还是那一副
云淡风清，仙风道骨神韵。

拉拉杂杂的说了这么一堆也
没有个中心思想和深度，我想有深
度的文章留给有深度的人去表达
吧，若有得罪，敬请见谅！

印象陈加林
□保其青

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一
些口传心授的文化离我们越来越
远，曾经影响许多代人的安顺童谣
也遭遇这样的尴尬处境。如今，安
顺童谣只鲜活地保存在四十岁以
上的安顺人记忆中，那朗朗上口、
极富生活情趣且有着文化启蒙作
用的安顺童谣让人无法忘怀。

记忆中，小时在居住的儒林路
四合院里，与邻居小伙伴们捉迷藏
时，“蒙猫猫，躲躲藏，逮得到，吃热
饭，逮不到，吃稀饭。一碗油，二碗
油，放出猫猫拿水牛，一碗水，二碗
水，放出猫猫捉小鬼。猫猫出门，
耗子归家”的童谣每次都会与伙伴
们念起。而更小的孩子们玩牵手
转圈游戏时，也少不了会念起“牵
孃孃，摇弟弟，打破碗，卖兄弟，兄
弟不在家，耗子爬篱笆，蹲蹲”的童
谣，那些咿呀学语的幼儿们因能参
与游戏，总是开心地“咯咯”笑着。

及至游戏结束时，年长一些的
小伙伴会念起“各人回家，扁担开
花，开成朵朵，谢成花花，哪个不回
家，猴子来拖他”，于是大家很快往
家中奔跑，一是免除大人的担心，
二是真怕有猴子来把人拖走。

安顺童谣中，还有不少与游戏
有关。印象中，玩猜中指游戏时，人
们会念起“猜中中，打撩皮，连打连
打十二皮，倒打阳雀一枝花，矮子过
河一趴拉。红公鸡，送饭来，白公
鸡，捡把柴，问你要钱（钳）还是要土
（吐）”；进行栽瓜游戏时，“咚、咚、
咚，司妈（什么）人？官家来的古老
人。来做啥，来看瓜，瓜还没有发芽

丫”的童谣总是不能少；玩掷石子游
戏时，大家又会念起“麻母鸡，抱小
鸡，小鸡小，抱格蚤，格蚤牛，骑水
牛，水牛高，跌断腰，水牛矮，跌断
崽。何仙姑，铁拐李，药葫芦，请进
洞门来”的童谣。那种边念童谣边
游戏的快乐，是现在从小抱着手机
玩平板电脑的小孩子根本无法体会
到的。

安顺童谣中，有不少体现着正
能量，如教育人们要有孝心的“跛
子跛，跛上街，撮碗米，养奶奶，奶
奶不够吃，逮跛子吊起打八十”，也
有教育人勤劳、学会理财的“一颗
豆子圆又圆，推成豆腐卖成钱，人
人说我生意小，小小生意赚大
钱”。更多的安顺童谣则体现了生
活情趣，如“猪八戒，挑水卖，卖得
钱，吃汤圆，打破人家碗，不赔人家
钱”、“月亮婆婆，半边耳朵，张家吃
酒，李家唱歌，唱个南山李大哥”、

“羞羞羞，不害羞，老鸦啄泥鳅，啄
到张家大田头，黄牛拉耙子，水牛
拉犁头”、“点冬瓜，刨西瓜，南山茶
子白茶花。白磁碗，黑芝麻，芝麻
娘娘落哪家”……

安顺童谣能让幼儿初识韵律
与节奏，受到一种潜在的文化启
蒙，感知一些事物与常识，只是现
在电视、电脑、手机的普及，人们接
受新知识新文化的选择面太广，许
多独生子女的孩子，根本无法接触
到安顺童谣了。可以称之为安顺

“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安顺童谣渐行渐远，不能不说是一
种安顺本土文化的遗憾。

那些渐行渐远的安顺童谣
□梁澍

我举着诗歌，守住我的村口（组诗）

□紫丁香

同心战同心战““疫疫”” 大爱无疆大爱无疆

这个冬天，
这里行人匆匆而稀少，
一连几天白雾弥漫，
如同一张无法掀开的天幕。我们远隔千山万水，
不知远方的你过得好不好？是感到一丝迷茫，
还是在与病魔顽强抵抗？
是在闭门休养，还是无私为他人奔忙？
因为这份牵挂，
我们心心相连。

每天更新的数字，
让人触目惊心，
不禁想起你和他，
都是我们的同胞，
正在备受煎熬，
手足之痛，
怎会不感同身受？
怎会不忧虑和感伤？
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
唯有诚挚地祝福，默默地祈祷。

不要恐惧，不要慌张，
因为，那里流淌着母亲河长江，
你们躺在母亲的怀抱，
母亲永远是那么坚强，
她会为你遮风挡雨，
为你除魔斩妖。
长江大桥仿佛心手相连的通道，
严酷的考验既然来了，
就要沉着冷静，
你们从来不是孤立无援；
不要惧怕挑战，
一道道难关需要勇敢去闯，这是生命应该有的模样，
勇者胸前的徽章将熠熠闪耀。
庆幸我们身在今日腾飞之中国，
中华民族14亿人口，
同气连枝，同呼吸共命运，早已织成一张紧密的网，
早已铸成一道铁壁铜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每一寸都不会成为孤岛。

多难兴邦，

我们学会了坚强，
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曾经，她披荆斩棘，同舟共济。
如今，她实现了和平，正走向强大富饶。
我们的民族从来不缺的，
是勇气和毅力，
是必胜的信念。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决胜千里需要的是坚强英明的领导，
无私奉献的精神和智慧的头脑，
争分夺秒以及人民的力量。我们一定能够做到，
这场战役散尽硝烟，
回归一派宁静与美好。
生命之河哪能没有汹涌波涛？
江河浩浩，终将化为一江春水荡漾。
人生之路哪能总是碧空晴朗？
迷雾重重，终将呈现一道七色彩虹。
此时此刻，
只要挺住，只要加油，只要相信，
我们就能看到希望之光。

《武汉加油》（剪纸）

□陈登文

希望之光
□桂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