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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6
在现场会结束回去的路上，闫海想

起时任安顺市委副书记尹恒斌说的，应
当重点打造“兵支书”，使其价值得以完
全展现，产生更加深远的意义。

贵州的贫困人口全国最多，移民搬
迁数量全国最高，少数民族村寨众多且
山高路险、土地贫瘠，青壮年外出务工
比例高，加上长期的闭塞，基层党的建
设经常面临组织涣散、无人肯干、带富
能力弱、群众不信任等困境。正值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压茬推进之时，“兵支
书”的培塑恰恰回应了各级领导的心中
关切。

改！把“六大品牌”一线平推改为
以“兵支书”为龙头，以“军地实践中心
大数据平台”为基础，其他五个品牌服
务于“兵支书”的新运行框架。

说干就干！
有媒体这样为当时的“讲堂”点赞：
安顺市按照“强强联合、资源整合、

内容融合、实践聚合”的理念，探索搭建
新时代军地实践中心讲习平台，按照

“政治过硬、师德高尚、结构合理”的原
则，采取军地联建的方式，从军地遴选、
邀请各类专家学者和行业精英组建“讲
习名人堂”，整合了216位专家的135
个讲习课题，开展“点餐式”+“套餐式”
讲习服务模式。通过搭建线上学习平
台、开展线下实体活动，“讲习名人堂”
为军地双方提供讲习宣传、技能培训、
人才培养、军地项目孵化等服务，构建
新时代军地实践中心大讲习格局，军地
干部学习形式得到极大丰富。自2018
年成立以来，“讲习名人堂”通过线上线
下组织等方式，开展各类讲习活动
1000余场次，加强“兵支书”等退役军人
和军队官兵对党创新理论的学习，筑牢
思想根基。

“兵支书之家”究竟要装什么“货”
才能将别人吸引过来呢？尽管没有“高
大上”，但我们要做到“小而精”。

就这样，“兵支书”三个字在“兵支
书之家”里慢慢浮出水面。

“支书”前那个“兵”字的正解

1
在读一个词时，有的人会读偏，有

的人会根据汉字排列的顺序去理解。
如安顺出现“兵支书”经验后，就会

容易被人误解为当兵的人成了村支
书。开始我也不信，因为这个区域也没
有多少驻扎部队。可一行内人士提醒
我：“人武部有现役啊，武警中队也有现
役啊，是不是一个市派出一些现役去当
了村支书啊？”

这个问题把我问得哑口无言。
任何事都不可本末倒置，也不可

厚此薄彼。“兵支书”的主语是“支书”，
“兵”是定语，言下之意是：在安顺众多
的支书中，有近千名支书、主任或村支
委员是当过兵的，而非他们现在是当
兵的。因为还有大学生任的支书、致
富带头人任的支书、基层工作经验丰
富者任的支书等，队伍构成是多元的、
丰富的。

安顺市委书记杨昌鹏在对“兵支
书”进行调研后认为：“‘兵支书’经验已
经在全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深化拓

展这一经验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巩固基
层政权、促进强国强军都很有好处。全
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提升站位，坚决抓
好中央、省委领导同志批示指示精神的
贯彻落实，持续深化拓展‘兵支书’工作
经验，丰富内涵、务求实效，进一步引导
优秀退役军人扎根基层，让他们在助推
乡村振兴开新局上做出新的贡献。”

2
时任安顺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干事

的令狐克依对“兵支书”三个字的来龙
去脉也有发言权。

那是2018年初，贵州省军区党委印
发了《关于在退伍军人中培塑农村基层
党组织带头人推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的实施方案》。

一天中午，闫海叫他和蒋领主任去
办公室，问他们：“军分区如何结合村委
换届和农村‘双强’党员干部的选拔，将
一批有能力、懂技术、会管理的退役军
人吸纳进‘两委’班子？如何按时高质
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农村产业革
命，保证社会和谐稳定，让退役军人成
为基层党建的领头人、脱贫攻坚的引路
人、和谐稳定的维护人、人民群众的贴
心人、退役军人的表率人、农村产业革
命的带头人和经济发展的内行人呢？”

这些问题一直在军分区军政领导
的头脑中徘徊。

“兵支书”这三个字的提炼，或多或
少还与普定县的一名退伍老兵有关。

胡波是2013年当上普定县化新村
支书的。在县里的一次会议上，他发
现，一个普定县就有几十名退伍老兵当
上了村支书和村主任。2018年，胡波建
了一个微信群，取名“老兵村支书”，方
便大家一起交流工作。时间久了，群里
的人数越来越多，力量也越来越大。大
家商议建一个更大的平台，将各村的农
产品集中起来展示。在得到县相关部
门的同意后，作为发起人的胡波成立了

“老兵议事会”，并当选会长。
然后，胡波等人又将当过兵的村支

书、村主任集中起来成立“军旗社”，想
将各村的产品集中展示推销，形成集聚
效应。

因为有“军”字，工商局不予注册，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军”改成“君”，
终于注册下来了。这就是现在的“君旗
社”，新名字中还多了一层“君子坦荡
荡”之意。

一个小小的合作社却发挥着如此大
的作用，市委领导和军分区党委一班人
去调研时发现，普定县带“兵”字的支书、
主任、委员有近百人，遍布全县。（待续）

（本文节选自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兵支书》）

兵 支 书
□刘笑伟 杨杰 著

春晨忆昔
□岸 石

日暖春气融，不寒杨柳风。
探窗见惊喜，飞降白头翁。
黄喙覆黑羽，一头雪蓬松。
忽忆学堂里，开书见此公。
童心生奇怪，鸟儿也龙钟？
去书百千日，此念在心中。
卿今檐口立，拱手庆相逢。
还识探窗者，依稀旧孩童。
隙驹匆匆过，邂逅情亦浓。
窃望转青眼，似有语相通。

“云贵川”啊，你在哪里
□王 瑜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
出：“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新进展，夺取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新成效，夺取具有许多新的
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我们还有
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

‘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贪图
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
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
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

铁拳砸开腊子口！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讲话提及的腊子口，是红军长征攻克
的最后一个天险。“腊子口上降神兵, 百
丈悬崖当云梯”，红军突破腊子口的故事
广为流传。但是，人们可能不太知道攻
克腊子口时有一位作出巨大贡献的默默
无闻、寂寂无名的英雄战士“云贵川”。

腊子口位于甘肃南部，是川西北通
向甘南的门户，周围崇山峻岭，东西两侧
都是100多米高的陡峭石崖，如刀劈斧
削一般，中间是一个宽8米左右的隘口，
腊子河从隘口奔涌而出，地形险要，易守
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1935年9月，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
中央红军刚走出草地，又被挡在了腊子
口，形势非常严峻。若不能尽快拿下天
险腊子口，红军将面临被合围的危险，甚
至连掉头南下、重回草地的机会都没
有。毛泽东果断下达了两天之内拿下腊

子口的命令。
当时，驻守腊子口的敌军有两个营，

在桥头和山崖上构筑碉堡，形成交叉火
力网。附近还有两个师随时增援，妄图
凭借天险挡住红军去路。

多次强攻，毫无进展。中央红军又
一次面临生死考验。

9月16日晚，攻打腊子口的战斗再
次打响。红军连续冲锋死伤惨重，依然
久攻不下，形势十分急迫。红军当即调
整部署，采用正面佯攻、迂回突袭的战
术。但迂回突袭必须攀上绝顶才行。

如何攀顶？“开路先锋”红4团团长
王开湘、团政委杨成武召集指战员们共
同想办法。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一个
外号叫“云贵川”的17岁苗族小战士自
告奋勇，说他从小在家采药、打柴，经常
爬大山，攀陡壁，眼下这个悬崖绝壁，只
要用一根长竿子，竿头绑上结实的钩子，
用它钩住悬崖上的树根、崖缝、石嘴，一
段一段地往上爬，就能上去，放下绳索，
其他人就可以跟上。他马上作了演示，
得到王开湘、杨成武的赞许。

16日半夜时分，正面进攻的敢死队
再次向敌人阵地发起猛攻，迂回攀到山
顶的突击队员们仿佛神兵天降，居高临
下向敌人没有顶盖的碉堡和阵地投掷手
榴弹。17日凌晨，全面攻克腊子口。

腊子口战役是军事史上以弱胜强、
出奇制胜的著名战役，也是红军长征进

入甘肃境内最关键的一仗。腊子口战役
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企图阻止红军北上
抗日的阴谋，打开了红军通往陕甘宁根
据地的星火燎原之路。从腊子口到哈达
铺，再到榜罗镇，红军确定了长征最后的
落脚点，因此而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据杨成武将军和一些参战老红军后
来回忆，这位苗族战士是贵州人，在贵州
参加红军，汉话讲不了几句，但吃苦耐
劳，作战英勇，跟随部队转战云贵川，战
友们就亲切地叫他“云贵川”。这一次，
是他参与，红军打开了一条绝路。

“云贵川”后来怎么样？可惜没有任
何记载。或许他在攻打腊子口时就牺牲
了，或许他像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在后
来的哪一场战斗中牺牲了，或许他战斗
受伤留在老百姓家中医治从此与大部队
失去联系了……

任凭“云贵川”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
失在历史烟云之中吗？希望不要。

“云贵川”帮助红军打开绝路的绝技
在紫云就有传承。

在脱贫攻坚时期，紫云格凸河镇几
名长期攀悬崖采草药掏燕窝的群众，被
人借用外国电影《蜘蛛侠》而取名“蜘蛛
人”。“蜘蛛人”在格凸河景区攀岩表演成
为当地群众在艰苦环境中艰难谋生的一
种技艺展示，名噪一时。

“蜘蛛人”的手法与“云贵川”的绝技
何其相似，可说一脉相承。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蜘蛛
人”也早已脱贫。“蜘蛛人”表演作为旅游
景区一项保留节目，当然可以继续，至少
可以成为一项“忆苦思甜”的惊险表演。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蜘蛛人”表演可不可以
赋载新内容有个“新起点”？可不可以与
红色文化“挂钩”？

红军长征经过紫云，攻占紫云县城，
在坝羊锅厂留下红军标语，在四大寨留
下“红军井”，在羊场遭到敌军飞机轰
炸。红军长征过紫云留下光辉足迹，据
说还有10多名紫云青年参加红军，“云
贵川”会不会就是他们当中一员呢？

我们不能肯定“云贵川”一定是紫云
人，我们也不能肯定“云贵川”就一定不
是紫云人。在是与不是之间，我们可不
可以在极力打造国际攀岩小镇的格凸河
景区为其塑像、为其立传，让这位不知所
终的无名英雄有一个落脚之地？

如能这样，可以引导景区游客重温
“云贵川”的英勇事迹，干部群众也可来
此学习伟大的长征精神，共同感知信仰
的力量。

这样做，行不行？我想，这样做，肯
定比一些地方去争什么董永出生地、梁
山伯出生地、西门庆出生地而理更直、气
更壮、意更深。

“云贵川”啊，你在哪里？
“云贵川”啊，英灵归来，就在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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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清明时节，
各种植物发芽、长茎、生叶、著蕾、开花，
生机盎然。提上竹篮，迎着朝阳，呼吸
着新鲜的空气，到田间地坝及其地坎
边，去掐摘一种自称“清明菜”的矮小草
本植物，与糯米粉末混合，制作“清明
粑”食用，清香可口，体会春天的气息，
感受乡土的芳香，实在是一年一季的生
活享受。

清明菜又名鼠曲草、黄花曲草、佛
耳草、白头菜、爪老鼠，为植物，一年生
草本；贴接地面分枝生长，茎干上的叶
片互生，茎顶著蕾开放黄色碎花，呈冠
状伸展；修长的茎干和细长的叶子上长
满灰白色蛛丝状绵毛，亭亭玉立。

清明菜含有脂类物质、挥发油、大
量胡萝卜素以及少量维生素B等，能扩
张局部血管，可用以治疗非传染性溃疡
及“刨伤”；内服能降血压，治疗消化性
溃疡，以及祛痰、镇咳、镇痛等作用。民
间草药以“追骨风”对清明菜命名，常用
于治疗慢性气管炎、喘息咳嗽、溃疡病、
风湿痛等。幼嫩的清明菜青翠欲滴，可
食用。

清明节前后，走进屯堡村寨或者屯
堡人家，都能嗅闻到浓郁的清明粑香
味。因为屯堡人爱吃清明粑。

将采摘的清明菜筛捡洗净，放进滚
烫的热水中焯水，迅速捞起，挤除部分
水分，用刀切碎，倒入调成糊状的米面
浆搅拌均匀，添加适当糯米面使其可以
搓揉成团；揉成条状，揪成坨块，碾展为
面皮，包上用食糖和引子紫苏混合或腊

肉香肠、或酸辣椒炒肉沫、或香椿芽炒
肉沫、或炒豆腐颗粒等，制作的馅料，裹
卷起来，摊压成圆饼；放到铺洒上食用
油的烙锅里，燃烧起中火慢慢烙烤至两
面微黄，也有放蒸笼里蒸熟的，铲出放
到盛盘，即可食用。

屯堡人见清明菜全身长满灰白色
蛛丝状绵毛开黄花，形象地称其为“毛
毛花”，称用清明菜制作的清明粑叫“毛
毛花粑粑”。屯堡人制作的清明粑，多
包食糖和引子混合的馅料或腊肉炒香
椿的馅料，放烙锅烤熟，软糯清香；表面
结壳，呈青黄色；咬吃起来，外表脆酥，
沾牙绵软，耐嚼细品，香味满口。

性子急的人手拿刚刚出锅的清明
粑咬吃，如果捏得太紧，容易被喷出的
馅汁烫伤舌头。小孩子咬吃清明粑时，
馅汁溢出，漫过手指，流淌到手臂，举高
清明粑，用嘴舔食馅汁，被溢出的馅汁
或馅料掉落到耳朵上，便成为人们素摆
闲谈的笑料。

屯堡人大多赶在清明节前制作清
明粑食用，既为品尝鲜味，也为祭祀先
祖。原因是清明节的前一天是晋文公
为报答“割股奉君”的介子推专门设立
的禁止烟火只吃冷食的“寒食节”。屯
堡人仿效，赶在清明节前制作好清明
粑，于“寒食节”当天食用，以此感念逝
世的前辈祖先。

贵州人喜欢吃清明粑，有精明的商
人制作出售。不妨到贵州各地的街市
商铺或路边摊位去购买清明粑食用，边
吃边想，回味无穷。

清 明 粑
□尚国栋

故 乡 樱 桃
□王天锐

在高原的大山深处，山清水秀溪水
长流，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成熟得最早的
水果，数来算去的就应该是樱桃了，故乡
的人们都亲切称为恩珠，挂满翠绿的枝
头，娇艳得饱满欲滴。

每当到了暮春时节，花儿已经开始
凋谢，苍茫的高原大地上，还残遗着朵朵
凋零的花瓣，还来不及花泥又护花的消
逝，只要出过几天的大太阳之后，高天上
流云的艳阳高照，天高云淡流光溢彩，白
云朵朵游走远方，凝望山那边还是山的
故乡，山岚叠嶂风景如画的秀美。

镇宁素有银色石城的美誉，每次只
要上了高速公路，可以说是归心似箭的
心神向往，不大的小城公路网建设，四通
八达的方便快捷，走进魂牵梦绕的家园，
岁月如歌的快乐老家。

远远的看见低矮的山坡上，屹立红

绿相间的巨型雕塑，右边两颗巨大的樱
桃，鲜艳夺目的光彩照人，闪烁着耀眼
的光泽，醉人心扉的羞涩，鲜红的大字
映入眼帘，镇宁樱桃甜得像初恋，车渐
渐慢了下来，心跳却是加速度，左边矗
立一行标语，乡村振兴樱李精彩，终于
撕掉千百年贫困的标签，迈步走在康庄
大道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从大学毕业
后，作为扶贫工作队员，进驻镇宁边远的
牛田乡帮扶，那时还没撤区并乡，担仼乡
长助理，那里的条件异常的艰苦，每周一
下去周六才回来，有时候个把月才回城
一趟，路不通电不通人的思想不通，却跑
遍了山山水水，走遍了村村寨寨。

每次下乡的时候，都要转乘两次班
车，车到马厂乡后，就只能开始步行了，
还有十多里的崎岖山路要走，春风荡漾

轻抚脸庞，一路上的田间地头，路边村寨
的房前屋后，生长着大大小小的樱桃树，
初春洁白的樱桃花，层层叠叠开满了枝
头，暮春鲜艳的红樱桃，挂在枝头上摇摇
欲坠，再难走的山路，也能望梅止渴。

现在每到暮春时节，这里都要举办
樱桃节，热情好客的山里人，都会邀请远
方的客人，踏青品尝春天的味道，人们从
四面八方而来，依偎在低矮的树枝下，欢
天喜地的相拥，亲手采摘成熟的果实，放
进嘴里细嚼慢咽的品味。

樱桃节上人山人海，人们穿着节日
盛装，亲手采撷殷红的樱桃，放进竹篮
子里，盖上翠绿的树叶，沿着蜿蜒的山
路排开，鲜艳夺目的诱人，等待人们的
品尝。

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也正好是暮
春季节，在黄果树挂职的朋友，多次甜言

蜜语的相约，终于抽出了时间，放下繁忙
的工作，满脑海里浮现熟透的樱桃，挂满
梦中枝头，在春光里招摇，盛果期只是半
个月，而且不易保存，只要隔夜就不行
了，再不赶去就快要罢园，好东西往往如
此，只要是错过了，就会终生遗憾。

沿着小城的边缘，向马厂茂良驶去，
转过几个弯道，爬上低矮的山岗，穿过古
朴的寨门，走进古老的传统村落，热情好
客的山里人，站在大门眉开眼笑相迎，冲
泡上杯新摘的绿茶，竹篮子里盛满鲜红
的樱桃，恭敬地送到了面前品尝，那喜悦
的笑颜好似红樱桃娇艳欲滴。

走出大山里的人家，鸟儿从蓝天上
飞过，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站在翠绿的
枝头上，跳上蹦下欢呼雀跃，喧闹地啄食
熟透了的樱桃，阳光透过茂密的枝叶，洒
落色彩斑斓的光影。

菜花黄了又结籽了，樱花开了又落
了，太阳出来了又躲起了，没有夏、秋两
季的过渡，小城的三月一直在冬天与春
天之间徘徊。朝来寒雨晚来风，午出暖
阳热烘烘，这一场乍暖还寒的倒春寒，或
许是冬天的最后告别，不舍，却不得
不舍。

春天，万物复苏、绽放生机，让世界
变得生机勃勃，让世界充满美景。最美
的当属那缤纷多彩的春花。然而，花开
一季，容易凋谢。芳树无人花自落，旧叶
飘然思不群，春天催生了万物拔节，也加
速了衰老枯竭。尤其是春天的花。红色
的樱花、黄色的菜花、粉色的桃花、白色
的李花，经历了冬雪和春阳，释放了清浅

和明艳，展现了娇媚和婀娜，却等不到夏
枝的从容，秋实的斑斓。竞相怒放花开
一季，随风摇曳化雨飘零，只留下最美的
背影，短暂又匆忙。寒尽觉春生，花尽春
亦了，小城就是这样在花开花谢、叶展叶
落间，在开始和结束并肩，迎来与送往同
行之间，完成季节的更替，接纳生命的轮
回，开启又一个新的春天。

七分冬寒、三分春暖的春天，寒凉沁
心的春雨能缠绵出春天的忧伤，牵扯出
清明的哀思。尤其是在潇潇冷雨的无眠
夜，惨绿愁红时，离伤渐远渐无穷；灯影
婆娑间，故人渐近渐有期。虽然春和景
明，百花如旧日，但物是人非，欲语泪先
流，不由省思生亦何欢、死亦何苦？生命

不也如春花一样短暂？春雷阵阵，春雨
潇潇，红了桃红，绿了芭蕉，冬轰轰烈烈
地走了。红日一转，蝉鸣树梢，春也悄悄
地走了。

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
处。何必斤斤计较得失，耿耿于怀对错，
惦念着每一次不完美呢？其实，每一种
遗憾都有补偿，如同愚蠢能当成诚实，卑
鄙可以说是灵活，拐角处总有你想不到
的惊喜，偏僻处也许就能遇到美丽的
风景。

花开花谢，太匆匆。如果生长，就慢
慢凋零。如果干涸，就选择静止。这个
世界没有永恒，春花只开一季，鲜花只开
当季。

花 开 当 季
□文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