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爷爷 吃饭饭

岁月如梭， 似白驹过隙，

我们 4 位知识青年一同从贵

阳三江农场入伍， 至今已有

43 年了。 现将过去的一幕幕

往事整理成文，既是回忆当年

辛勤劳动的知青岁月，也怀念

血染风彩的青春年华……并

以此纪念和缅怀牺牲的战友。

知青岁月

1974 年 8 月中学毕业后，响

应国家的号召， 我与温杰、 聂德

荣、 樊中建 3 人一同到贵阳三江

农场当知识青年， 同去的共 27

人。 当时，政法系统分别派了龚凤

华和吴金贤两位队长带队， 还专

门选派了一名 60 多岁有经验的

金大公来教我们干农活。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大家学

会了在土里种多种蔬菜、 在田里

犁田打耙、栽秧打谷，并给苹果、

梨子等果树施肥、剪枝。1974年冬

天，大家将一座荒山开垦出来，种

上了玉米、红薯等。

一天晚上， 天突然下起瓢泼

大雨，将我们种的庄稼淋坏了，在

队长的号召下， 全队知青不顾寒

冷快速出动，冒着大雨紧急排水。

后来有记者采访有关情况后，写

了一篇短文和四句诗， 刊登在刊

物上， 表扬当代年轻人这种不怕

困难的良好精神。

当时为了强身健体， 活跃生

活氛围， 队里专门请了一名武术

教练教知青练少林拳、南拳、齐眉

棍等武术，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

武。 当然我与温杰、聂德荣、樊中

建是积极分子，通过苦练，有了长

足进步。 一天，公安局和法院领导

来看望大家， 我们还将学到的武

术作了表演，受到好评。

温杰在队里干过农活，放过

一段时间的羊，他身体虽然不是

很好，但在当知青期间表现仍然

是比较突出的； 聂德荣个子不

高，偏瘦，但很结实，经过一段时

间的劳动锻练后，队里看到他有

一手炒菜的本领，让他到伙房发

挥特长， 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人

物。

樊中建身强力壮，对农活比

较好学， 是队里干活的一把好

手。 第二年，新知青来后，他还当

上了小队长，带着新同伴下地劳

动。

我和其他知青一样， 在队里

每天早出晚归辛勤劳动， 经过一

年多的时间， 也学到了不少干农

活的基本技能， 能挑 100 多斤重

的高挑在田间小道上行走， 能赤

脚在水田里犁田。

入伍当兵

1976年 3月，我与温杰、樊中

建、 聂德荣 3 人入伍到云南省大

理的一支部队。 参加新兵集训后，

分别分到步兵连、机炮连当兵。 我

们 4 人通过近 3 年的严格军事训

练后，先后当了班长，并入了党。

温杰和聂德荣还被选送到昆明步

兵学校学习。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

我、温杰、聂德荣分别被提拔为二

机连、五连、一炮连排长，樊中建

从军警卫连调至团任司令部作训

股参谋。

1979年 2月 17日，对越自卫

反击战的第一天， 温杰所在的连

队为攻打越军木桑 13 号高地的

主攻连，战斗异常激烈，由于敌前

沿是一片开阔地， 连队几次进攻

均被敌人从山后发射的炮弹拦

阻， 又被居高临下的工事内密集

的火力压制，伤亡很大。

温杰在匍匐前进接近敌前沿

时， 使用的冲锋枪被敌子弹击中

木把，弹孔距头部仅几公分，十分

危险。 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团里

重新组织力量，加强炮火支援，采

用两翼攻击战术，一举夺占高地。

在当时副连长牺牲、连长、指

导员和两个步兵排长负伤的情况

下，温杰被火线任命为五连连长，

战后立三等功。 聂德荣作为一炮

连排长，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顽

强，作为火力组组长，配属步兵连

攻占多个敌阵地，完成任务出色，

战后荣立三等功。

樊中建战前被任命为司令部

作训参谋，随团参加攻打老街、柑

塘等作战，战中表现突出，战后受

到嘉奖。

我战前被为任命为二机连一

排长，1979 年 2 月 17 日清晨，随

六连渡过中越边境线上的藤条

河，像一把利箭直插指定位置，秘

密潜至距敌一炮兵阵地较近的茂

密丛林中，在统一号令下，打得敌

人四外逃窜， 有力的配合上级炮

火摧毁了越军这个炮兵阵地。 战

后我排一班长扬志远立二等功，

我立三等功。

地方从业

上世纪 80、90 年代， 我们 4

人分别从部队转业， 温杰分到贵

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聂德荣到贵

阳一监、 樊中建到贵阳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 我到了贵州省环境保

护局。4位曾同住一栋房的知识青

年及当兵时的战友，20 多年来在

不同的岗位上认真学习， 努力工

作，都取得了较好的业绩。

其中温杰自学法律考上了本

科文凭，知识的丰富，对他干好地

方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先后担

任黔南州法院院长， 省高院副院

长、省政法委副书记。

聂德荣分到贵阳太慈桥监狱

后，在不懈努力下，较快熟悉了分

配的工作， 之后被提拔为一个监

区的副教导员。

樊中建到原贵阳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后， 在市里多个地段执过

勤，后提拔为交警一大队大队长，

还被推选为市人大代表。

我转业到省环保局后， 在机

关党委任专职副书记， 为了适应

地方工作， 参加了省委党校法律

本科班学习并毕业。 之后分别在

局三个处任处长， 后还到省环境

科学研究设计院工作了一段时

间， 后调省招商引资局及省社科

联任纪检组长。

作者 陈新义

征稿启事

1、那些难忘的“年味儿”

对于春节这个华夏子孙最重要

的传统节日，每个人应该都会有不少

难忘的回忆。这些回忆可能是一桌色

香味俱全的年夜饭、一杯久别重逢的

酒， 也可能是被鞭炮声唤醒的回忆

……如果您有故事，分享给大家吧。

要求：1、文字在 800字以内，有图

片 。 2、 投 稿 发 送 至 邮 箱

2313967729@qq.com， 邮件主题格式

为“投稿人姓名+‘过年’” ,邮件内须

注明真实姓名、联系电话、通信地址。

2、我与武侠小说的故事。

你与武侠小说有什么样的故事？

是深夜偷偷看小说， 看坏了眼睛，还

是沉迷故事，煮糊了饭？ 又或者你最

喜欢哪个武侠人物？ 快，写下你曾经

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忆过去。

要求：800 字以内。 投稿邮箱

2313967729@qq.com，“投稿人姓名

+‘武侠小说’ ” 。

3、全家福。用一张“全家福”照

片讲述幸福故事。

要求：800 字以内；照片必须是

本人家庭照片； 若因使用他人照片

而引发的侵犯他人著作权、肖像权、

名誉权等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法

律责任，由照片提供者自行承担。

3、书画摄影作品长期征集

提醒： 以上投稿发送至邮箱

2313967729@qq.com，邮件主题格式

为“投稿人姓名 + 年龄 +‘征稿主

题’ ” , 邮件内须注明真实姓名、联

系电话、通信地址。

贵阳乐龄 邀您来玩

只要您是贵阳晚报的忠实读者，

年满 50岁， 我们为您提供了一个展

示的舞台———贵阳乐龄，从报纸到新

媒体，邀您来玩，晒出您的幸福生活。

如果您有才艺，有持之以恒的爱

好，请与我们联系，晒出您的才艺，我

们还会邀请专家学者为您点评。

如果您和您的家族有不一般的

经历，请与我们联系，我们诚挚邀请

您分享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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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八期

重要声明

2017年 5月起，《贵阳晚报》分

批向乐龄记者发放《贵阳晚报乐龄

记者证》， 仅用于本报组织的采访

活动。 为便于管理，该证到 2018 年

6月 30日全部作废，特此声明。

如有人持《贵阳晚报乐龄记者

证》参与任何活动，与本报无关。

《贵阳晚报》2018年 7月 9日

生活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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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队里走出的四名军人

“爷爷，饭饭！ ” 傍晚，我下班

回到家，刚刚坐下，才刚满 20 个

月的小孙女林悠扬， 竟然拉着我

的手， 指着已摆满晚餐饭菜的饭

桌，叫我去吃“饭饭”了。 当时，我

感动得不知怎么说才好， 这么小

的孩子，就知道关爱爷爷。

小孙女当然不会知道， 她的

爷爷这辈子最在乎的就是 “饭

饭” 。上世纪 50年代初，我出生于

丽水市景宁县的一个偏远小山

村。 那时候，除了每年大年初一能

吃到一顿纯大米煮的白米饭外，

平时，很难吃到白米饭。

让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也就是

这白米饭了。 我们那一带的农村

是用木制的饭桶蒸煮的， 先把少

量大米倒入装有水的锅里煮沸，

再用竹制的勺子把大米捞起倒入

木饭桶的底下，然后，把番薯丝倒

在大米上。

蒸熟后， 只有桶的最底下有一

点点白米饭。本来，那点白米饭是给

父亲吃的，但是我的父亲，总是小心

翼翼地用筷子把那白米饭挑出来，

倒在我的碗里，看着我吃下去。

其实，那些年，我们家负责给

饭桌上每个人盛饭的大嫂， 每次

在给我盛饭时， 已经偷偷地在我

的饭碗底下多装了点白米饭的。

我至今牢记在心，感恩不尽。

“爷爷，饭饭！ ” 一句甜蜜蜜

的话，让我浮想联翩。 儿时，有父

母兄嫂关爱我吃饭，老了，又有孙

女关爱我吃饭，我感动，我幸福。

作者 林兴亮

前排左 7樊中建，三排左 2人聂德荣、左 4作者、左 5人温杰

作者参战时在某阵地丛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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