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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政协文化文史

与学习委员会

合办

1949 年 10 月 1 日，那

是一个永远的印记， 指引着

无数人找到生命的方向。 70

年来， 贵阳这座城市发生着

各式各样的故事， 从以前到

现在， 身在贵州的您和亲朋

在祖国的建设中作出过什么

样的贡献？ 如果您有可以分

享的故事或回忆，请以“共和

国故事汇”为主题进行创作，

欢迎您在 10月 1日前来稿，

或者提供线索， 我们会有记

者联系您，并进行采访。

投稿要求：800字左右，配图。

联系地址：贵阳市中山东路

25 号报业大厦 23 楼，贵阳

晚报热线新闻事业部 《黔

城旧事》栏目。

向读者征集

“我和祖国共奋进”

稿件线索

A.考入贵阳革命干校

1949 年 12 月 18 日，15 岁的

台运良怀着好奇而又喜悦的心情，

背起行囊， 从贵阳向修文出发，与

他同行的还有 300 余名考取贵阳

革命干部学校的青年。从早晨到傍

晚，他们步行了近百公里，途中没

有饮食补充， 每个人都汗流浃背，

步履艰辛， 傍晚抵达修文驻地时，

他们已疲惫不堪。

在修文中学的生活很苦，凛冽

寒冬里，所有人都在教室地上打通

铺，平日里用冷水洗脸洗衣，家里

每个月给台运良寄 5 角钱，刚好够

买两双草鞋。 大年三十，大伙围着

一盆猪肉白菜， 吃得津津有味，这

是这群年轻人第一次在一起打牙

祭， 也是他们在外过的第一个春

节。

1950 年 3 月， 贵阳军分区从

干校抽调包括台运良在内的 28 名

学员入伍，列为分区教导大队一中

队参谋培训班学员，他们一边学习

军事参谋业务， 一边参加剿匪活

动。

1950 年 4 月， 青岩再次被土

匪盘踞， 因为青岩是惠 （水）、罗

（甸）、长（顺）通往省城贵阳的咽

喉要塞，且匪情复杂，于是军分区

决定组建一支武工队 “青岩武工

队” ， 任命喻德润为武工队队长，

任务是配合作战部队侦察，清剿土

匪， 协同地方政府恢复政权建设，

保护群众进行生产， 严防土匪抢

粮。

B.青岩剿匪运动

“青岩武工队” 共有 32 人，以

身经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战役

的老战士为核心，连同参谋班抽调

的十几名学员兵组成，台运良就在

其中。 当时的青岩虽遭匪患骚扰，

但依然店铺林立， 庭院、 祠堂、牌

坊、庙宇等各式风格的建筑错落有

致，这座要塞古镇的壮观秀美令台

运良惊叹不已。

这支武工队在孟关、 黔陶、高

坡等地活动，白天侦察，夜晚出击

围追清剿。 1950年秋收季节，土匪

与武工队争夺粮食的斗争已十分

激烈。 当时，高坡乡存放着征集的

十余万斤粮食， 经武工队侦察得

知，以黔陶蒋氏兄弟为首的 300 余

名土匪要在 10 月 12 日晚上来抢

粮。 高坡距青岩较远，两地之间仅

有一条羊肠坡道通行， 据侦察，土

匪已在高坡到青岩必经的黔陶、奇

龙、赵司等地设下埋伏。

当时， 武工队镇守在高坡乡，

无法联系指挥部。 情况危急之时，

队长喻德润果断将与土匪暗地联

络的内奸秘密羁押，割断其与土匪

的联系。 同时，他一边派侦察员偷

偷乔装到指挥部汇报匪情，一边带

领队伍来到位于高坡前哨的谷拉

岭山寨，潜伏在营盘里。夜已深，星

星闪烁，武工队成员紧盯着山下隘

口，直到鸡鸣时分，侦察员依然还

未返回，喻德润悄声传达———要作

最恶劣的准备！

夜幕破晓，喻德润隐约看到有

几十个人影在山下蠕动，正准备发

令战斗时，远处赶来了一支长龙似

的队伍， 田野间突然响起牛角声，

山下的土匪群慌乱散去。两方会合

后，才得知前来支援的是驻青岩的

分区复员大队的同志。

支援部队共 1000 多人， 他们

一接到指挥部首长命令，便马上通

知大伙带着扁担、背篼等运粮工具

出发， 支援部队的带队领导说：

“对这帮子土匪，扁担也足够他们

吃的了，再说这大黑天，土匪也不

知道我们抄的是扁担呀！ ”

C.开阳双流土改

1950 年初冬， 青岩武工队完

成了使命，参谋班学员随着土改工

作队奔赴开阳县， 进行 “五大任

务”（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

粮）和土地改革。

当时，开阳县刚解放，但开阳

县双流区群众还被贫困羁绊，生活

清苦，住土墙茅屋，吃洋芋苦荞，穿

襟挂柳， 十几岁的孩子还衣不蔽

体。 盐巴是最稀贵的食材，一块盐

巴放在辣子水里打个滚便捞起来，

又吊在灶头上炕干。

土改工作队成员带着口粮、食

盐、菜金，住在村寨群众家里，即使

当时部队也没多少津贴，但他们还

是尽可能帮助群众。台运良住在第

六村（瓦厂寨）的一户周姓人家，

这家祖孙三代仅有一条破被，晚上

一家人围着火炕取暖过夜，火炕里

埋着的洋芋是一家人的饭食，台运

良把粮、盐、菜金全交给主人家，尽

力改善他们的生活。

1951 年， 土地改革在全县铺

开，台运良分在第八村，住在村农

协主席陈铭顶家。 当时，每日两餐

全是小块洋芋，偶尔

掺一点包谷沙，吃了

半年，台运良常觉得

四肢无力。 有一天夜

里，他和陈铭顶工作

回来，在门外听到陈

铭顶老伴对儿媳说：

“粮食快没有了，吃

饭长点眼睛，都忍着

点， 让工作同志吃

饱” ，听完这席话，台

运良拉着陈铭顶的

手半晌说不出话。

同年，开阳县召

开农民协会代表大

会———大雪天，上千

农民代表穿着草鞋和补满补丁的

单衣，自带用葵花杆泡制的亮蒿火

把，满街的火光闪闪烁烁。 大会集

中时， 农民代表盘坐在石头上，唱

着工作队教的歌曲，啦啦队的喊声

此起彼落。 每天晚上，羊场区文工

队都要登台演出歌剧话剧 《白毛

女》、《赤叶河》、《刘胡兰》等。

随着“五大任务” 的深入，当

地匪患被彻底消除，接着又废除了

地主对佃农的租押苛杂，农民分得

了粮食、衣物和农具，开阳土改势

如破竹、轰轰烈烈。 1952 年春，土

改工作队完成了使命，农民迎着春

色，一路敲锣打鼓，把工作队从村

送到区，又送到县里。

D.土匪“双枪陈大嫂”

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 一部反

映贵州解放初期史实的电视剧

《蒙阿莎传奇》上映，剧中主角原

型是 50 年代名噪一时的土匪“双

枪陈大嫂” 。 剧中的“蒙阿莎” 身

穿军官服， 腰间斜挎着左轮手枪，

脚下蹬着深筒皮靴， 烫发披肩，戴

着墨镜，一副十足的职业女军官模

样， 与台运良印象中身穿布依服

饰、头包布依帕、脚穿布鞋的布依

族妇女“陈大嫂”相去甚远。

1950 年，“双枪陈大嫂” 在花

溪、惠水、长顺一带可谓人人皆知。

1952 年 3 月， 台运良调任惠水县

武装部任军事参谋，部长是原青岩

武工队队长喻德润。 1953年，军分

区在惠水成立剿匪指挥部，指挥部

设在惠水县王佑区，围剿活动于惠

水、长顺两县的“枧马三槽” ，专门

清剿残匪，台运良被抽调参加这次

剿匪活动。

在这次剿匪活动之前，陈大嫂

归案， 被安排到惠水剿匪指挥部，

协同部队劝说散匪弃暗投明。因为

陈大嫂在土匪群中的影响力很大，

起到了规劝、分化瓦解顽匪投诚自

新的作用，最终，有几十名土匪在

陈大嫂的规劝下投诚。

1954 年夏， 他们彻底肃清了

匪患，剿匪任务完成。 1955 年，台

运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

回望往昔生涯， 台运良说：

“生活是甜的， 也可以是苦的，但

不应该是无味的” ， 他曾作诗一

首， 以抒情怀———干校真理始追

求，军旅生涯跨征途；笑迎艰辛坎

坷路，只缘信念坚心头；四十七载

浪淘沙，岗位淡泊写春秋。

我在贵阳剿匪

上世纪 50年代———

讲述背景：1949 年，贵

阳解放， 面临着人才匮乏、

匪患难治、经济发展缓慢等

难题。 当时，贵阳需要大

量的人才， 便筹建了

贵阳干部学校，从

全国范围内招考

了 300 余 名 学

员。 这群青年从

五湖四海来，投

入剿匪、 土改等

革命事业， 为贵

阳的改头换面贡

献了年轻的力量。

讲述人：台运良，86岁，原贵阳革命干部学校第一期学员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岳欢

� 上世纪 90 年代， 去开阳羊场烈士陵

园看望牺牲烈士，台运良(右三）

上世纪 50年代初，台运良（右二）

台运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