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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南查冤案

揪出假劳模

20世纪 5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 我在家乡思南参加了革命工作，当

了 11 年的公安和监察干部。参加公安侦查培训时，曾在

贵阳街头实习抓“坏人” 。 回到思南，23 岁的我就侦破

了一个假劳模案件。

讲述人：崔道贵，1935 年出生，思南县政府办退休干部

贵阳实习闹笑话

我出生在思南县农

村，家里是富农，因此读了

4年书，接着跟三个秀才学

诗书，学习了《四书》《五

经》。朴实的母亲不赞成我

读书，常说一句话“只有挑

箩筐买米的， 没有挑箩筐

卖书的！ ” 父亲就不一样，

私下里给我说：“无论怎么

样都要好好读书， 你要好

好学！ ”

1949 年底思南解放

后，不满 15 岁的我扛着一

杆枪， 参加了清匪反霸工

作。 因为这个工作很危险，

不时有人牺牲， 母亲更加

反对了， 要我把枪交了回

家干活。 父亲则鼓励说：

“哪怕是一脚水、 一脚泥，

总得踩出一条路来！” 后来

我被母亲说急了， 就回了

一句：“您盼儿好， 但总得

让他有出息嘛！” 母亲才不

再反对。

到 1951 年 9 月，清匪

反霸工作结束后， 我因为

表现好， 被推荐到西南革

命大学贵州分部学习。 我

第一次来到了省城贵阳。

培训地点在洪边门天主教

堂内。 革命大学学的首先

是世界观改造， 学习社会

发展史。记忆最深的是“猴

子为什么变成人？ 是有了

劳动！ 劳动改变世界！ ”

世界观改造后， 我分

到公安侦查专业， 开始学

习公安侦查。 记忆中最好

玩的一次，是侦查实习。 老

师要我们分成两拨人，一

拨装特务，隐藏在街上，我

们几个当侦查员， 上街抓

特务。 遗憾的是，因为没有

经验，思想过于机械，认为

特务就是奇装异服之人。

我们在大南门发现一

个戴着墨镜的男子， 就一

拥而上， 把他反扣着押送

回去。 这男子一路上挣扎

和申辩 ：“你们抓错人

啦！ ” 我们还自信满满

地———坏人肯定说自己是

好人！ 结果回到培训地，老

师一看，的确抓错了！ 查下

来， 这人不过是个卖麦芽

糖的小贩。 我们非常尴尬，

闹了个大红脸， 连忙给这

人赔不是。

当公安侦破冤案

1952 年 8 月， 在贵阳

培训结束后， 我被安排进

铜仁专区公安处工作，成

为铜仁地区第一批新中国

培养的民警， 这时我才 17

岁。 接收领导见到我们就

问：“哪些是把好人当坏人

抓了的？” 我和几个学员都

难为情地举起了手。 领导

说：“实习时抓错还能纠

错，工作中抓错了，问题就

大了！ 会害人一辈子的！ ”

这句话， 成为我此后工作

的准则：坚持真理，绝不冤

枉一个好人， 也不放过一

个坏人！

一个月后， 我被分配

到思南县公安局工作，先

后在侦查股、预审股工作。

第二年， 我就办了一个大

案。

1953 年， 思南县赵家

坝报上来一个 “黑杀集

团” 的大案，说几个农民仇

恨党和政府，纠集成伙，暗

杀了一位农民， 还是国民

党特务为首的 “黑杀” 集

团的骨干和头目。 看了材

料， 我第一反应就不信：

“几个农民都是贫雇农，其

中一个还是民兵队长，没

有理由仇恨党和人民政府

啊？ ” 便向局长李信仁汇

报，李局长说：“那你来审，

我旁听！ ”

提审其中的 “头目” 、

民兵连长赵德信时， 我严

肃告诉他：“必须讲真话！

讲假话只会加重处理！ ”

赵德信听了后，明白了

我的态度， 扑通跪倒在地

说：“崔同志， 这是假的

啊！ ”“那你们为什么都签

字画押了呢？ ” 赵德信说：

“没办法！ 我们是被逼的！

他们把我们拖到河滩上，

搞假枪毙，吓得我们半死！

不认不行哪！ ”

李局长感觉问题严

重，即带着我找县长汇报，

要求重新调查。 县长同意

组成专案组重新调查案

子，李局长任组长，我当副

组长，以生产救灾的名义，

到赵家坝暗查。 半年后，事

情查清， 的确是农会主席

故意陷害。

原来， 农会主席想把

一个农民的成分划成地

主，但没有成功，竟然把人

家暗害了。 他安排民兵队

长赵德信组织人掩埋尸体

时，赵德信觉得死因不明，

要求查清楚再埋。 农会主

席怕事情败露， 干脆陷害

赵德信等 6人。 最后，农会

主席被判 18年徒刑。

监察揪出假劳模

1958 年，我调到思南

县监察室（相当于现在的

监察局），当了监察员。这

时，思南县出了一个全国

劳模王某（化名），所谓

先进事迹，他作为县油脂

公司职工，自称一个人抢

救了沉船上的 52 桶桐

油。

结果， 有知情人向我

们举报说：“一个人在激流

险滩的乌江里打捞出 52

桶油———可不可能嘛？” 这

引起了监察室的关注，让

我去调查， 并得到了专区

监察处领导的支持。

最后， 我通过一张王

某报账的车票证明，1955

年事发当时， 王某并不在

现场，他正在外地出差，52

桶桐油， 是船工和附近群

众一起打捞出来的。

真相大白后，王某的一

切荣誉被收回，并被开除工

作。 为了教育群众，我和县

文化馆的盛文涛以这个案

例为原本，创作了湘剧《盗

光窃誉》，在县城上演。

随后铜仁文工团、贵

阳市评剧团先后将湘剧

《盗光窃誉》 改编成话剧

和评剧上演， 让各级领导

干部观看，引以为戒。

本报记者 聂俊

1958年，崔道贵获得的奖状

1977年夏，崔道贵

1957 年，崔道贵（中）

与同事在下乡途中

1952 年，崔道贵（右）

与父亲在家合影

1952年，刚当公安的崔道贵

1963年，崔道贵（前排右一）调离监察岗位前与同事合影

60年代初，崔道贵（站立者）与同事在下乡途中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