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班长升为排长，因为识得

字、会算账，还当上了司务长。

贵阳“天亮了” ，但贵州省

好多地方土匪猖獗。 一些土匪还

煽动群众抢盐，导致当地很多老

百姓几个月都吃不上盐。 为了打

击土匪，副连长带着我们排从镇

远到台江， 半路上走错路了，就

住在一个苗族的寨子里。 一天一

个 40 多岁的中年男人， 挎着一

篮子差不多五六十个鸡蛋，找到

我们。 由于语言不通，他比划了

半天，我们也没懂。 就在我们犯

愁时， 又来了一个 30 来岁的当

地人，他懂汉语。 在他的翻译下，

我们才知道， 他家有 6 口人，有

两个月没吃盐了，想拿一篮子鸡

蛋换一块盐。 连长一听，当即就

说：“不要鸡蛋了， 送你一块

盐。” 那块盐有半斤多，那个村民

感动得下跪感谢。

剿匪时， 有一次在一个叫

“鹅翅膀” 的地方，由于我们部

队兵力分散， 被一群土匪围堵

在一座山里， 我和队员们没有

东西吃， 就天天吃刚冒尖的香

椿，从嫩芽吃到杆子很长，我们

才突围成功。 所以现在每到春

天， 家里餐桌上的椿菜我一筷

子都不会夹， 当时吃太多，吃

“伤” 了。

人少就智取，后来我们就采

取攻心战，占领各个山头的制高

点，大声喊：“解放军来了，土匪

头子被抓了。 ” 土匪们一听慌不

择路，山下的解放军还乔装成土

匪或百姓的模样， 专抓土匪头

子。 普通的土匪群龙无首，不再

作乱，该投降的投降，该回家的

回家。 就这样，盘踞在当地的庞

大土匪窝，被我们连根拔起。

剿匪成功后，部队进行了一

次大的缩编，三个连合成一个警

卫连，集警卫、通讯、作战于一

身， 本来是要补充进 16 军参加

抗美援朝的， 但当时通讯不发

达，待我们到达贵阳时，大部队

已把原来贵阳当地的连队带走。

作为补充，1952 年 3 月， 身为连

长的我，带着我手下的战士看守

现在新添寨顺海附近的一处军

火库，一干就是七年。 此后我在

昆明军区陆军学校参加了一年

的干部培训，毕业后调到贵州省

军区后勤部战情处当参谋。

此后几经辗转到原陆军第

44 医院任副院长， 直至 1983 年

3月退休。

退休后，想起过往，很是感慨。

参加革命，当解放军以前，在天津街

头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经常挨饿受

冻，跟要饭的没两样，有点文化也没

有用武之地。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我后来的一切。现在我

吃穿不愁，儿孙满堂，安享晚年，这

在当时是梦都不敢梦、 想都想不到

的。

我的四个子女从小在军队大院

里长大，后来其中三个到部队工作。

对于解放军和共产党， 他们跟我一

样，有着旁人无法理解的感情。

“爸，现在生活好了，你想到哪

里去看看，我们陪您去？ ”孝顺的子

女们问。

“我啊，其他地方也不太想去，

就想去当年剿匪被困在山里那个叫

‘鹅翅膀’的地方看看。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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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饱饭的苦孩子

参加革命收获幸福

玄关转角的落地阳台前，放置着一个单人沙发，一身灰色的中山装，满头银发的张崇林老

人刚吃过早饭，看完《参考消息》，他又拿起了当天的《贵阳晚报》，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张老的听力有些衰退，跟他聊天，需要凑近他耳朵讲。 但张老的记忆力惊人，几十年前的事

情，他都记得很清楚。回顾这一生，他说：“当上解放军参加革命，是我人生的转折，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如今的自己，更没有后来的幸福生活。 ”

讲述人：张崇林 93岁，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 44医院副院长

A

少小失亲 命运多舛

B

扛枪从军 书写华章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无条

件投降。 日本投降后，我回到了

家乡，目之所及，满目疮痍，无家

可归、没东西吃，为了填饱肚子，

我当起了码头工人，从事码头货

物的搬运与装卸。 那时只要一有

船上岸，我们这些码头工人就蜂

拥而上，争着去“扛大包” ，只为

了挣得那可怜的几分钱，买点窝

头、咸菜填肚子。

“重重压迫，苦向谁伸？饥寒

交迫，生活发愁！ 日守沙滩，夜伴

孤洲、流血流汗，做牛做马。 ” 这

首由码头工人创作的歌谣就是

我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 由于活

路越来越少， 我经常吃不饱肚

子，没力气干活。1948年冬天，经

一同打工的工友介绍，我加入了

解放军，命运从此改写。

经过三大战役， 国民党政

治、经济、军事陷入总崩溃，但国

民党反动派企图依靠长江天险

划江而治， 全国人民当然不答

应。 经过数月的集中训练，1949

年 4 月 21 日， 我所在的部队从

安徽安庆出发，参加了中国历史

上规模空前的渡江作战。

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

里战线上，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

势，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陆、海、空

军组成的长江防线。 22 日，国民

党军分别向杭州和上海等方向

溃逃。 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

京。 随后解放军势如破竹，一路

横扫，６月２日， 解放崇明岛。

至此， 渡江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南进，解放南

方各省创造了有利条件。 2 个月

后， 我所在的部队得到命令：西

进解放贵州。

1949 年 11 月 10 日，作为班

长， 我所在的师第一批进入贵

阳，当晚我们住在南厂路的兵营

里，第二天，我们列队进入贵阳，

受到了贵阳市民的热烈欢迎。

不到一周， 我们又接到命

令，增援尚未解放的云南。 我们

刚到安顺，得到云南起义成功的

消息，于是折返回贵阳。 在贵阳

没有停留，又马不停蹄地奔赴镇

远。

跟着共产党不再挨饿、不再

受冻、 活得有尊严，1949 年 12

月，经指导员和班长介绍，我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

北方过年吃饺子，南方过年

“打粑粑” 。1950年的春节，作为

一个北方娃，我在贵阳感受到了

久违的幸福。 1950 年 5 月，我光

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C

我 1928 年 5 月出生在河北静

海县也就是现在的天津市一个普

通家庭。 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农民。

父亲常年奔波在外打工，母亲含辛

茹苦照顾姐姐和我。 虽然家境贫

寒， 但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

人，也有着他们的“执念” 。 母亲把

父亲挣回来的钱加上自己干农活

的钱仔细地扒拉着， 细细盘算，有

口好吃的，就省下来给子女，再穷

也从牙缝里挤出钱来供我们读书。

我读的小学虽然没有名字，但

是上课的老师一点不含糊。 四年小

学时光，我在“常识” 课也就是现

在孩子们上的语文课上学会了认

字、写字，在数学课上学会了加减

法，还打得一手好算盘。

后来，母亲积劳成疾，生了重

病，因无钱医治，我 9 岁时，母亲被

病魔夺去了生命。有首歌是这么唱

的：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

像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没了

妈妈，我生活很困难，只好辍学。随

后，为了生活，14 岁的姐姐匆匆嫁

人，但不久，姐姐也生病过世，只留

下我和年迈的姥爷相依为命。仅过

了 2 年，姥爷也撒手人寰，我被迫

住到了姨妈家。

姨妈家生活也比较困难，13 岁

的时候，为了活下去，我独自一人北

上东北找活干。 当时日寇已经占领

了东北，我就成了一名劳工。每天干

挖沟、挑土等重活。 没有工钱，只管

两顿饭，而且吃的都是高粱或玉米。

有一次修铁轨，我使用撬棍不当，道

钉崩了，铁轨直接压断小拇指，日本

医生见到我血肉模糊的左手小指，

冷血地直接用剪刀把肉剪掉， 我用

右手握着血一股一股往外冒的指

头， 好不容易才讨要到一截纱布缠

上，用来止血。现在的左手小拇指是

缺损的，要短一截。

定居贵州 进山剿匪

D

儿孙满堂

安享晚年

张崇林与妻子

张崇林接受记者采访时拿出各种奖章

张崇林夫妇和子女在一起

张崇林所获得的荣誉证书和奖章（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