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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没有收入，我们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挣得钱后

贴补家用，供娃娃读书，就是我们这代人不搬，都要争取让

下一代人通过考大学搬出去。 ”王友明长期在兴义做建筑，

听说刘书记到组里召开搬迁会议，专门从工地上赶回来。 他

说，如果能搬成，以后在兴义就不用租房子了，省了一大笔

支出不说，娃娃读书也方便了。

几十年来，组里就是这两年才出了两个大学生，一个在

贵州财经大学、一个在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这里离学

校太远，孩子上小学都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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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外村小住校。

“大家都同意搬，都想今后能过上更好的日子，我们就

围绕下一步如何搬讨论一下。 ”刘曜熙把话题拉到正轨上。

“搬是非常想搬，就是担心搬过去后生活不下去。 ”五保

户胡祖友说话的语气里藏着一些忧虑。

“大家放心，你们在尾阳组享受的国家优惠政策，搬到

兴义后也同样能享受，搬过去后，这里的土地承包权还是大

家的，你们可以通过流转后获得一笔收入。 搬过去后，州里

面在就业、娃娃读书等方面，都考虑得很周全。 ”

一番解释后， 大家的顾虑也逐渐打消。 刘曜熙向大家

说：“既然大家的激情都这么高，我们现在就推选代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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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组建搬迁党群代表服务队，选好后政府就组织大家到

兴义看房，路费由政府出，争取我们成为黔西南易地扶贫搬

迁中第一批搬到兴义的村民。 ”

“好！ ”大家经过认真讨论，推选王子华、袁德成、王友

明、韦定才、王友英为代表。

刘曜熙离开尾阳组时已经是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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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过， 他还要赶到

孔屯村与老百姓商量搬家的事情。 他叫驾驶员在确保安全

的情况下稍微加快速度，不要让老百姓等的时间太长了。

上车没有几分钟，刘曜熙就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驾驶员

想让他多休息一会，就稍微放慢了速度，唯恐惊醒他。 这位

书记也太拼了， 自从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 他就像一名勇

士，时时都在冲锋，最近半个月基本上没有睡个饱觉，每天

都在县里、企业、村里转，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孔屯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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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民小组，有的住在深谷里、有的住在

山坡上，都属于典型的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地方。 全村

有

572

户

2265

人，其中苗族群众占

70%

，剩下

30%

是汉族、

布依族、仡佬族等。

苗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先后有过五次大规模迁徙，经

历了千山万水， 历尽了千辛万苦， 直到十九世纪才定居下

来。 这些迁徙大都与战乱有关，为了躲避战争，他们最终定

居在深山老林之中。 孔屯村的苗族群众也不例外，据当地老

年人说，他们的祖先是从江西搬来的，先到安龙，然后才搬

到孔屯。

祖祖辈辈生活在山里，即便勤奋刻苦，也没有改变贫穷

的现状，这种贫穷还在一代一代地传递着。 在刘曜熙看来，

搬出大山，是当地群众快速摆脱贫困的最好方法。 经过工作

队员到各组了解到的情况，多数老百姓都想搬迁。 老百姓给

工作人员说，刘曜熙书记说话靠谱，希望当面和刘书记开一

次会，他们有很多心里话要对刘书记说，也想听一听刘书记

对搬迁是怎么安排的。 白天，刘曜熙还在县里与商家商量招

商引资进入工业园区，发展产业，以满足更多搬迁群众就业

时， 就接到村主任姜定才的电话， 请他晚上去村里开群众

会。 刘曜熙说：“之前已经定好到尾阳组开会的， 能不能改

天？ ”

“大家都希望能够尽快见到你， 你是我们的主心骨，不

能听到你亲口说，大家不放心。 ”姜定才说。

刘曜熙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高材生，

1986

年出生在

晴隆县长流乡的苗族家庭，他知道，苗族同胞重情重义，只

要是他们信得过的人，什么事情都好说，不是那个人说什么

也没有用。 孔屯村苗族居多，大家这样相信自己，自己绝不

能辜负这番信任。 他在电话里对姜定才说：“尾阳组的会议

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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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那只能等我先去尾阳开完会再过来。 ”

“没有问题，大家等着你。 ”

“我争取早点结束尾阳的会议，早点过来。 ”

到孔屯村委会的时候，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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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30

分了。 车停刚下

来，姜定才急忙去开车门，驾驶员急忙示意不要开，让刘书

记多休息几分钟。 不想，刘曜熙揉揉眼睛就开门下车了。

“不好意思，让大家等久了。 时间晚了，就不要拐弯抹角

的，大家有什么话就直接说。 ”刘曜熙一落座就说。

“我们开了几次会议，搬到工业园区去，娃儿读书方便，

看病方便，大家都同意搬。 只是担心去了安排不了工作怎么

办？ ”姜定才说。

“工作没有问题，今天白天我还在和企业谈判，请他们

到工业园区落户，为大家提供很多就业岗位。 我敢保证，只

要搬过去，一家人至少可以安排一个人工作，工资不会低于

3000

元。 ”刘曜熙说。

“刘书记的话，我肯定相信，大家担心的是企业不来工

业园区怎么办？ ”杨金文说。

“这个大家放心，企业来是为了赚钱，我们有资源让他

们赚钱，这家不来其他家也会来的。 哪家来都要工人为他做

工。 目前已经有木材加工厂、糖厂、化肥厂进来，我觉得这个

担心是多余的。 ”刘曜熙进一步解释道。

刘曜熙的解释得到大家的认可，会场上，大家都高兴地

议论开来。

“政府叫我们搬过去了，不会不管我们的生活的。 搬家

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过上幸福生活。 ”

“打铁全靠自身硬，靠政府一时可以，时间长了，自己也

不好意思。 ”

“扶上马送一程，只要在搬进去的时候，政府给点帮助，

以后自己还不能发展？ 我们又不瘸腿少胳膊，做什么不能养

活自己？ 就是再去外面打工，回家也方便一些。 ”

“每个人都想过幸福的生活， 都想到条件好的地方住。

可是我们搬了几回家， 基本上都是从一个穷地方搬到另一

个穷地方，到如今，我们还过着穷日子！ 现在我们终于盼来

了这一天，国家给这么好的政策，孔屯要全部搬到大山外面

去，我们终于可以不再在这种山穷水恶的地方苦熬了，这次

搬迁，是拔掉穷根的搬迁，是造福子子孙孙的搬迁，党的政

策真是太好了，搬家后现在的土地还是我们自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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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的苗族老人杨胜国感叹道。

“你们说的都是现在的事情， 我说一下下一代的事情，

今天我去巧马看了，也问一些干部，知道了你们的规划。 我

就觉得，你们规划的学校不合理。 ”孔屯村者耐组寨老王守

权站起来说。

“您老说来听一听，哪里不合理？ 只要你说得有道理，我

们就听你的。 ”刘曜熙笑着接过话茬。

“要修学校的那个地方是个回水窝，把学校建在这种窝

窝里头，地质灾害隐患大，不安全。 从长远看，把学校建在地

质结构更稳定的地方最妥当。 ”

“您说的这个建议非常好，我明天就组织技术人员实地

踏勘，如果真是回水凼，肯定得修改规划，安全比什么都重

要。 ”刘曜熙说。

（未完待续）

我去兴义不知多少次了。 这里的

万峰林、马岭河峡谷、万峰湖、贵州醇

酒厂等旅游景区， 距兴义不远的还有

双乳峰、安龙招堤、二十四道拐、泥凼

石林等景区，不但我知道，几乎可以说

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的。 但其他方面

呢？ 这里的气候、地藏、市井、人文……

我们又知道多少呢？我真的说不出。这

次到此，总算略知一二了。

这里是全国有些名气的四季康养

之地，奖项无数。 之所以如此，与其气

候的优良密不可分。 我们贵州人非常

讲究气候， 常以气候状况赞美形容自

己的独特。 兴义人比较实在，认为气候

是老天赋予、客观存在，用不着以什么

词汇形容，重在体验与享受，所以就不

以为然。 但作为不常去的外地人，对这

里优良气候的感觉就不同了。 用冬暖

夏凉、气候怡人这些词，只觉得过于平

常，无独特感，难怪他们不以为然。 只

说夏天的这个“凉”吧。 夏天的贵州气

候，多数地方的一早一晚都大同小异，

十分凉爽。区别在于中午以后。兴义在

这个时间段的气候用一个“凉”，是包

含不了人的内心深处之感受的。 我中

午在烈日当顶的路边吃着火锅， 凉风

微微， 空气中既有进入洞穴和空调房

间的“凉感”，又有春天的“暖意”，不出

汗，不燥热，是什么感觉呢？ 我有些词

穷，形容不好，就是一种好舒服好安逸

的感觉吧。 这样的舒服安逸感还真不

是一个“凉”、一个“爽”字能概括的。

兴义是黔西南的州府所在地。 包

括兴义在内的整个黔西南州， 县县矿

藏都较丰富， 其中煤的储量全省数一

数二， 金矿的储量在全国也是名列前

茅，所以人们叫黔西南州为“金州”。 还

有其它各种有色金属矿藏都较丰富，

是真正的绿水青山、金山银山。 所以，

这里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跨越式的，

是让人刮目相看、前景无限的。

你来到兴义， 这里的繁华市井也

使人为之一振。 新城与老城紧密相连，

相得益彰，各有特色。 老城大体风貌依

旧，只是更整洁、更文明、更人性化了

些。 新城的规模很大，街道宽敞笔直，

楼房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绿树成荫，

繁花似锦，尤其是兴义大道、万峰大道

之气派、美丽，让人流连忘返。 街上人

员熙熙攘攘， 大家安居乐业， 一派繁

华。 来到兴义，逛街转市，有两个地方

不得不去， 一个是老城区边的贵州醇

酒厂景区，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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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里边的蘑菇

城和小型迪斯尼乐园， 建筑都十分精

致、很有特色。 想尝尝美食，一个叫“乡

愁集市” 的地方也是非去不可的，整

洁、卫生，品种多样可口又安静舒适，

是这里的显著特点。 若想逛夜市、吃夜

宵，建在新城的“万湖汇夜市街”是必

选之地。 那里集吃、玩、乐、购（小商品）

于市，人山人海，热闹非常。

我们在主人陪同下， 参观了坐落

在城中的黔西南州博物馆。 一个中等

城市的博物馆有什么内容可展呢？ 翻

看贵州史书，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期，

从出土文物看，内容都较为丰富，但后

来的历史一直到明朝的这上千年中 ，

发掘较少，不知何故。 可到了位于兴义

新城区的黔西南州博物馆， 馆藏汉前

的文物之多、之精，让人吃惊。 从外省

招聘来的研究生在为我们讲解时说 ：

“这里夜郎文化底蕴深厚，馆藏文物十

分丰富。 在义龙新区交乐汉墓出土的

铜车马，属于车马器的一种，为汉代轺

车，多用于贵族或者官员出行，这就说

明墓主人身份并非一般。 ”另一件珍贵

青铜文物为摇钱树，纹饰异常精美，铸

造工艺十分精湛，枝、干、叶片为青铜

质地，采用分段铸造，最后套合而成，

枝叶饰以铜钱纹， 并有凤鸟及一些神

仙形象，陶质底座分布有羊、鹤、鹿、猴

等寓意吉祥的动物纹饰， 这与两汉时

期人们追求长生不老、神仙方术有关。

可以说摇钱树不仅仅是当时人们对财

富的追求， 同时还有对死后灵魂飞升

天国的精神追求。 除了这两件珍贵的

青铜文物， 另有一件琥珀饰也是异常

精美。 在汉代，琥珀原料多数是通过贸

易或外交等方式流入， 在当时是非常

昂贵的奢侈品，《汉书》《南北朝·魏书》

《隋书》 等文献中记载西域盛产琥珀，

对于琥珀的价值。 在《南齐书》中有这

样的记载：“琥魄钏一只直百七十万”，

足可见其珍贵， 目前黔西南州博物馆

馆藏的这枚琥珀， 炯然洞澈、 无有瑕

疵，可谓琥珀中的佳品。 除了这三件珍

贵的馆藏文物，该馆另有抚琴俑、连枝

灯、提梁壶、“

T

”形茎一字格剑等珍贵

文物，可以说稀罕镇馆之物不止一二。

兴义还是块风水宝地，人杰地灵，

出了不少教育先贤和达官贵人。 民国

第一任交通部长、原上海大厦大学（现

华东师大）创始人王伯群，又如兴义知

府刘统之，是他开笔山书院先河。 刘统

之在兴义十分重视教育， 有一年全省

考试，兴义书院组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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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赴省城贵

阳赶考，最后全部名列全省前十三名，

当时全省上下惊讶不已。 今天的兴义

第八中学也驰名全省。 兴义还是达官

贵人倍出之地，除王伯群外，国民党元

老何应钦（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等。 兴

义还出了一门三省长： 刘统之之子刘

显世，任过贵州省省长；刘统之侄子刘

显潜，任过贵州省代省长；刘统之孙子

刘燧昌，任过河南省代主席。

我们在参观兴义八中时， 未听彭

校长口若悬河、如数家珍的介绍前，还

真不知道兴义八中这么辉煌。 在全国

考进清华、北大的

197

所中学排名中，

兴义八中居

46

位。 兴义八中建校

20

多年来，教师队伍几乎全是本州的，生

源除少数六盘水市的外， 全都是本地

的， 学校领导班子更是全部土生土长

的。 彭校长从建校后就在八中，自己女

儿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回国后也

回到八中任教，在州里、市里支持重视

下，硬是搞得风生水起，一年上一个台

阶。 近十多年来，每年考入清华、北大

的由十几个上升到

20

多个，去年是

28

个。 他们去年参加高考的有一千多学

生，一本升学率是

96.5%

，全省第一。 如

此发展下去，怎生了得。 奇怪吗？ 他们

不是百年老校， 没向全省全国招聘师

资与管理人才，生源全在本地。 可当你

见过精明求是的八中彭校长， 听过八

中的教育经验， 理解了八中的教育理

念，感受一下八中校内的文化氛围，了

解到地方党委、政府的尊师重教力度，

你就觉得兴义八中理所当然， 就毫不

惊奇，也不神秘，有的只是让人神往 ，

又一切都在常理之中。

再往深处想，黔西南州、兴义市这

个地方，越来越被人们向往，喜爱，又

何尝不是尽在情理之中呢？

外省人颜总与万达集团合作在兴

义有近两千亩的多样性开发， 其中房

开这块近日开盘，劲销

3.5

亿元，一期

工程楼房，一天之中全部售完，二期也

预谈许多， 有几位贵阳的朋友也各自

买了一套。 以兴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

和，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上述这些，虽仍是零珠片玉，但也

可见一斑，兴义的大戏、好戏还在后头

呢！ 从地理位置看，兴义位居贵阳、昆

明、南宁三大省会城市之中，已有的民

用机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坚实的

发展基础，架起了兴义腾飞的翅膀，一

个梦中更加强盛、 美好的兴义一定会

实现。

老屋记忆

李 杰

那是寒冬里云贵高原上一个被晨

雾浓浓包裹的清晨， 在天刚刚蒙蒙亮

的时候， 留给我一生情义半生陪伴的

老屋， 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一片一片

被推倒。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挖掘机在

撕扯， 就像是在撕裂我心中那份关于

老屋的记忆，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老屋是农村典型的土木结构 ，由

长五间主房跟两旁的厢房组成， 前面

是将老屋与外面阻隔的长长的围墙。

老屋有两个供桌， 都是当时在老家人

们比较喜欢的雕龙画凤的“观音洞”模

式， 记得当时匠人们是用白杨树精雕

细刻后并按照实物的样子配上不同颜

色的油漆，刷好各种颜色的油漆后，最

后用清光漆刷一遍， 显得明亮别致而

典雅庄重。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 当年父母们

修建老屋时是十分艰难和辛苦的。

为了夯实老屋的地基， 父亲在山

坡上寻找口面平整的长条石开采，有

的长条石重达几百斤甚至上千斤，靠

人力根本无法搬回家。 为了将长条石

搬回家，只好在山坡上修路，用木头做

成耙子， 几个人合力将长条石挪到耙

子上，用耕牛将长条石搬运回来，一块

一块地堆砌成了老屋的地基。 那段时

间，每到晚上，就会看到父亲用盐巴水

擦拭着自己脚上、手上的伤口，消炎止

痛，避免伤口化脓感染。 他擦拭伤口时

往往痛苦地呻吟着， 有时甚至痛得眼

泪直流，因为在伤口上撒盐，会产生巨

大的疼痛。 其实父亲完全可以去找医

生治疗的， 只是在那个经济落后的年

代里， 我深知父亲是碍于囊中羞涩的

尴尬，才选择在家里进行简单的治疗，

省下钱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然后心

安理得地承受着巨大痛苦。

在老屋的修建过程中， 我记忆最

深刻的是在稻田里制作砌墙用的土砖

那个环节。 为了制作土砖，在水稻收割

完毕后， 便要将田里的水放了并保持

土壤的一定湿度， 方便将田里收割稻

谷时留下的谷茬从土里抠出来， 然后

清除田里的所有杂草， 用拍板将田里

的土拍打平整。 待到田里的土能够承

受起人在上面踩时， 便用绳子按照土

砖规定的尺寸在田土上将绳子的印痕

轻轻地印上去， 便可以明晰地看到一

块一块的土砖样子。 待到田土干到人

在上面踩踏时不会留下脚印但又保持

着一定松软度的时候， 便用切刀沿着

绳子留下的印痕平整地切下去， 将每

块土砖之间切割出空隙让它们独立开

来。 待到土砖干到一定程度，便开始用

切刀一块一块地将土砖从田里翻起

来， 将深埋在土里的那一面进行平整

切割，然后摆放在田里晒干，就制成了

土砖。

当老屋的柱子、 檩子等相关木结

构都搭建好的时候，便要准备上梁了。

上梁仪式较为热闹和好玩， 也是我们

小孩子比较喜欢的一个环节， 因为一

旦上梁就意味着要撒飘梁粑了， 前来

恭贺新居落成的亲朋好友及寨邻老幼

都会来抢飘梁粑。 撒飘梁粑的人一般

是每根房梁上两个， 各负责房梁的一

端，看上去总是很神秘，他们一边口中

叨念着诸如大吉大利、 大富大贵之类

的祝福性话语， 一边不慌不忙地提着

飘梁粑从地上爬到屋顶上， 在房梁的

两端坐定。 由于我家的房屋是长五间，

所以有两个房梁， 就有四个人负责撒

飘梁粑。 待所有上梁仪式都完成后，最

后一个环节便到了撒飘梁粑的时候

了， 撒飘梁粑的人会先把用大米做成

的元宝及一些飘梁粑从屋顶上先扔给

房屋的主人， 房屋的主人在地上用床

单等撑开接着， 此时其他人是不准参

与争抢的。 待这一环节过后，撒飘梁粑

的人便会东一把西一把地把飘梁粑撒

向众人， 大家在地上便不分男女老幼

疯狂地抢起飘梁粑来，一时呐喊声、哄

抢声、欢笑声混杂在一起。 飘梁粑撒结

束后每个人都会炫耀着自己的抢到的

战利品，然后拿到火堆边烧着吃，场面

甚是热闹， 将整个新居落成仪式推向

高潮。

新居落成后， 便要开始用土砖砌

墙，用青瓦加盖屋顶。 我家盖屋顶的青

瓦是自己烧制的， 因为我家有烧制青

瓦的窑子。 那时候，记得父母为了尽快

完成盖屋顶所需要的青瓦烧制， 让一

家人尽快住上新房子， 总是不分白天

晚上地忙碌着， 有月亮的夜晚就就着

月光制作青瓦的土坯， 没月亮的夜晚

就点煤油灯。 当青瓦的土坯制作好晒

干后，便搬到窑子里面去用煤炭烧制，

烧制好后才能搬来加盖屋顶。 就这样，

我家新盖的房子就可以住人了。

老屋被木板做成的楼板隔成上下

两层，并在楼上建有专门装稻谷、玉米

等粮食的粮仓， 粮仓的门是一块一块

木板按照顺序依次排在一起组成的 。

一旦其中某一块木板的顺序放错了的

话，就会导致最后一块木板无法安放，

粮仓的门便会出现空隙， 老鼠便会进

到粮仓里面吃我们一家老小维持生计

的粮食。 为了避免木板放错顺序，父亲

在两个粮仓的仓门上分别用

12345

……和一二三四五……标注了顺序 ，

大家只要按照顺序排放木板便可使得

仓门严丝合缝， 使粮食避免老鼠的祸

害。

后来仓门的木板由于岁月久远腐

烂的缘故，还是被老鼠咬开了一个洞，

导致被老鼠偷食。 父亲为了防止鼠患，

特意找来铁皮， 按照仓门木板的宽度

蒙住被老鼠撕咬开的洞口处， 这才确

保了粮仓的安宁。

在几十年风吹雨打的岁月里 ，曾

经为我们一家人遮风挡雨的老屋已经

变得弱不禁风了， 耳房屋顶上的瓦片

已经滑落， 在老屋里居住的父母显得

极不安全。 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都不

再建那种土木结构的传统房子， 都改

成建混凝土结构的平房了， 老家的砖

瓦作坊也已经被时代的进步淘汰出历

史舞台， 现在已经没有人从事烧制砖

瓦这一行业了， 所以没地方购买青瓦

来替补那些已经滑落的青瓦了。 为了

父母的安全，只得忍痛割爱拆除老屋，

翻盖新屋。

再见了，我心爱的老屋，一生情义

半生陪伴，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我目

送你离去，将我对你深情的眷恋，深深

地刻在时光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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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义街景 邢贵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