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 87 岁了。前几年，她眼睛还好

的时候，每天写几页纸，记录下她几十年

的工作和生活，其中较详细地记载了她谈

婚论嫁的过程——

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选上了一

个好丈夫。我丈夫是核桃乡中坝田的，名

字叫高致香。丈夫人品好，性格温和善

良，又勤劳勇敢。我们是 1951 年农历七

月二十二结婚的，一起生活几十年，别说

是吵嘴和打架，一辈子脸都没有红过。即

使有时候生活中有点磕磕碰碰，他都从来

不吵不闹，最多“阴”上两天就好了。

1948 年的 9 月份，高致香在大定县城

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庭负担重，就回家参

加生产劳动。我家的寨子里有一个姓谌的

老者，他家有一片田土在中坝田的文家

沟，每年他都要到中坝田去几次，次数多

了，就和高致香熟了。有一天，他对高致

香说：“现在你没有读书了，果木杨家有

两个姑娘，你去看看，如果合心的话我给

你当媒人，把家成了。”高致香就约上他

的五哥，谌老者带着他们来到我家的老房

子。他说的这两个姑娘正是我叔伯家的姊

妺，一个是二伯家的，我叫三姐；一个是

四叔家的，我叫大姐。我们都是住在一长

排的房子里。

才到大门外，二伯家的狗就龇牙裂齿

地跑出来朝着他们狂吠猛吼，我那两个姐

姐听到狗叫声，就跑出来为客人拦狗，一

看见有两个陌生的青年男子，狗都不拦就

马上跑回屋里去。老规矩，姑娘出嫁前是

不能抛头露面的。谌老者带着他们到我二

伯家坐了一会儿，假装是来看看喂的有没

有多余的猪，想买一个。我二伯说，只喂

一个猪来过年，没有多余的。

他们回到谌家，谌老奶问他们看了杨

家女儿如何？合不合心？他们就说只看到

个背影，长相都没得看。算了。

谌老奶又说，长房子里还有一家，只

有两娘母，女儿有十六岁，在瓢井街上读

过几年书的，才回家来几个月。高致香听

了这话，心里由阴转晴，又与谌老者到我

家来。我也不像姐姐们那样躲他们，而是

出来给他们端茶倒水。因为我是读过书

的，男的女的一天几百人都在一起学习，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他们坐下来就和我妈拉家常。高致香

说他的舅舅就住在高枧街上，姓文，大舅

妈的娘家就是野麦寨的，姓胡，是我母亲

亲堂姐妹。说起来还是亲戚，他就喊我妈

叫姨妈，认我是表妹了。既然是亲戚，我

妈就连忙做晚饭招待他们。高致香和我聊

了起来，我告诉他我读过几年书，越说越

投机。看得出他是一个很文雅、很善良的

人，我心里就有点暗暗喜欢。

相隔个把月时间，高致香打起一个糯

米糍粑请谌老者给他当媒人，到我家提

亲。我母亲对他这人是满意的，就是考虑

到他有六弟兄一个妺，家里又没有多少土

地，担心成了家粮食不够吃，怕我将来受

苦。第二个月，他又打了一个糍粑来请谌

老者再次提亲。我妈就去问我家族里知书

达理的杨继余二哥，对他说：“高致香又

来提亲了，想娶杨继君。人是可以的，就

是弟兄太多，没有多少土地，恐怕去了吃

饭都成问题。已经来谈两次了，我还没有

答应，杨继君倒是同意的。”我二哥就

说：“既然杨继君自己同意的，那就行

了，钱是人找的，土地多少不重要。”但

我妈最终还是拒绝了谌老者的提亲。

一个月以后，我妈到野麦寨外婆家

去，给外婆和五舅谈起高家来提亲。五舅

说，婚姻大事历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不要任她一性。我外婆也说：“忙什

么，我会给她找一个好人家的。”

外婆说的好人家，是瓢井街上一个姓

周的人家，这家主人和她是亲戚关系，周

家的男主人算她的侄女婿，经常都有来

往。她是知道周家底细的，有十多石谷子

的田，在瓢井街上还开有一个大商铺，很

有钱。家里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结

婚，有三个孩子了。老二只有 14 岁，要

小我二岁。

在外婆的撮合下，周家大儿子就带着

人，背着一个猪腿、5 斤重的一块肉、一

包白糖来我家给他兄弟订婚了，把背来的

东西在我家堂屋里摆上，燃上香蜡纸烛，

放了两挂炮仗，把左邻右舍的人都吸引过

来。这下人们就传开，说杨继君已经许配

给周家了。

这话很快就传到高致香的耳朵里，他

想，这回人家真是门当户对，更没有希望

了，他就死心不再提了。

但是，我名义上是被许配了周家，实

际上我的内心还在牢牢地惦记着他的。因

为我家里有一个“榜样”，就是我亲二

娘，上了包办婚姻的当，一辈子都过苦日

子。我二娘和二叔结婚前互相没见过面，

更不了解对方的情况，就这样成家了。我

二叔家本来是很富裕的，有十多石谷子的

田，是收租吃饭的，但我二叔没有本事。

二娘是大地方的姑娘，长得高大漂亮，又

有本事，周围都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和我

二叔结婚以后，家里内外事情都是她自己

管，二叔什么都不管。我的二娘家陪嫁的

铺笼帐盖等东西也多，但我二叔不爱惜，

把我二娘陪嫁来的东西都糟蹋了。家里的

财富都是上辈老人留下的，只出不进，没

几年就衰败下去了。我经常看到二娘有苦

无处说，整天以泪洗面过日子，实在太可

怜了！嫁人最重要的还是那个人的人品，

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幸福是自己创造出来

的，就算家庭有多富裕，嫁的人没本事也

是假的。

1949 年 10 月，周家主人死了，外婆

安排我去了周家，还让我穿上孝衣，戴上

孝帕和他家的人一起尽孝。这也是当时的

风俗。第二天刚开始办丧事，就听到解放

军同街上的土匪打了起来。周家也草草地

把主人抬上山去埋了。周家老大和我外婆

商量，想把我留下来立即和他兄弟成亲，

给他家冲冲喜。我坚决反对！

新中国成立后，我参加了村里的姐妹

团，一天开会、唱歌、跳舞，很开心，有

时还到瓢井区里去开会。也懂得了新社会

提倡自由恋爱。

1951 年 6 月，我就去找寨子里由我奶

奶带大的郝大叔，请他带我到中坝田表姑

妈家玩几天。其实我是想去打听一下高致

香的真实情况。我捉了一只鸡抱着跟郝大

叔去了中坝田。“好多年都没走我家，今

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表姑妈说。在

表姑妈的一再追问下，我终于把我的来意

告诉了她。

表姑妈听了我说的这些以后，就告诉

我：“高致香被你家拒绝后，也相过几次

亲，但都没成功。你虽然有这想法，但一

个姑娘家自己跑去，会被别人戳脊梁骨骂

的。”表姑妈又说：“高致香现在在高枧公

社里当文书，很忙，经常几天都不回家。

但他父母在家的，我带你去看看。”

高致香的父母看上去都很慈祥，说起

来也是亲戚，所以显得不那么拘束。我主

动叫他父母姨爹、姨妈。他母亲倒了一杯

茶给我，我立马站起来主动倒了一杯给他

父亲，大家就坐下摆谈了起来。我表姑妈

把我的来意大概说给他父母听。

高致香得到消息后很高兴，定在当年

的七月二十二，我们就把婚结了。

那时结婚要村里开证明，村长不同

意。我请当时的组长去给他说，还割了稻

谷来打几斤新米做饭招待组长。连续去了

两天没结果。第三天我就自己来到村长

家，一到他家，我就给他夫妻俩跪下，村

长的妻子立马把我拉起来，对我说：“孩

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事就直说

吧。”我就把我要嫁到中坝田去的事给他

家说了一遍，他妻子说：“男大当婚，女

大 当 嫁 ， 这 是 好 事 呀 ！ 怎 么 会 不 同 意

呢？”有她帮着说话，村长才把证明开给

了我。

我们结婚时双方都一无所有，连被子

都没有一床，盖的是高致香自己用稻草编

的秧被。但我们每天过着你挑水来我耕

田、你砍柴来我做饭的日子，生活很快

乐。没几个月，我结婚的事传到了周家，

他家就去找我外婆和五舅要说法。我外婆

和五舅说，现在是新社会，婚姻自由。于

是把周家来提亲的礼物退给他家了事。

我结婚后，就把母亲接来和我们一起

生活。老人为我们管理家务带小孩，我们

夫妇安心工作。

现在，我们的儿子、儿媳、女儿、女

婿、孙子们对我都很孝顺。在他们的身

上，我看到了自己的爱情得到了幸福的延

续。

七十年前：

母亲追求的爱情
□ 乌蒙一叶

2006年夏初，郭勇从民盟中央社会服

务部到毕节挂任行署副专员，主要统筹与

管理民盟中央帮扶毕节试验区工作，协助

分管文化工作。我当时在七星关区政协工

作，又兼任民盟毕节地区工作委员会副主

委，负责社会服务工作，工作上与郭勇联

系较多。在我的眼中，郭勇总有使不完的

劲，对于工作总是来者不拒，特别是事关

毕节发展大局的工作，他更是跑得快、做

得欢。

挂职扶贫：
联席会议+上下联动

为了加强民盟中央对毕节试验区扶贫

联系点原县级毕节市的帮扶工作，郭勇首

创了“毕节市与民盟中央部、市扶贫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即民盟中央在毕节试验

区的一年两次联席会议工作研究机制。上

半年在原县级毕节市召开，围绕原县级毕

节市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确定会议议

题，邀请农业、科技、文化、教育、卫生

等方面的领导、专家及部分企业家参加，

研讨、确定帮扶的重点及方式。下半年带

着发展中的经验和问题在民盟中央召开，

民盟中央分管社会服务的副主席参加会

议，将收集到的问题直接由相关部门和领

导反馈给中央有关部委和国务院扶贫办公

室。扶贫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为民盟中央

充分发挥智力支持和扶贫工作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

为了毕节试验区早日实现铁路、公

路、机场的通达，当时毕节地委、行署的

主要领导给郭勇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负

责毕节试验区与国家有关部委和各民主党

派之间的联系工作。我曾亲眼看见过许多

的批文就在他手里，有铁道部部长签字的

批示复印件，有交通部部长签字的批示复

印件，有民主党派中央主要领导为此协调

有关部门的批件等。在民盟中央领导的支

持下，郭勇积极奔走，争取到国家水利部

投资 2 亿元建设金沙县胜天水库、织金县

大新桥水库水利工程。郭勇挂职期满之

后，毕节试验区的主要领导请民盟中央让

郭勇继续跟踪毕节试验区关于立项实施

“铁、公、机”大型发展项目的工作进

程。当时，有人还幽默地称他为“毕节试

验区驻北京办事处永久性主任”，他自己

也说：“一年毕节人，一生毕节情！”

2013年 6月 16日，郭勇应邀参加了毕

节飞雄机场通航仪式。他说，自己站在大

厅里，接待的人并不熟悉他，也不知道他

与这个机场诞生的独特经历和感情，但是

他首航从北京直飞毕节，那种感觉太好

了！太幸福了！

上小河的建设：
产业+教育+卫生+文化

2006年，民盟中央将梨树镇上小河村

作为帮扶重点，帮助上小河村调研产业结

构，促进农民增收。郭勇与民盟贵州省委

社会服务处和相关民盟组织紧密配合，协

调筹资 6 万元解决了上小河村小学的行路

难和饮水难问题，民盟中央捐赠 200 套课

桌椅及教师办公用具，完善村校设施；协

调资金为上小河村修了 11 公里的全市首

条农村通村油路，解决了制约上小河村发

展的交通问题；协调贵州省卫生厅专项资

金 6.6 万元修建了首个农村村级卫生室

——上小河村卫生室，组织专家对卫生室

人员进行医疗、管理培训，为当地群众解

决了就近看病就医问题；协调民盟深圳市

委投入资金 7 万余元建设首个农村文化活

动科技图书室——上小河村文化活动室，

购置了电脑、电视、广播器材、办公桌

椅，丰富了当地村民的文娱生活；协调资

金 60 万元，整合危改资金 10 多万元，援

助白族民居改造，完成白族村落文化建

设。在郭勇的积极奔走和帮助下，上小河

村成功地完成了“产业+教育+卫生+文

化”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建设。

医疗卫生：
乡村卫生院（室）+义诊+培训

2011年，经过郭勇的牵线搭桥，北京

康益德医院院长董瑞、倍肯集团副总裁金

刚赴七星关区考察。期间，倍肯集团与七

星关区疾控中心及七星关区 19 个镇乡卫

生院签订《数字化整体化验室项目实施协

议》，并向协议单位各捐赠一个数字化整

体化验室，总价值 416 万元，北京康益德

医院向七星关区捐赠价值 110 万元的药

品，培训医务人员 100 人次；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专家到毕节开展义

诊、讲学多场，培训全市医务人员和市卫

校学生 600 余人次；促成北京中医医院结

对帮扶毕节市中医院，该医院多次派出管

理、医务人员到北京进修；协调北京康益

德中西医结合肺科医院，实施国家卫生部

“冬病夏治”培训项目，为试验区培训医

务人员 100余人次。

干堰村的变化：
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同心工程

2013年，民盟中央选择把七星关区长

春堡镇干堰村作为帮扶点。郭勇走进了这

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村子，他决心要让干堰

村彻底改变面貌，为七星关区打赢脱贫攻

坚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郭勇的倾力牵线搭桥下，民盟中央

各级领导、专家组先后 20 余次到干堰村

考察、调研，提出将干堰村打造成现代农

业示范点和民族旅游精品示范点的设想，

并围绕这一目标组织开展了多形式的帮扶

活动。之后，民盟中央为干堰村制定了详

细的村庄建设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并捐

赠 80 万元作为新农村建设资金、50 万元

羊肚菌基地建设资金、10 万元林下养鸡

项目扶持资金，通过“暖梦行动·温馨黔

行”活动向贫困家庭捐赠了价值 80 万元

的物资等。协调北京康益德医院投入 30
万元新建了干堰村卫生室。如今，走进干

堰村，干净漂亮的学校，设施齐全的村卫

生室，宽阔平坦的进村入户路，收益显著

的食用菌种植基地，宽敞美丽的广场，映

入人们的眼帘。干堰村变化的背后，凝结

着民盟中央对七星关区的倾力帮扶。干堰

村“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同心工程”示

范点的建设，为毕节试验区的深化改革与

发展提供了可行经验与实施办法。

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帮扶措施，郭

勇为七星关区教育扶贫、科技兴农、医疗

改善、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带来切实帮助。

同时，在七星关区大力实施“助推发展、

智力支持、改善民生、生态建设、示范带

动”的“同心”五大工程，掀起了参与七

星关区建设的新高潮，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4年，东部十省市民盟组织参与毕节试

验区建设第二次会议召开，联系企业家到

毕节，落实“一对一”帮扶。2016年，东

部十省市民盟组织参与毕节试验区精准扶

贫“同心助学”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江苏南

京召开，来自全国民盟各级组织的代表围

绕如何帮助毕节试验区改善民生状况、促

进教育发展、提升医疗水平等建言献策。

在这些工作中，都有郭勇忙碌的身

影。我眼里的郭勇，就是一个驰骋于乌蒙

山区脱贫攻坚战场上的英雄式人物。

讲述者：邹芝桦，七星关区政协原副

主席，民盟毕节市委原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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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毕节城的城墙，从明朝初年即开始修建。建好

武安门、镇南门、西定门、拱北门四座城门后，又在

东南面增修了一道应急的城门——通津门。有一条青

石板的街道，从通津门一直延伸到“十字街”路口。

人站在远处，就可以看到一幢低矮的瓦木结构四合

院，坐西朝东，中间有一个约一百平方米的天井……

这就是当年在毕节城因“随园”私塾而闻名遐迩的

“唐家龙门”。

“随园”私塾的创建人唐志昇，出生于乾隆五十

年 （1785），祖籍湖北麻城铁门岗乡茶棚村唐郁上

湾。据唐志昇所遗该支 《唐氏家谱》 记载，他初到毕

节时以经商为生，曾在大横街“陕西庙”对面开过绸

缎铺。嘉庆十二年 （1807），唐志昇在通津门与“十

字街”交汇处“水东门”的延寿庵旁，修建“唐家龙

门”并锐意兴学，得到街坊邻里的支持。据传，“唐

氏随园私塾”，就是用街坊邻居们捐赠的木料兴建起

来的。

唐志昇是儒商。在“唐家龙门”里，他亲笔撰写

了六七百字的家谱序言，谓“吾家祖籍湖北麻城唐郁

上湾乌龙潭”“吾家字辈于‘志’‘世’之后为：‘国正

天心顺，家和福自长。清明徵德泽，忠孝庆荣光。’其

儿孙志之！”唐志昇肯定接受过比较严格的传统教

育，他编写的 20 字字辈，律依平仄，韵入平水，声

律和谐，是一首朗朗上口的五言绝句，而“国正”

“家和”“清明”“忠孝”“德泽”“荣光”这些词语，

逻辑思维严密，蕴含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内容。唐志昇珍藏有清初诗文三大家之一袁

枚的 《小仓山房诗集》 和 《随园诗话》，应该是因为

景仰 33 岁即挂冠隐退的袁枚其诗其人，他才将自己

创办的私塾也命名为“唐氏随园私塾”——唐氏第六

代唐心逸写于 2013年的《寻根》一书中，就有《小仓

山房诗集》 卷十一残卷和“唐氏随园私塾”印章的彩

图。

“唐家龙门”祖孙五代塾师，省吃俭用，不断地

购进书籍。到新中国成立时，“随园”私塾藏书楼的

藏书已近万卷。据唐氏后人回忆，藏书楼里不仅有

《昭明文选》《资治通鉴》《全五代诗》《绝妙好词笺》

《升庵 （杨慎） 诗话》《康熙字典》 等珍贵的古籍善

本，还有明刻本 《文苑英华》（古代诗文总集，860
卷） 这样的大型宝典，医学、碑帖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也不胜枚举。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塾师们利用课余休

息时间，刻苦攻读经典名著，不断改进教育教学方

法。耳濡目染，得益于塾师们的言传身教，“随园”

私塾的不少学生，都像唐家的孩子们一样，从小就养

成了“多读书，读好书”的好习惯。

“随园”私塾最后一代塾师唐天珏，表字连璧，

生于光绪十九年 （1893），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贵阳国

立高等师范学校。唐心逸亲眼见过父亲毕业时的 《同

学录》，还有当时贵阳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颁发的作文

竞赛奖状——唐天珏论毕节水患的文章获得二等奖。

唐天珏那一届师范毕业生，绝大部分都被分配到公立

学校，仅有两人冠以“私塾教授”头衔，唐天珏就是

其中之一。他虽然读新式学堂，却对古典诗词情有独

钟，现存其 《诗话杂抄》 和内收词作范例 60 余首的

《词谱选抄》各一本，均用工整楷书抄写。

唐天珏从贵阳回到毕节后，曾有一位有一定社会

影响力的亲戚，推荐他到一个县政府去当秘书。他婉

言谢绝，一门心思子承父业，办好私塾教书育人。二

十世纪 40 年代，他除了在“随园”授课外，还利用

假期，在倒天河畔的一个辅助学堂里，为十几个成年

人办“古文补习班”，为毕节社会发展培育文化人。

新中国成立时，年近花甲的唐天珏打破陈规陋习，耳

朵挂着辣椒，手中摇着扇子，同邻居们一起上街扭秧

歌参加庆祝活动。二十世纪 50 年代初，唐天珏便开

始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亲笔抄写自己感触很深的文章

——《寻根》 一书中，便有 《实践论》《矛盾论》 等

著作的影印件。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仅又把“随园”

私塾延续 8 年之久，还毅然承担政府交予的扫盲任

务。夜晚，在“随园”私塾里，唐天珏组织一街第十

一组的居民学习时事报纸，要签到，要点名，十分认

真。为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唐天珏还为私塾新招的学

童编写了启蒙教材 《新三字经》 和 《动物三字经》，

那里面的“好娃娃，在家庭，帮大人，做事情”“鸵

鸟高，颈子长，足善走，比马强”等句子，朗朗上

口，至今还有老人记得。

唐天珏五女唐心学，1947年以优异成绩从毕师毕

业，先后在毕节二小、中正小学 （毕节四小前身） 任

教。唐天珏十女唐心义，1957 年从毕节一中高中毕

业，先后在毕节一小、毕节三小、县师任教，以后调

毕节五小、毕节七小任校长，1983年曾作为党代表出

席贵州省党代会，1984年调毕节县教育局任人事股副

股长，直到 1992年退休。唐天珏十一女唐心智，也曾

在一街民校任教多年，并负责学校的管理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仅“唐家龙门”的第七代，在不

同地区不同岗位从事与教育有关工作的，就有不下二

十人。

唐家亲戚、留美博士刘叔仪，1951 年与苏步青、

华罗庚、钱伟长一起，为国家高教部部聘 4 名博士生

导师。在转入公立学校就读前，刘叔仪曾在“随园”

私塾里完成了从启蒙教育到“四书”“五经”的学

业。二十世纪 70 年代初，刘叔仪回毕节探亲，还特

意到“唐家龙门”寻访“随园”旧迹。

两百多年来，“唐家龙门”唐氏代代沿袭，子承

父业，传薪递火，为毕节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水东门唐家龙门
□ 翟显长

郭勇：一年毕节人 一生毕节情
□ 邹芝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