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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来好口述村史 
 

田小野文、籍红画 

 

崔来好，男，生于 1952 年，土生土长在南什轴村，更准确说是西

南什轴村，它是我 1968 年插队的村庄，如今全称叫做内蒙古土默特左

旗北什轴乡西南什轴村，属于内蒙古的农区，在呼和浩特附近。 

崔来好1973年参军入伍并加入共产党，1977年退伍回村。1989~2006

年，他担任了 17 年的村党支部书记，这 17 年，村里他的发小赵英在，

与他同心协力，当了 17 年的村主任，一党一政，两人堪称一对配合得

天衣无缝的老搭档。 

我们知青 1968 年从北京下乡到这个村庄插队，崔来好和赵英在也

从中学辍学回家，下乡知青与返乡知青，我们与他们，留下了一段共同

的难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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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崔来好开车从呼和浩特火车站把我和中陆、徐燕、立

珍四人接到村里，住在赵英在、王明明夫妇的家里。 

回京后，我建了“南什轴口述村史”微信群，广州的籍红和远在英

国的龚玲也加入进来，籍红拿起画笔为这部口述村史画了插图。 

 

一、最早都是从山西等地“走西口”过来的 

 

崔来好：南什轴村在解放以前，村民都是从山西和陕西迁徙来的，

以山西为多。最早迁来的人家有二百五六十年了，卢家，杨家，杨家只

有杨如如了，截止到杨如如这一代有九代人了，村里其他的姓氏都是五

代、六代。具体年代，哪年来的？没有仔细考查。 

从人员结构看，我们所在的南什轴这大村的西村就是个贫民村，没

有地主，最大的富农连别村的中农也不如。最富的是安家，解放前也就

是勉强解决了温饱。其他姓氏的人家，都是当长工和打短工的。解放前

出了两个有文化的人，安贵怀的大爷安重山，在国民党 35 军，说是当

大军官，至死都没有回家；赵保元的四叔叫赵斌，也是有文化的人，在

国民党军队任职也没回村。 

全村最老的共产党员程存用，1949 年入党，当时是民兵连长，他

原在北什轴的村，不是本村人。 

村民在解放前，大部分给外村人当长工、打短工，后来慢慢转入农

耕，人越来越多，形成咱们的村庄。开始他们是没有土地的，少数几户，

如安家、赵家、巩家、李家有一点儿土地，大部分的土地，都是解放以

后，土地改革，从丈房村的程家地主、从东南什轴村的地主、黑河村的

地主那儿分得的土地。而且没有好地，零散的，全是盐碱地，我们叫“时

辰地”，意思是如果上午有阳婆不种，到了下午就不能种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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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咱们西南什轴第一任村支书韩挨何，没有文化，后来学了点

文化，能看报纸。韩挨何以后村支书是赵计元，赵计元走了（去世），

赵还在接任，赵还在不干了，就是我和赵英在，从 1989 年干到 2006 年，

干了 17 年，我们不干了，由韩计换的长子韩俊亮干，韩俊亮不干了，

就是韩喜俊干到现在。 

西南什轴村解放初的人口是 170 人左右，1989 年、1990 年我接任

时，人口 405 人，1998 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实有人口 464 人。农村发展

是从解放初的原始耕作到半机械、机械化作业逐渐发展过来的。 

直到近年这些村民的户口基本还在村里，外出到城市生活有户口的

不多。年轻人考学出去的，户口都迁走了，老人的还在村。在外打工没

迁户口的很多，城市农村来回跑。家家户户基本都是老的在村里种地，

小的在呼市、包头或其他地方打工，农忙就回村帮忙，回不去就雇人。

平时村里头人口只有三分之一或更少，过节时人多点。 
 

赵英在（1989~2006 年任村主任 17 年）：我们赵氏家族源于山西

省，走西口来到土默川定居下来。截至今日已有七代。赵氏家族虽然没

有出过名扬四海、出类拔萃的大人物，但在一代一代的族人中，也有对

当地有一定影响的人，也有做出过一定成绩的族人。 

赵计元就是其中之一。解放以后，他当书记 30 多年，对工作兢兢

业业、勤勤恳恳，一直到去世前，还在为村里的用电照明奔走。 

赵氏家族的第二个村干部赵长计，他从农业合作社开始，就一直担

任村里的政治队长。 

还有第三个（村干部），第二生产队副队长赵挨元，担任副队长十

几年来，不怕苦、不怕累，得到社员们的一致好评。后来东村西村两个

大队合并，赵挨元又一直担任赶胶车队长。人们编下顺口溜，大队有我

四哥（指赵计元），小队有我五哥（指赵长计），车头还有六哥（指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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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元）。意思是村里掌权的都是姓赵的。 

改革开放后，我先后担任过村里的村长、书记，连任五届 17 年，

被村民称作“我们的贴心人”，因为我除了把村委会工作搞好，还要为

村民的家事操心。这家娶媳妇我代东，那家为老人办丧事我主持，夫妻

闹矛盾我调解，儿女不孝敬我劝说。…… 
 

崔来好：1958 年大跃进，农村也大炼钢铁，我没看到炼出什么钢

铁。都吃集体大食堂，不让家中做饭，每家不能私存粮食。那把人们闹

的，开始的时候管饱吃，后来分份儿吃，有限制，再后来就把粮食分到

各家，自己做的吃。由杨蛮有给分，拿称按人头分，就像吃供应粮，每

人都想多要点，可杨蛮有是党员，认真，想称高点不行，只能平，所以

人们都恨他。现在想来，那时干群关系很难处理，违反原则不行，达到

群众满意也不行。 

在我的记忆中，1964 年是“四清运动”，当时两个小队的干部都

让说清楚，叫“上楼”，干部有没有“多吃多占”？也包括队里有没有

私分瞒产？村里有“住村干部工作队”，什么时候说清楚了，就“下楼”。

要“说清楚”的队干部受到管制不能回家，家里人给送饭。“下楼”了

就没事了。 

多吃多占，包括给加班的社员在场面的小房里吃饼子、给每人发一

斤全麦面的大饼都要说清楚。清算生产小队的账务，干部做检查，承认

错误，刹住吃喝风。我记得当年审查王香香、赵计元，好像还有田云岗、

赵挨元。第二年开春开始劳动就没事了，本来就没有大问题。 

那个时候西南什轴村是两个小队。东边这个队是王香香的队长，西

边儿那个队是张存高的队长，那是四清运动刚开始，四清以前也是他们

干的。四清完了 1966 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学生串联，那个时候村里

特别乱好像是没有什么主要领导人了。有了群众专政了，成立了“群专”。 



 5

突然就开始“破四旧”，拆除了东村的大庙，那个大庙建的特别好，

和呼市的大召寺有一比，有钟鼓很气派，也很壮观。可惜拆了，位置就

在后来的小学校，还有我们西村的观音庙也拆了。每家有旧的文物都要

打碎。 

文革时候有呼市开车到公社和村里搞宣传的，造反派的组织什么一

师、三师，发放传单，张贴大字报。我十四五岁跟着看热闹。到了 1966

年阴历 10 月家里就要我学医了，跟着邻居家住着的一位姓杨的先生学

医，我只学了一年他就死了。…… 

西南什轴村出外当过兵的有五个人：乔存举、韩玉明、赵保元、赵

在在和我。 

乔存举和韩玉明是解放前入的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当时有抽丁募兵

的规定，乔存举的姐夫李贵宝有弟兄三人，三丁抽一，必须走一人，抽

中的就是他姐夫，他是替他姐夫李贵宝当兵走的，傅作义起义后乔存举

的部队改编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乔存举是从朝鲜回国后返乡的。 

韩玉明的部队没有入朝，编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去了新疆，娶

了个山东籍老婆一起回村来当农民。 

赵保元 1956 年应征入伍在内蒙骑兵师，赵在在 1970 年 11 月入伍，

部队是 65 军后勤部，他是库管员、班长。退役后上了呼和浩特气象学

校，毕业后分配在内蒙古气象局农气室任科长。我是 1972 年 11 月 15

日入伍的。 
 

赵保元（男村民，生于 1938 年）：我本人于 1956 年应征入伍，在

内蒙骑兵五师 13 团（9025 部队）一支队当骑兵。部队在集宁、萨拉齐

都驻扎过，1958 年 8 月赴青海西藏参加平息叛乱战斗，先后到达过玉树

地区六个县和昌都地区，我在部队加入了共青团，1960 年 8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荣立三等功一次，通令嘉奖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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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中有年迈的父母，我是独子，1963 年 3 月申请退役回村。之

后担任大队副队长兼治保主任。 

我们这族赵姓和本村赵计元家的赵家，据老人说，在山西就是世交，

但不是一家，走西口时还是一起来的，在西南什轴村生活截止到现在已

九代人了。 

祖上在山西忻州刘家亥原村，据老人说是走西口挑着担子来的，兄

弟五人走西口，返回山西一人，留下四人。 
 

徐燕（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乔存举还当过西南什轴大队长，两

村合并以后，不当大队长了，去当了良种场场长。乔存举参加过抗美援

朝，我们进村后，他给我们讲他参加了上甘岭战役，讲当时敌人打炮时

他们就躲进坑道里，等炮火过去他们就出来打，炮火很密集，震的耳朵

什么都听不见。我们问他那时害怕不？他回答“那时什么都不想，简直

就杀红了眼”。 
 

田小野（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那年乔存举的同母异父弟弟程贵

云的河北媳妇要带着老家的爷爷奶奶弟弟到咱村落户，他让我和徐燕拿

着纸笔一家一户去征求签名同意，也有不同意的哈，比如张文奎他爸张

润宽。后来落户成功，大概为了表示感谢，他请我和徐燕到他家吃他烙

的糖饼。 

 

二、许多人的媳妇是从甘肃娶回来的 

 

崔来好：像程贵云这样跨省娶媳妇的，咱村还有，张福刚也是这样

的。咱们村本来就是个穷村，在我记事时就有很多光棍汉，一个村的男

人将近半数是光棍，全村人口也不多，二百来人。那是 1960 年，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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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闹饥荒，咱们村去甘肃领回媳妇成家，就那一年，有张文奎、卢万才、

王香明、褚金玉、褚金宝、安补元、赵补元，张称心、崔柱柱、韩全全、

赵长计、赵来计，由此咱村人口才有了很大发展。 
 

田小野：光棍汉们那年多大岁数呢？张称心和张文奎比较年轻吧？ 
 

崔来好：他俩也就二十八九、30 左右哇，主要就是刘来如、韩跟

换 30 多岁这一代人，还有更老点的，40 多岁的，像褚金玉、崔柱柱、

褚金宝、卢万才这一代。 
 

田小野：听说乔存举老乔也娶过亲，也是 1960 年那批的吧？他脾

气太坏，媳妇跑了。在村里时听老乡说，媳妇吃辣椒，他一生气把一碗

辣椒全倒在媳妇碗里了。 
 

崔来好：老乔是娶了，他女人从甘肃带来两孩子，他嫌三人吃饭吃

的太多，不要了，村里人们都说老乔自己还嫌肚子大吃不饱呢，那时的

生活养不起。 
 

田小野：我听说 1960 年的时候咱村里有个胆大的能人领着光棍们

去甘肃找媳妇的，这个人是谁呢？ 
 

崔来好：最早去甘肃接媳妇的是张存高，带着他儿子张称心。第二

批就人多了，第三批，第四批，也有时村里某个人去甘肃，带几个女人

回来给别人，谁要就领走，也不要钱。 
 

田小野：来回路费还是要给那人的吧？ 
 

刘中陆（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这些甘肃女人，她们来南什轴村

也就十几岁吧，都成年了吗？她们后来和甘肃老家还有来往吗？黄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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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产队长赵长计的老婆，从甘肃来年龄不大吧？今年多大了？ 
 

崔来好：黄河成今年 80 岁哇。甘肃女人有回甘肃去看望亲人的，

安补元的媳妇回去就没回来。她们的子女都在这村成家了，大多也不怎

么与甘肃来往。带孩子过来的女人多，甘肃那边的男人饿死的也有。 
 

田小野：女人都是为了活命、为了孩子才来的。这次回村我才知道

她其实是姓洪，咱们那时听不清甘肃口音。推算一哈，黄（洪）河成

1960 年应该是 22 岁。 
 

崔来好：1980~1990 年，咱们东西两村娶四川、云南媳妇的也不少，

在住（留下）的不多，有的跑了，让骗了钱跑了，有的那边过来让迁返

了，还有把儿女放下跑的，不回来了。 
 

田小野：1980 年代以后就大多是骗婚了。1960 年是个特殊的时期。

我插队的时候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村里有那么多甘肃来的媳妇，内蒙人为

什么不娶内蒙媳妇？语言都不通，村里人说土话我不懂，她们甘肃女人

说话就更听不懂了。 
 

籍红（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这种婚嫁情况成了咱南什轴的一大

景观，当年在村就听说谁家谁家是甘肃媳妇，有的回去就回不来了，这

边有孩子，那边也有孩子，回去家人拉后腿，丈夫、孩子不让回，来好

能说几个例子吗？幸福的？不幸的？我看赵长计家过的挺好！ 

 

三、知青下乡也给我们农民带来忧虑 

 

崔来好：1968 年，你们知青下乡，接受再教育，我当时 16 岁，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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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要来北京的学生，而且分到我西村生产队的是十名女的。村里群众

有的说，女的就是来找对象成家的，来安家落户扎根农村的。村里没成

家的男人，都很新鲜、兴奋，说这说那的都有。你们知青一进村，人们

就围着看，好像看外星人，咱们农村平时也没有什么新鲜事。 

队里给你们十名女知青安排了吃住的地方。过了一段时间，当时的

韩挨何书记和赵计元、赵保元、赵长计、王香香等村里的干部开会以后

叫韩计换告诉我们，每天夜里安排巡夜，一是保护村里的安全，二是保

护女知青的安全。所以我们就开始了民兵巡夜工作，有时在你们住的院

外呆上一夜。 

你们几个人在村里很吃苦。和群众同劳动，本来就是女娃，还总要

表现到艰苦的地方、干难干的活儿。 

你们平时也给我们带来快乐，我记得有拉手风琴的，拉小提琴的，

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群众慢慢地接受了你们，也同情你们这些远离父

母、胸有大志的女孩子。 

我们年轻人都愿意去你们的住处谈天说地，刘中陆的小收音机，挂

在高处让大家听。虽然你们是女娃，但你们把自己不当女的，和男劳力

比着对手地干，在地头读报纸，收工后晚上还组织学习，节日里组织年

轻人在戏台上演出，把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给搞活起来了。 

但是你们的积极和坚持原则，也给农民群众带来忧虑，农民肯定没

有你们觉悟高，有偷分瞒产的错误怕你们知道，包括村干部，都提防

着你们，这是真的，村干部和老乡怕你们向公社（乡）上级汇报，这是

事实。 

所以，第一同情你们小小年纪来和我们受罪，我们生在农村没办法，

你们从北京来这里受罪很可怜，不过嘛，是当时的国家政策。但是好多

村里人对你们是很有看法的，你们表现太积极。第二农民怕你们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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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村里人们的生活，比如向上级反应瞒产私分。 

我们村的偷分瞒产是长时间的历史问题，从 1960 年代就存在，偷

集体的庄户（指地里的农作物）那更是家家户户都偷，地里成熟什么，

就偷什么，主要是饥饿，有的人己经浮肿了，家家粮食不够吃，严重缺

乏营养造成的。 
 

徐燕：我们 1968 年到村时，一个整工是 4 角 8 分。到我走的那年

（1978），一个整工只合到 8 分钱，反而越来越穷了。所以在我离村前，

有个农民对我说了句话，“快走吧，咱村这么穷，都是你们知青‘妨’

的。从你们来了，我们一年比一年收成低”。虽然说这话的人已经离世，

而越来越穷的结果并不是我们知青造成的，更何况这也不代表村里大多

数农民的想法，但也表达出村民对当时一系列极“左”做法的愤怒发泄。 

毕竟知青是被作为一种政治正确的化身推送到农村的。其实就像田

小野文章中说的，我们不需要表达空洞的感恩，我们需要反思，需要真

诚道歉。 
 

崔来好：这都是实话！……粮食不增收，还要承担各种赋税，人们

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全村最少有 30~40％的户不够吃，农村里我们这一

代人就是饿大的。 

那时还革资本主义尾巴，东西两村合成一个大队，由刘根鱼带领几

个人检查每家房前院后种的各种经济作物，特别是枸杞，看到就统统拔

了，当时人们都恨他，好像那时他是治保主任或是民兵连长。 
 

徐燕：农民在自家的院子里种枸杞子，为了能有些许收入，当时外

面有收购，且很卖钱。枸杞只是自家院子里种，不占公家的地，那也不

行，公社（乡）布置下来，说是资本主义，喊出的口号就是“割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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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尾巴”。先是要求各家自己铲掉，那正是收获季节，眼看就要到手

的钱有谁舍得铲呀？！ 

接着大队团支部带着青年突击队的团员和年轻人，去一家家铲掉枸

杞树，我正在努力争取入团，于是义无反顾的加入，当时还认为自己很

革命，这是革命行动，……我现在还能想起那些看到在自家院子里被我

们铲掉枸杞树的老乡的眼眶里转动的泪花。 
 

崔来好：你们知青在我们农村也做了些好事，籍红在小学校教书，

学生们对知青老师印象深刻。还有就是龚玲在村里当赤脚医生。 
 

籍红：我当时在小学校干的很投入。每天加班加点，备课、家访、

给宣传队的小朋友们排练小节目。班里有个闹将张在在（据说现在瘫痪

在床）是东村的，把班里秩序能搅和的一塌湖涂，是我重点的家访对象，

去了才知道，他家一贫如洗，跟着爷爷生活，爷爷对我说想让他退学，

从此我对他格外关心帮助，用了心血，后来他成了我的小帮手，管住其

他闹将，班里秩序井然。学生褚虎虎、赵立平、赵栓小他们说起我那时

常背着生病的小同学去东村上学，我一点也不记得，但他们记忆犹新，

说赵再平脚被扎破，背了他半个月。 

这个学校本村的王明明老师 1982~1985 连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

的优秀教师，1985 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省级劳模，1988 年被评为全

国德育先进工作者，1989 年被评为全国教育战线劳模。 

1990 年王明明成为南什轴学校校长，直到 2010 年农村小学解体。 

知识改变命运。考上大学的赵青春、秦占军、安白白，考上专科的

陈满生、韩引弟、赵威在、申铁忠、韩美英、王丽君、陈发珍……他们

进入城市，进入机关、学校、医院、银行。还有不少高、初中毕业生闯

世界，下海经商、打工办企业当老板、开诊所、开加油站、开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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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代有文化的新军，是村脱贫致富的福星，他们的全覆盖，给各自

的家族及家庭带来福音，有些孝顺儿女还将父母接到城里生活。我们教

出来的更多学子留在了南什轴村，在村干部带领下，用辛劳的双手，一

砖一瓦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建设美丽新农村。 
 

田小野：从小学校的校史看，学校里最突出最优秀的教师并不是知

青，而是本村回乡的女青年王明明，作为一名终身的乡村的小学教师，

王明明做出的成绩非常人可比。 
 

龚玲（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关于当赤脚医生时做的事情，在之

前的〈我在土左旗当赤脚医生〉文章中写了一些。我觉得有趣的是我们

赤脚医生不仅给人治病，猪、羊、马病了也找我。给这些动物打针有特

殊的针管。是金属材料制成的，中间有带刻度的玻璃窗。针管直径大约

两厘米，针头比纳鞋底的锥子还粗，针尖是一个斜面，针上有一个把柄，

可以控药量。进针得眼疾手快，对准猪或马的脖子，一刺二推，速战速

决。羊浑身是毛，只有尾巴下边没有毛，所以给羊打针需要一人抓住羊，

另一个人往尾巴上打针。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牲口得了什么病，只是打

一针抗生素，好了就好了，不好也没辙。 

当时村里真是“缺医少药”。五里地之外的公社所在地有一所公社

卫生院，只有两名医生。60 里之外的旗政府所在地 — 察素齐有一所

旗医院。当时没有公共汽车，就连自行车也只是少数较富裕的人家才有。

有了病得搭乘队里的马车去看病。公社卫生院离我们村虽说不算远，但

老乡要去找医生看病也很困难，当时大队部只有一部摇把的由接线员接

线的那种电话，打了电话也不一定能找，因为两个医生有时会到各村

巡诊。 

村里患关节炎和气管炎的人非常多。我从北京带来的伤湿止痛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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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痛片、消炎药等，很快就发放完了。于是我开始给老乡扎针。我白天

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晚上收工回来，去给贫下中农治病。 

记得我的第一个病人是住在村头的贵和伯。有一天他突然胃疼，让

他的侄子来叫我。我知道胃疼应该针“中脘”、“足三里”，但是我还

从来没有扎过腹部的穴位，不免心里打鼓。带上自制的针包，我到了贵

和伯家。只见他紧锁着眉头，双手捂着肚子卷曲在炕上，痛苦地呻吟着。

他见我来了，对我说：“快救救我吧！我要疼死了！”我知道针灸有“前

如井，后如饼”之说，即腹部的穴位比较深，没有什么危险性，而背上

的穴位比较浅，不可以深刺。我壮着胆给他扎上了针。大约停了半个小

时，他的胃不疼了。贵和伯到处跟人说“北京来的知青龚玲会治病，扎

针可神了！”此后村里的大人小孩，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找我看病。 

“赤脚医生”是不脱产的，背着一只药箱，随叫随到，哪怕是深夜。

“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有一次，韩板脸的妻子突然肚子疼

得满炕打滚，我检查了她的腹部。她左腹痛，拒按，并无反跳痛。她的

月经已停经两个月，我考虑可能是“宫外孕”，赶紧把她送到呼和浩特

市的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给她做了“后穹窿穿刺”，确诊是“宫外

孕输卵管破裂”，及时做了手术。医生说，术中发现腹腔内有大量的积

血，若再晚来一步就会有生命危险。 

 

四、知青对农村的文化影响 

 

田小野：徐燕还记得夏天咱俩在大渠里游泳的事儿吗？我记不清哪

年，什么情况了。好像还有立珍吧？ 
 

徐燕：游泳的事记得。那是 1969 年夏天，不止游了一回，是在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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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大渠里，就是咱们村北边的大渠，那个大渠是浇地的总渠，到浇地

季节总是满满的水。 

我们下乡时就把游泳衣带来了，看着满渠的水，天气又热，我们几

个会游泳的就说，去游泳吧！当时几个人就去游了，也有宋立珍吧。我

们在水里游，年轻后生跑来偷看，女人穿泳衣游泳在村里可是没有过

的事。 

第一次游完泳意犹未尽，于是咱俩商量哈，还要游。但得偷偷的不

能让别人知道，于是一次去东边干活，那块地就在大渠边上。我们两个

出工前就把泳衣偷偷穿在衣服里边，事先你还准备了个小红旗。收工了

咱俩故意磨磨蹭蹭的走在后边，等到大家看不到我们了，赶紧往大渠那

跑，把外衣脱下卷好绑在脑袋上，你把小红旗插在肩膀的带子上，说是

这样能看到标志。我们一路向西游回来了，那个高兴！到咱们村口上岸，

湿淋淋的穿上外衣往回跑，这时村里人都午休了。 

那次游的距离挺长的，下水前，看着水挺深的，你问我敢吗？我说

没问题，我能游一千米呢。于是两人就下水了。可是游的也不容易，还

得顾着头上的衣服，头老得保持抬在水面上，凉鞋没法只能穿在脚上。 
 

田小野：游泳的细节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只记得把小红旗插在游泳

衣的肩带上，在水里尽情游，一直向前一直向前，那是插队生活最浪漫

的记忆了。好像因为我们女知青游泳，带动了村里的闺女们成群结伙去

洗澡？在村里引起震动，这大概就是城市文明的冲击。 
 

徐燕：是的，我们游泳之后，村里的闺女们也到北边的大渠里玩水，

不过她们穿着长衣服长裤子，挽起袖子卷起裤腿。 
 

龚玲：第一次大渠游泳我也去了。记得当时我没有游泳衣，只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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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衣脱了放在岸边的树坑里，穿着背心裤衩下水游泳，水挺深的。那天

察素齐一中的冯老师来找我参加旗里的篮球队，我急忙上岸套上外衣，

湿漉漉地站在他面前，很不好意思。 
 

刘中陆：插队第一年吃的是国家给的供应粮。每月要套上马车到

30 里外的毕克齐镇粮站去买粮。 
 

徐燕：杨如如那时特别喜欢到我们小组来找田小野玩，也总帮我们

做事。刚到村的第一年，我们吃供应粮，每月要到毕克齐粮站去买口粮，

有时是队里有马车去交公粮时顺便给捎回来，有时是我们自己去买。记

的非常清楚的一次，杨如如套了一辆毛驴车带我和田小野去买粮。回来

时田小野说如如累了，换换如如，她拿过缰绳坐车前边冲着小毛驴“驾 

— ”一喊，大概是她的嗓音太尖，小毛驴惊到猛跑起来，如如赶紧跳

下车跑上拉住惊了的毛驴。后来杨如如不敢让田小野赶车了。我两个坐

后边，田小野一路唱着“长鞭那个一甩叭叭的响 — ”，就像是昨天的

事情。 
 

田小野：我对农村的有限记忆都在文化生活方面。冬天农闲时候，

闺女们到我们知青的家里，教她们识字和唱歌，我记得老师就是我和徐

燕两人，也不知其他人都干什么去了？反正记得什么事都是和徐燕在

一起。中陆生肝病回村后被抽调到旗委宣传组，她是凤毛麟角的学生党

员，整个土旗 1070 名北京知青，恐怕就她一个是预备党员，没听说过

还有谁。 

识字班的闺女们学习时间长了就不愿再识字，要学唱歌。我记得的

一个歌就是《歌唱麦贤得》：湘江水长南岳高，松柏常青花常笑，……

当时闺女们天籁般的声音很有震撼力，特别是明明领唱，无论什么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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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唱一遍，明明就能唱下来。 

还有韩板脸的女儿韩英英，也和我混的很熟，她不识字，却能把整

台的晋剧唱下来，我记得看过英英在台上唱晋剧，听说她专门跟戏班子

的人学过。在地里劳动时，英英还教我唱过晋剧《红灯记》。 

我们西村和东村还有过文艺汇演，两村中间有个戏台子，西村人上

一个节目，东村上一个节目，比着来，结果好像是我们西村占了上风。 

1988 年我和中陆回村时，计换说，你们知青走了，村里就再也不

红火了，那时到晚上大家在一起学习，说说笑笑，唱唱跳跳，多红火！

现在都个人在个人家里，没人出来了，没意思！ 

农民和农村从根本上并不需要知青，因为知青是极“左”政治的产

物。但是相对农村的落后来说，知青还是给封闭的农村带去了微弱的城

市文明的小风，比如说知青担任村小学的老师毕竟与本土的老师不同，

还有，在缺医少药的环境下当赤脚医生治病救人，都会留下良好的印象。

当然就农村的发展来说，这是微乎其微的。农村面貌的真正改观要靠国

家的政策，要靠农民自身的努力。 
 

徐燕：龚玲扮演《逛新城》里的阿爸，我们给她用松香粘胡须（那

时真傻）烫的龚玲直个劲儿的叫唤。 
 

田小野：龚玲后来多次提起这事，说我把松香烧化了给她粘胡须，

烫了个大泡。那时少不更事哈，只知道松香可做粘合剂，而且必须液态，

就把松香烧化了给她粘胡子。 
 

龚玲：记得有一张照片咱们知青小组十个人吹拉弹唱。……你们提

到的我和宋立珍表演父女《逛新城》，我记忆犹新。我把棉裤捆上裤脚，

扎块白毛巾，眉毛、胡子用白棉花贴。田小野慷慨地拿来她拉小提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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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松香融化了给我粘胡子，把我烫的够呛！现在想想挺好玩的。我上台

后老乡们认不出来是谁，知道后笑翻了天。 
 

籍红：拔麦子，是村里最苦重的活计了，蹲着拔，不用镰刀，用双

手！一人六垅，向前挪动，玩命地拔，连滚带拔地拔，生怕落在乡亲们

身后。拔了几年麦子，后半生都不能圪蹴（蹲）了。大娘、闺女们教我

一个绝活，做三个手指的小指套，防止一开拔就皮肉受苦，每次我都备

上武器才上阵。 
 

刘中陆：老乡说：女人怕生孩子，男人怕拔麦子。麦子要连根拔，

是因为村里缺烧的，麦根是好柴禾。麦收后麦根由生产队分给各家。 

拔麦子时蹲在麦垅中间，左手拔一把，右手拔一把，左右开弓，麦

根带起的土扬得四处都是。休息时，特制的拇指手套里进了土，小拇指

外侧皮已破了。休息后再拔麦子，真是不咬牙下不了手。中午收工后，

队长跟换说，回去烧盆开水，把小拇指外侧慢慢放进开水里，把嫩肉烫

死，要不下午拔不了麦子。 
 

宋立珍（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记得那时老乡家白面少，平时都

舍不得吃。拔麦子时因为太辛苦，才吃几顿白面。玉米熟了，赶上在玉

米地旁边干活，就架上锅煮一锅老玉米，中午当饭吃，大家吃得可香了，

有时还吃小米饭。 
 

徐燕：后来我们知青都离村了，农村建立土地承包责任制，土地分

给个人种，公社变回到“乡”、大队变回到“村”的称谓。西南什轴村，

在来好和英在两人的带领下，发展变化。这次回村，来好开车接送我们，

一路上讲了许多他和英在努力奋斗 17 年的事情，我感受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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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承包与二轮土地承包 

 

崔来好：土地承包到户是 1981 年，按人口分，包括农具、牲口都

分了。自从分开以后，人们自产自收，比集体时有所增产。没有劳力的，

没有钱投不进化肥的，不能实时浇灌的，产量受到影响。这样有的人家

还是解决不了温饱，加上缴公粮和各种税务，加上乡、村两级提留，农

民的负担还是比较重。 

从 2000 年开始不收公粮，减去农业税，农民减负，再加上改善了

水利条件，粮食增收，人们生活才真正提高。 

1998 年二轮土地承包开始，由于我村有 35~36％的人没有人均土

地，属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土地的，出生晚，赶上调整的也没有多少。

过去的办法是要求户口迁走的、死亡的人口要退地，退回的地给新增的

人均分。这样地就越分越少。 

二轮土地承包怎么才能解决这些人没有人均土地的问题？给我们

当时的领导班子出了个难题。 

这些没有土地人也都在找我们，说如果错过这次机会，他们这部分

人和后来新增的人将永远没有土地，怎么生活？这确实是个问题，我们

召开了党员大会，充分发表意见，做了会议记录。又开了群众大会听取

村民的意见，说什么的都有，地多的不想退，地少的想要地，会议很激

烈。最终还是多数人同意重新平均分配。 

我们给乡党委写了申请，也给了我们批示。当时的政策是大稳定小

调整，怕群众上访。 

这样我们将全村的土地进行了丈量，通过村民集体评议将土地划分

了五个等级，互相搭配分组，有多余地的退出来给没地的补上，没地的

通过抓纸球的办法登记，再到地里丈量分配。整整干了一个冬天带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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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现在村里土地基本平衡。 

这样没地的高兴了，但退地的不高兴。哎，农村工作实在难搞，平

衡难平，有人在背后骂我，我也知道，骂吧，我损害了人家利益，该骂，

我认了。 

我们乡 24 个行政村，就我们村这样搞了。我们那时还允许小调整，

现在不让动了。有的人家没人了，但土地很多；有的人家人多，没地。 

农民没地，这是个大问题。 
 

刘中陆：回村时听你说，土地承包后农村的生产，开始也受计划经

济影响，上级命令种甜菜，村里必须完成种植计划，结果呼市糖厂倒闭

了，糖卖不出去。农民收了甜菜也就没处卖了？来好说说你是咋样处理

的吧。 
 

崔来好：说到计划经济，过去都是计划经济。农民的种植是上级按

文件安排每村种植各种农作物面积，有任务。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种植甜菜保证呼市糖厂原料的来源，也给农民增

加经济收入。但是随着经济形势变化，呼市糖厂倒闭了，还欠了我们上

年的甜菜款，当年我们又种下了，怎么办？不光咱们村，全乡各村都存

在这个问题，乡党委乡政府很重视，多次去糖厂要甜菜款未果。 

那次我和乡里的王俊俊书记、云满仓乡长又去呼市糖厂找到副厂

长，说正厂长出差不在家，副厂长说没有办法。后来副厂长提议去找呼

市市长，他带我们去了，但是市长在开会。糖厂的副厂长要我们和他回，

这时乡里书记和乡长也没了主意，我说咱们就等！不走！因为我开车，

我不走他们也走不了，所以我们一直等到散会。 

我们和冯四亮市长谈了村里和全乡的实际情况，他特别平易近人，

没有官架子，答应市里解决上年的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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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陆：那次与市长关于甜菜的对话你讲得特別生动，在村史中，

如细节不便写，能增加点儿相关数字吗？ 
 

崔来好：光是咱们村欠款就 28 万多呢，全乡 180 多万元，全旗就

更多了。当时我和冯市长说，现在我们农民种的甜菜没处收，实在不行

就拉到市政府院内哇，我作为村书记也不能回家了，家里院内堆的连门

也不能进了，不解决实在是不行了！市长很客气的告诉我们在一星期最

多十天内解决，他办到了，还了上年的欠款，还协调把当年生产的甜菜

卖到包头糖厂，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我很感谢他。 

 

六、1990 年代以后解决了温饱问题 

 

崔来好：完全解决温饱问题是在 1991、1992 年，收成增产才真正

解决了温饱问题。 

我和赵英在上任后认识到只有改变村里的水利状况，才能实现增产

增收。农村浇地历史上都是谁强谁浇，没有章程，自从东村因为浇地打

死人后，才开始制定了分水的章程，上村浇完下村，时间是按天算，后

来按小时算。解放前我们这的永顺渠是日本人开挖的，听说是用白面（鸦

片）给民工当工钱，老乡把永顺渠叫“洋面渠”。 

我们先开党员会，第一次党员会议就招来了打架，我和巩连扣打了

一架，他反对我的原因，其一可能是有些过去的私怨，是误会的看法，

其二他说我不懂农业，但是没有影响我们开会解决问题，我也没和他

计较。 

开完党员会我们就开村民大会，讲了我对村里的发展准备怎么干，

支持我们的有村里历任的老干部，韩挨何、赵长计、陈存用、赵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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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群众，大都是老的，刘来如、安福林、张福刚、李仝泉、韩计换等

等，他们说，我们村无论如何，想办法也要解决温饱问题，要在增产上

做文章。 

决定先打井。没有钱，就贷款、向私人借，就这样第一年打了八眼

机电井，增加变压器，架设线路搞得热火朝天，村民的积极性很高，赵

宝宝、安兰俊都出了大力，特别是英在与我配合默契。 

我们与东村的书记申黑眼联手，给南什轴全村安装自来水，这年春

节两村家家都喝上自来水，乡党委表杨了我们，也给了我们支持，说我

们带动起全乡搞水利，打井。 
 

刘中陆：村里缺水，盐碱地多，广种薄收，靠天吃饭。记得我们插

队时到了冬天，没营生可做了，队里组织年轻人打机井。那时打井是十

几个人推着钻井的杆子，一圈一圈地转，像驴推磨，24 小时不停。内

蒙的冬天寒风刺骨，我们跟着男社员去打井，棉袄棉裤毛衣毛裤，围巾

帽子，恨不得武装到牙齿，可没干多久就冻透了。那年月可没有羽绒服。

尤其是晚班，更冷。那时年轻，能扛，也要强。推着钻井杆，不误乡亲

们讲着各种笑话，包括黄段子，图的是个哈哈一笑，忘了冷、累和饿。

不记得那口井最后是否出水了，也记不得讲了些什么，只记得打井时反

穿白茬皮袄（毛朝里皮朝外不挂面子）乡亲的说笑声。 
 

崔来好：咱们西村的历任领导都是带领打井，最突出的赵计元，小

队长里王香香、赵长计、赵挨元、田云刚、安海林、韩跟换、赵还在、

张福刚、张三刚、赵宝宝、李仝泉，……这些人都对村里打井做过不同

程度的贡献。 

1989 年春节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们组织了红火，当时我和赵英在

带头，也算红火了一把，从那以后每年都搞，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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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英在：我和崔来好共同担任村委干部，崔来好是村书记，我是村

主任。在职期间，我们村“两委”班子团结一致，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

堡垒，为我村的发展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我们先对村里的渠道、农田路、水电、机井等村内工作进行排查，

做到心中有数。而后召开“两委”和群众代表会议，形成决议，立即行

动。我们筹资筹劳，将村里的渠道进行修整。根据我村土地布局情况，

我们打机井 18 眼，成功使用 16 眼全部配套运行，使我村两千多亩土地

实现机井浇灌全覆盖。不管天旱雨涝，都能保障我村庄稼大丰收。使我

村村民的生活有了大幅度提高。 

从我村到北什轴村（通往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的乡政府所在地）距

离约 2.5 公里，过去是一条土路，每到雨季，泥泞不堪，人、车难以行

走，限制影响了村内的农产品向外流通。 

1998 年秋，我们和东村的东南什轴村委会开会商量，修路，— 筹

集资金，多少不限。倡议发出后，我村考出去的学子和一些外出打工者

都积极响应，村里的村民也发动起来，有钱出钱，有车出车，有力出力，

这条出村必经的南~北公路很快就动工了。 

到 1999 年底，南~北公路通车了，这条有史以来泥泞不堪的路，终

于通畅无阻了！我们特别要感谢村里考出去的学子，他们给予资金的大

力支持，在呼市工作的赵青春两次捐资共八千多元，胡文亮捐资一千元，

还有捐资 300~500 元的。 
 

徐燕：我们在村时，村里的猪不圈养，满处跑，拉的猪屎满街都是，

家家户户也没有厕所，过去只听说过狗吃屎，来到这里才第一次知道猪

吃屎。好像是 1973 年吧，公社（乡）发出“人有厕所，猪有圈”的号

召，大大的白字标语刷在墙上，要求各个大队认真实行。但也是没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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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这次回村感觉变化很大，整洁的街道，家家有猪圈，村里有公

厕，很是舒畅。 
 

籍红：来好和英在 17 年连任村委领导，迎难而上，实行了土地承

包，村民得到了政府颁发的土地证，确权承包经营年限 30 年。打井修

路，迎难而上，提高产能产量，解决温饱，带领村民走上脱贫致富奔小

康的道路。 
 

崔来好：不是我的功劳，是两委班子和村民代表的共同努力的结果，

赵宝宝、张三刚、李仝泉、刘来如、赵长计、安福林、巩连扣、韩补明、

赵文在、韩引在、张福刚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安二恩会计、刘俊俊都是

骨干，我很感谢他们为全村的付出。还有李二毛毛、赵还在。 

我本来就是土生土长，为乡亲们办点实事应该的，看到他们的笑容，

是我心中的最大满足。我村历任的老干部都是我的榜样，我做的事还是

留给后人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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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 
 

 
 

 

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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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生产队大队长乔存举 

 

 
大队会计赵计元全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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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保元全家照 

 

 
西南什轴村下地干活的闺女们在地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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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女一中我们十个同学的知青小组被分配在西南什轴村 
 

 

1969 年知青小组田间地头读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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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知青小组在自家房前 

 

 
知青小组自娱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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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收时节的小浪漫           没想到照片正面的墙上留下了游泳的小红旗 
 

 
知青赶车去镇上拉口粮 

 

 

男女知青在良种场 



 30

 

拔麦子 
 

 
田间地头煮老玉米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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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土豆 

 

 
1970 年燕子在喂我们知青的那只永远长不大的老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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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交替 

 

 

村支书崔来好和村主任赵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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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机井 

 

 

机井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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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英在（左）、崔来好（右）         赵英在、王明明夫妇给我们煮饺子 
 

 

2018 年作者（右）与崔来好夫妇在呼和浩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