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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中，枪应该可以排得进前

三，即使现在玩具的种类多到数不清。如果把时间定格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么它基本可以稳稳地占据

着第一的位置——这可能跟男孩子们与生俱来的英雄

情结有关。我小时候，红领章、红帽徽、绿军装是人们最

想得到的东西，红领章、红帽徽不易得，那是军人的专

属，但绿军装几乎每个人都会有一件，即使不是正宗的

原装货，也会有一件山寨的。那个时候，军人是我们崇

拜的偶像，自然，枪也是我们的最爱。

如果我告诉你我玩过真枪，你是不是不会相信？但

这是真的！时间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我刚刚读

初中一年级。那个时候公社还有武器库，就在人武部长

的办公室兼宿舍里。他的房间比别的公社干部多个内

隔间，这个隔间就是武器库，平时门锁着，只有到民兵

训练或者保养武器时门才会打开，门里面锁着半自动

步枪、苏制冲锋枪，还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别问我

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人武部长的儿子比我稍微小一

点，他读小学五年级，我读初一，我们都住在爸爸的宿

舍里，他爸爸跟我爸爸一样，也常有下队的任务，经常

不在，放学以后，我们常在一起玩。有一天，我们不知道

怎么就打开了武器库的门，一人拖了一支苏制冲锋枪

出来，还背着枪在公社大院里耀武扬威走了一圈，幸好

没被大人发现。武器库里还有子弹和手榴弹，都是真家

伙，我后来亲眼见到上面的人下来检查武器，就在公社

大院后面的干渠边，把子弹压进轻机枪的弹匣，对着干

渠的对岸突突突打了一梭子，把对岸的泥坝打了很深

的一个大洞。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万一当时我们把子

弹压进冲锋枪的弹匣，后果不堪设想。

真枪不久以后就被上面收走了，不知道是不是上

面也意识到这样不够安全，我们也就再没机会从武器

库里拖出真枪来玩。大概在我读初三的时候，人武部来

了位姓贾的干事。他是部队转业干部，枪法很好，经常会

在天色将晚的时候提着一支气枪到公社食堂后面的大

竹林去，出来时，手里大多会提着几只鸟，有时是斑咕咕

（斑鸠），有时是麻雀，有一次，我甚至看到他拎出来一只

灰鸽子。我很羡慕他的枪法，但我有点讨厌他打鸟。

我也想拥有一支他那样的气枪，但我买不起，父亲

也不会给我买，有一回我跟大人上县城，在百货大楼的

柜台里看到有气枪卖，很贵。父亲总共给我买过两次玩

具枪。一次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他放假回

来，在老家李口供销社给我买过一支橡皮左轮手枪，紫

红色的，可以装水，枪口有个小盖子，盖子中间有个很

小的眼儿，装满水用手一捏，水就能滋出老远。还有一

次是我小学毕业的暑假，我去他工作的地方玩，在他驻

队的苏岗大队供销点柜台里，我看中了一把铁皮左轮

手枪，相比那把橡皮的，它更像真的，再说，那把橡皮枪

早就尸骨无存了，经不起我软磨硬泡，最终这把枪归了

我，后来，我把它改装成了一把能打子泡的枪，装上子

泡，一扣扳机，就会发出啪的一声炸响，就更像真的了。

更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做枪玩，枪的样子五花八

门，用的材料也五花八门，我用纸叠过，用木头刻过，也

用泥捏过。我们常玩的一种枪是用平板车的辐条做的，

请大人们用老虎钳把辐条弯成手枪的样子，在辐条的

帽子里装上子泡，手一捏辐条，辐条的另一头滑进帽子

里，就像撞针，子泡就能被打响了。我们还做过链条枪，

用火柴做子弹，火柴梗戳出枪头，火柴头卡在里面，一

扣扳机，不但会发出啪的声响，火柴梗还能飞出去，更

像真枪，有一定的危险性。我自己做过的最危险的枪是

一支火药枪，用五舅打农药的喷雾器的管子做成枪管，

用一段弯成七字形的树杈做成枪托，枪管里装上火药和

铁砂，用铁条捣实了再用纸团塞紧。枪做好了，但我却没

敢玩，原因是我见到过一个孩子玩这种火药枪，本来想

打兔子的，结果兔子没打到，却把自己的手给炸伤了。

还有一种我们小时候常玩的。说是枪，它却没有枪

的外形，你也可以称它为炮。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它具有枪炮的实质还好玩——能发射子弹，还能发出

啪的声响。制作起来也简单，一根竹管、一根竹筷就可

以了。就连子弹也经济实惠，是一种或者几种植物的果

实。玩的方法是，选一根粗细适中的竹管，两头必须是相

通的，先在一头堵上一颗植物的果实或者叫种子，再在

另一头同样堵上一颗，果实的大小要正好和竹管的内径

大小一致，以不漏气为标准。玩的时候一手抓住竹管，另

一手持根竹筷，竹筷的粗细要略小于竹管的内径，抵住

塞在竹管一头的果实，使劲一戳，就听啪的一声，另一头

的果实就飞出去了，就像一颗子弹，从枪口喷射而出。这

种枪的原理类似于打鸟用的气枪，是用压缩空气把枪管

另一头的子弹击发出去的，可以说是土法制造的玩具

气枪。需要注意的是，枪口不要对人，虽说子弹是植物

的果实，伤不了人的性命，但如果不小心打到关键部位，

也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玩起来仍要格外小心。

能当这种竹枪子弹使用的植物果实不多，既不能

太大也不能太小，既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太软容易

坏，太硬容易卡住，必须软硬适中才行；另外，也要求果

实大小基本一致，不能忽大忽小，那样影响效率，玩起

来不爽。所以排来排去，也只有朴树和樟树的果实符合

要求，有时实在找不到樟树子或者朴树子了，楝树果也

能代替，但是不到万不得已，没人喜欢用楝果。还可以

用蒜苗，蒜苗切成小截也可以做子弹，实在不行，还可

以用纸团代替，方法是把纸撕成大小一致的几块，用水

浸湿了揉成小纸团。

朴树子和樟树子真正可以当子弹玩的时间很短，

太嫩了不行，个头小不说，竹筷一戳就烂，太老了也不

行，成熟的果实果皮变软，同样不适用，最好的时期是

在它们半生不熟的时候，软硬适中，玩起来特别顺手。

所以，在乡下，朴树又叫做炮子树。

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楷 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模

2019年11月8日 星期五新作品

枪枪、、炮子及野果炮子及野果
□□韩开春韩开春

责任编辑：任晶晶 电话：（010）65389201 电子邮箱：wybfkb@126.com

高德荣，独龙之子。他出生在独龙江边，是地地道道的独

龙族人。他的身体里流淌着独龙族的血液，他是裹着“约多”

（独龙语，意为独龙毯）长大的，他有独龙族人善良的品性和刚

毅的性格。他是独龙族人的骄傲，他的生命就像奔腾的独龙

江，激情澎湃，撞碎黑夜，唱响一曲高昂的祖国边疆赞歌。

太古之民

在高山峡谷之中，在独龙江畔，居住着一个被史书称为

“太古之民”的民族，叫独龙族。

独龙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是云南省人

口最少的民族，人口约7000人（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其

实，独龙族以前不是叫这个名字，他们被称作“俅人”“俅帕”

“俅子”“曲洛”等，独龙族是1952年周恩来总理根据本民族人

民的意愿命名的。

独龙族是跨境而居的民族，境外主要聚居在缅甸北部的

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流域，境内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怒江州贡

山县独龙江乡的独龙江河谷。独龙江乡是独龙族同胞的主要

聚居地，独龙族占全乡总人口的98.87%，全乡辖6个村委会，

26个自然村落，41个村民小组。

朴实、善良、勤劳、勇敢的品性在独龙族同胞身上尤为明

显。上天给了独龙族同胞无比优美的自然风光，但他们同时也

面临恶劣的生存环境。独龙江乡地处偏远，以往基本处于与世

隔绝的状态，每年大雪封山长达半年之久，外面的人进不去，

里面的人出不来。

新中国成立之前，独龙族同胞的社会形态还是原始社会

末期，生产工具主要由竹、木、石等制成，靠原始农耕、采集、渔

猎等为生，记事靠刻木和结绳，辨时靠鸟语和花开。由于生产

力水平低下，长期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艰苦生活，还

常常受到歧视和侵略。特别是历代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和屠杀，

以及近代帝国主义的欺凌，给独龙族同胞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人口数量骤减，新中国成立初期只剩下1700多人，濒临灭绝。

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中国共产党

的奋斗目标，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当革命胜利的红旗飘

扬到独龙江河谷，独龙族同胞从此有了依靠和盼头，看到了光

明和希望，找回了民族的尊严和自信。

反常的选择

1954年3月，一名婴儿的啼哭声打破独龙江边的寂静，江

水似乎停住脚步，竖起耳朵聆听这将会带来福祉的啼哭声。这

啼哭声就是高德荣的，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独龙族家庭。

临江而居的独龙族同胞一直生活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

其落后。1950年10月，在大雪就要再次封锁独龙江之时，解放

军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越过高耸入云的高黎贡山，进入独龙

江大峡谷，将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在独龙江边，独龙江解放了，

独龙族同胞告别了漫长而黑暗的原始社会，迎来了明亮的社

会主义社会。

知识改变命运。在独龙族同胞中，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

他叫孔志清，是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成立后的第一任县长。

孔志清，1917年10月出生于独龙江乡孔目村（现孔当村）的独

龙族家庭，在六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据说孔志清是第一个

识字的独龙族人，也是第一个到北京和毛主席握过手的独龙

族人。他之所以能够识字，是遇到了当年跟随马帮到独龙江考

察的植物分类学家俞德浚。他后来跟随俞德浚走出独龙江，到

大理苍山脚下的一个学堂里学习，学费也是俞德浚帮他交付

的。他外出求学，最终又回到独龙江，带领独龙族同胞开拓新

的生活。

高德荣和孔志清还有亲戚和血缘关系。孔志清所走的路，

以及对独龙江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对高德荣有很大的影响。

小时候围在火塘边，高德荣经常听父辈讲起自己族人的

历史和故事。因为以前原始落后，独龙人被历代反动统治者当

作野人，受尽了歧视和压迫。他为此感到愤愤不平，下定决心

要去改变独龙族人的命运。贫苦的山里孩子，要想走出大山，

实现人生的理想，学习是最好的途径。高德荣不希望自己被困

在狭窄的独龙江大峡谷，碌碌无为地过一辈子。尽管日子过得

很艰难，可他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上天都垂爱勤苦的人。1972年，高德荣初中毕业，以优异

的成绩考上了怒江州师范学校。跨过高黎贡山，他终于走出了

独龙江大峡谷，看到了外面精彩和更加辽阔的世界，这让他激

动不已。他的人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师范毕业，很多同

学都回原籍工作，大部分被分配到偏远的地方教书，而他在

学校里表现出色，留在了学校任团委书记。这是令人羡慕的

工作，多少同学都求之而不得。可没有几年，他做了一个谁也

想不到的选择，决定回到独龙江公社巴坡完小任教，代理扫盲

干事。

好不容易走出独龙江大峡谷，可以展翅高飞，而他又放弃

了，折回去过“苦日子”。走出来的路很遥远，走回去的路却很

近。高德荣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也没有忘记要让独龙族

同胞过上好日子的信念和志向。他回独龙江，就是想用学到的

知识文化去回报养育自己的那片土地，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

上的独龙族同胞。他要给独龙族同胞扫盲，扫去他们眼里的迷

茫，扫去他们心头的愚昧和无知，从而紧跟时代步伐，活出独

龙族自己的风采。独龙江的工作条件无法跟州上相比，但这里

是他最熟悉最亲切的地方，能实实在在为父老乡亲做事。看到

独龙族同胞的精神和生活面貌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高德荣感

到无比欣慰。从1979年回到巴坡小学，从教师兼任代理扫盲

干事，再到教导主任，他一干就是5年。

翻开高德荣的履历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的付出与收

获是一致的，每一次的升迁都是用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

换来的。1984年至1990年，他先后担任独龙江区（乡）副区

长、区长、乡长、党委书记，1990年调到贡山县人大常委会任

法纪科科长，之后又任贡山县副县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

委副书记和县人民政府县长。都说人往高处走，2006年2月，

高德荣被选上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又可以到州府工作，待遇

和环境更好。可他再次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感到惊讶的选择，

辞去州上的职务，要住进独龙江，全身心投入到独龙江的发展

事业中。辞职没有获得上级部门的批准，但进行了灵活处理，

办公室还是在州府，但他工作可以驻扎在独龙江。

年纪大了，应该学会享享清福，何必要折腾自己，还让自

己回到“原点”，那么多年的辛劳不就白费了。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位“老县长”心中是咋想的，关键时候总是做出很反常的选

择。他的司机和家人更是来气，本来想着可以跟他到州上享

福，也算是这么多年跟着他、支持他的一种回报，但又一次落

空了。高德荣是“犟人”，认准和决定的事儿是不会轻易改变

的。尽管对他有气，甚至不满，可都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大家后来慢慢地也就“原谅”了他，继续跟着他、支持他。

高德荣说：“人活着就要做事，不然生命就没意义。独龙族

同胞还很穷，我却在外面享福，这个脸我丢不起！独龙江发展

必须有人走在前头，我是独龙族干部，受党的培养，独龙族人

民需要我，我不上谁上？再说，官当得再大，如果同胞还穷得

衣服都穿不上，别人照样会笑话你。与其花时间打扮自己，不

如花时间建设好家乡。”他的话掷地有声，且历来都是这样去

行事，把独龙族同胞的冷暖挂在心上，与独龙族同胞在一起

奋战。

2010年1月，云南省委、省政府作出“不让一个兄弟民族

掉队”的庄严承诺，部署“独龙江乡整乡推进、整族帮扶行动计

划”，实施“安居温饱、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事业、素质提

高、生态建设”六大工程，全面推动独龙江经济社会发展。当

然，要完成这六大工程，必须有一位好的带头人。高德荣自告

奋勇，也非他莫属，担任独龙江帮扶领导小组副组长，主要负

责独龙江公路的改扩建工程。回到独龙江，高德荣干劲十足，

岁月催人老，而他从不屈服和认输，什么也阻挡不了他那一腔

奔腾的热血。

2014年5月，高德荣退休。可他是退而不休，他说：“我退

休了，但是，共产党员的身份、责任和义务永远不会退休！我将

在有生之年，牢记习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带领独龙族同胞，加

快脱贫致富的步伐，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艰苦奋斗，求真务

实，开创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2019年春天，笔者走进独龙

江采访老县长高德荣，好几次匆匆见面又都错过了，他忙得就

像一个陀螺，始终停不下来。谁也不会相信，他是退休的领导

干部，每天比很多年轻人还奔跑得快。

老县长的故事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时代楷模”的表彰决定》中说：“高

德荣同志致力于独龙江发展、致力于少数民族脱贫致富，长期

驻守在半年以上大雪封山、条件极其艰苦的独龙江工作，为推

动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倾注了大量精力、作出了突出贡

献，被当地干部群众誉为‘人民的好县长’。”“时代楷模”，至高

荣誉，高德荣获此殊荣，当之无愧。

修通独龙江公路，打通高黎贡山独龙江隧道、种草果和重

楼发展绿色经济等等，都是高德荣的功绩。他有高瞻远瞩的战

略眼光，有科学合理的发展思路，有行之有效的发展策略，在

他的带领下，独龙江今非昔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说到老县长高德荣的故事，几大箩筐都装不下。在独龙

江，在贡山，他的事迹老少皆知，路边的修鞋匠也能随口讲出

一大堆。他在外的名气也很大，而他的名气不是宣传出来的，

是用实际行动赢得的，他为改善和提高独龙族同胞的生存环

境和生活水平，为祖国边疆的建设和保卫所做的贡献有目共

睹。很多媒体记者走进独龙江，想采访他，可他总是婉言拒绝。

他让记者们多深入一线，多去关注和报道独龙族同胞的生活

状况，把独龙江的变化和新貌呈现给更多的人。

高德荣一直记挂着“家里人”和“亲戚”，他带着子女走亲

戚，他说，“要把公路修通，不然家里人出不去”，他心中的这些

“家里人”和“亲戚”其实是所有的独龙族同胞和贫困户。他所

想所急的都是独龙族同胞的事儿，看到哪家生活困难，他都要

亲自上门，给予帮助和关爱。他授人以鱼，也授人以渔，除了给

贫困户送钱或生活必需品外，还为他们寻找脱贫的路子，手把

手地教他们耕种和养殖，给他们传授致富经，这样才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有些人起初不理解、不自信，他就耐心地开导和

鼓励，为他们承担风险，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为了独龙江的发展，高德荣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至今他

翻越过多少次高黎贡山，已无法统计。只要有利于改善独龙

族同胞的生活困境，他都要亲力亲为，都要跑到最前面，最艰

险的地方都会有他的身影。有一年，外面的一批医生和教师

抵达贡山，要到独龙江支医支教，当时，高德荣还生着病，但

作为县里的领导，他执意要亲自护送他们进独龙江。独龙族

同胞太需要这样的温暖和力量，在他心中，关乎老百姓的事

儿就是大事，何况他对进独龙江的路况和高黎贡山的天气非

常熟悉。

当高德荣护送支医支教的医生和教师到半路时，遇到大

雪封路，他们被困在高黎贡山上。夜幕降临，大家只能搭帐篷，

住在雪地上。大雪一直不停地下，有些人开始感到惊慌。高德

荣宽慰他们，说已调来装载机，路很快就可以通行，还给他们

唱歌缓解内心的不安。雪夜里的“演唱会”，让大家在欢快之中

忘记了身处险境，安然入睡。而高德荣却一夜未眠，他时刻观

察着动静，怕有意外发生。他很清楚，情况并不妙，眼前已陷入

进退两难的境地，大雪把后面的路也封死了。直到第二天下

午，在各方努力下，路才可以通行。把大家安全护送到独龙江，

高德荣悬着的心才落下来，这些医生和教师是他请来的，要对

他们的生命安全负责。高黎贡山跟高德荣开的玩笑，对他生死

考验的事儿，其实很多很多，发生过雪崩被埋，出过车祸和摔

下过山崖，可他从没有屈服和退缩过。

高德荣在县上工作期间，每到学校放寒假，他家里就有好

些孩子在打闹或学习。这些孩子与他非亲非故，但他视其为自

己的孩子，对他们很关心，供他们免费吃住，有时还辅导他们

学习。他们都是从独龙江出来到县城读书的独龙族同胞的孩

子，大雪封山，他们无法回家，父母也无法出来看望他们。知

识能改变命运，也能改变独龙江的落后面貌。高德荣鼓励自

己的同胞要让孩子多读书、读好书，要走出去，有困难他来解

决。这些孩子整个寒假都在他家里，饮食起居都由他和家人

来照管。

对独龙族同胞的孩子他很用心，有什么需求都会想办法

尽量满足他们，但对自己的亲生子女，他变得有些“冷漠”，也

许他稍微打个招呼，子女的事儿就会轻而易举地办成，可他从

来没有这么做过。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他要以身作则和克己奉

公。他担任贡山县县长，期间儿子参加公务员考试，连续两年

都没考上，他只对儿子说了一句话，“好好用功，多看看书”。女

儿要结婚，他严肃地说，“绝对不能以我的名义请客”。

高德荣做事非常有魄力，有时还会毫不留情地“骂人”，很

多干部和办事员都有点“怕”他。哪个不为老百姓着想，不把老

百姓的事儿办好，他都会问责到底，不管是谁，都要“遭殃”。但

高德荣平时却非常和蔼可亲，特别是对老百姓，他总是跟他们

心贴心，为他们排忧解难，从未摆过领导干部的架子。修公路

时，他天不亮就起床烧火，给工人们煮早饭；独龙族同胞到基

地参加草果和重楼种植的培训，都是他自掏腰包，杀鸡宰羊招

待他们；有些子女在外谋生、或服役，家里的孤寡老人遇到难

处，他都要给予关照，等等。

高德荣还在为独龙族同胞的致富奔忙，还在为独龙江的

发展奔忙，他的脚步怎么也停不下来；他的故事还在继续，就

像独龙江的波涛，滔滔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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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经验（国画） 卢 是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