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明媚的初夏，气候宜人，让

人感到神清气爽，精神焕发。6 月 2

日下午，我随“辉煌新时代可爱的临

安，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征文采访

团”一行来到了湍口镇，当走进迎丰

村的“知青故里”时，触景生情，当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横幅标

语、宣传口号等情景，立即浮现在我

的眼前。那位上海女知青，与山区农

村里那位穷农民的传奇婚姻故事，

犹如电影《天仙配》在我脑海里再次

放映，让我激情四射、激动不已、思

绪万千，欣然命笔。

那是一个激情飞扬的年代、那

是一汪史无前例、后难重逢的岁月，

那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那就是

当年称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运动”，后来被称为“十年

动乱期间”的那些春夏秋冬。每个历

史时期，无论是是非非、是好是歹，

都有那个时期的特色文化、特殊环

境，然后形成那个历史时期特有的

故事。“上海女知青的上山情下乡

缘”，就是那个特殊历史阶段，演绎

出来的传奇婚姻故事。

1968 年 7 月 25 日，晴空万里，

骄阳似火。上海虹桥中学的初中三

年级学生，全部集中在大会堂，听校

领导讲话。校革命委员会主任黄勇

个子不高，人体粗胖，嗓门很大。走

上讲台他就扯开了大嗓门：“现在，

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

动，正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开展，在

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所有的高

等院校都已经停课闹革命。所以，毛

主席、党中央对我们初中毕业生发

出了伟大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希望你们积极响应伟大号召，到农

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

干一辈子革命，当一辈子农民。到边

疆去……”会后，学校根据各位学生

自己的选择，分别颁发了“知识青年

赴边疆支援光荣证”、“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光荣证”。这就是那个特殊历

史阶段的初中文凭、毕业证书和走

向社会的“通行证”。

上海重型机械厂是国营大型企

业，李宝权是这家企业的中层干部，

妻子凌云是这家企业的职工，他们

的独生女儿李娟娟，那年刚好在虹

桥中学毕业，参加了那次“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后，她按照父母

的旨意，领取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光荣证”。因为，边疆太远，她爸妈舍

不得她远离，想让她到附近农村去

插队落户，一方面可以常去看她，第

二方面南方农村条件比边疆好，女

儿可以少吃点苦。李宝权凭着自己

的人际关系，选择了三个可插队落

户的农村，让女儿去挑选。说是让女

儿挑选，实际上是“父母包办”。

8 月 28 日那天早晨，李宝权带

着女儿李娟娟，乘坐长途客运汽车

兴冲冲急奔皖南。几经转换客运班

车，中午 12 点多钟才到达目的地。

在那个指定“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

生产大队，父女俩找到大队支书廖

金全家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此

时他们一家还正在吃午饭。廖书记

已头发花白，约五十开外的年龄，个

子很高身体很瘦，皮肤晒得很黑，精

神很好。见来了两位陌生的客人，连

忙起身让座，他妻子很快沏来了热

茶。得知李宝权父女俩的来意后，很

热情地请他俩入座吃饭。早已经饿

得肚皮叽咕叫的李宝权父女俩，毫

不客气地端起了饭碗。真是“饿肚好

进食”，餐桌上虽然都是农家粗菜、

自产的米饭，但是，李宝权父女俩却

吃得特别甜、格外香。

李宝权父女俩前来“考察”的这

个大队，人囗少土地多，是粮食生产

自给有余的余粮地区。因此，劳动力

紧缺，农民在粮食生产过程中，起早

摸晚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那天

下午，李宝权父女俩先去了田头，了

解了一下劳动生产情况。然后，便在

村庄里走了走、看了看，已经傍晚

了，便到大队支书廖金全家等候着

吃晚饭。不料，等啊！等啊！直等到

晚上 8 点钟，所有社员才从田里回

家烧饭。这让城市里来的李宝权父

女俩，又一次体验到了“饿”的味道、

“饿”的感觉、“饿”的难受。更让父女

俩忍受不了的是，那天晚上安排他

俩的两个房间、两张床铺，只有一张

有蚊帐，李宝权把有蚊帐的让给了

女儿，自己走进了没有蚊帐的房间。

夏末秋初蚊子特别多，那个年代又

没有蚊香，那天晚上，李宝权在蚊子

的叮咬和轰鸣下，彻夜未眠。李娟娟

虽然有蚊帐，免了蚊叮之苦，却遭到

了跳蚤的袭击，那个晚上也没有睡

好。

第二天 4 点多钟，李宝权父女

俩就起床，告别了村支书一家。返回

上海后，一家人对那个“知识青年插

队落户”的生产大队，都失去了信

心，决定到另外地方去看看。

第二个地方是浙江绍兴的一个

农村，这次由李宝权的妻子凌云前

去“考察”。在绍兴“考察”回家时，她

一进门就跟丈夫、女儿说：“那个地

方，绝对不能去！”李宝权和女儿李

娟娟都很惊讶，异囗同声地问：“难

道比皖南那个地方还要差？”凌云笑

着说：“那倒不是条件不好，我看那

个地方重男轻女很严重。我刚进村，

就看到很多妇女在往田里挑猪栏

粪，而一伙男人在凉亭里喝酒、喝茶

聊天。我在那家农民家里，看到妇女

歇工回家后，炒菜、煮饭忙忙碌碌。

男的闲得没事，还要女的给男的准

备好洗脸、洗脚的水。这种地方男的

可以去，女的绝对不能去！”

那是一个“帽子滿天飞，棍子遍

地打”的年代，上级有规定“知识青

年插队落户”，必须于 9 月底到位。

李宝权一家在李娟娟去农村“插队

落户”这件大事上，已经别无选择，

只剩下杭州郊区的一个农村了。当

年那个村为了顺应时代潮流要求，

把洪家村改名成了“红卫生产大

队”。这个村虽然地处偏僻，但依山

傍水、风光秀丽、气候宜人。更让李

宝权一家满意的是，这个村里的人

热情好客、友善和睦。李宝权又有一

个远房亲戚，就住在这个村里，可以

照顾李娟娟的生活，在这个村“插队

落户”，更让李宝权夫妇放心。

那是一个容不得半点虚假的年

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

落户”，不是“涂脂抹粉”，是真正的

当农民。所以，父母送子女上车时，

都挥手流泪目送火车、客运汽车远

离车站，才依依不舍地回家。李娟娟

是独生女儿，和她的父母分离时，更

是难舍难分，流泪眼观流泪眼，那种

亲情、那种情景，让每一个在场目睹

者，无不留下深刻印象。

红卫生产大队的社员们，听说

有位上海姑娘要来“插队落户”当农

民，都感到惊讶、感到好奇、感到不

可思念，都想看一看这位上海女知

青的容貌。

上海来红卫生产大队“插队落

户”的知识青年，乘坐的专程客车，

在公社办公室门囗刚停稳，红卫生

产大队的一群男女青年社员就拥上

去，帮助男女知青搬运行李。那时

候，公路只通到公社所在地，所有农

村都没有公路，搬运货物靠肩挑背

驮走山路。因此，大队派社员到公社

迎接和帮忙搬运行李。

李娟娟因个子高挑，眉清目秀，

肌肤白净……虽然穿戴朴素，让乡

下人感觉到了“城里姑娘”的不一

样、乡下姑娘的不可比。虽然不可称

仙女下凡，村里人都在传扬“美女下

乡”。

第二天早上，生产队长就安排

他们下地劳动。一眨眼睛，一年就过

去了。李娟娟劳动积极，待人宽厚和

善，十分惹人喜欢。村里的男女青

年、大人小孩，都喜欢和她在一起劳

动、聊天和玩耍。李娟娟也非常喜欢

这里的淳朴民风、善良百姓和田园

生活。

有一天，李娟娟在劳动时，被石

块砸伤了手指，鲜血直流疼痛难忍。

生产队长立即派了一位女社员，带

她去大队医疗室。走进大队医疗室

时，正在看《医生手册》的赤脚医生

邵欣升，立即放下书本。迅速为李娟

娟作了创口消毒处理，并在伤口敷

了药和纱布包扎。这一系列伤口治

疗过程，邵欣升做得有条不紊、快速

顺利，减轻了李娟娟的惧怕感和疼

痛感。

在给李娟娟包扎伤口的全过程

中，赤脚医生邵欣升遵循的是毛主席

“救死扶伤”的教导，没有向李娟娟多

看一眼，更没有发现这位上海姑娘的

美丽。而李娟娟却对这位不善言谈、忠

厚老实的小伙子产生了爱意。在她眼

里邵欣升不但品行端正、品貌可爱，更

感到他忠实可靠。

在后来的多次换药治疗中，李

娟娟越来越觉得这个赤脚医生可亲

可爱，已经全身心堕入爱河。她还多

次向他透露过爱情，而忠厚老实的

邵欣升却毫无察觉，更毫无回应。因

为，他始终认为，自己是穷得连住房

都没有的农民，这位上海阔小姐不

可能爱上他。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

明的怪东西，邵欣升的冷淡，反而让

李娟娟爱得越深，并对他吐露了真

心实意的爱。这让他感到既惊喜又

可怕，惊喜的是，有这么漂亮的上海

姑娘喜欢他；可怕的是，如果知道他

的贫穷，她还会爱我吗。

其实邵欣升的可怕是多余的，

李娟娟自从爱上了邵欣升，就对他

的为人、家境情况，作了详细了解。

她的婚姻家庭观，把人放在第一位。

她认为，只要有了称心如意、志同道

合的人，一起努力奋斗“加油干”，什

么住房、财富都可以从无到有。

李娟娟最大的担心，是父母会反

对她的这门婚事。果然不出意料，当她

向父母说出了心里话时，被母亲痛骂

了一顿，说她太不懂事、太不考虑后

果、太没有长远眼光。但是，李娟娟是

一个有主见、很倔强的女孩子。这一点

她的父母很了解、很清楚。

看来女儿的思想工作是做不通

了，只能想办法考验一下未来的女

婿，在女婿身上做点文章。凌云对女

儿没好囗气地说：“那好吧！你的婚

姻你作主，我们父母不干涉。不过，

你回去告诉他，拿五百元钱来，请这

边的亲友吃顿饭，见个面，期间就算

把你的婚事定了，时间就定在下个

月的 11号。”

五百元钱现在看来是一件小

事，可在那个年代，却是一道迈不过

去的坎。因为，那时候农民的生活还

得不到温饱，大家都是靠借钱借粮

过日子，贷款限额都在 5 至 10元，2

分钱一盒的火柴都买不起、省着用。

邵欣升东奔西走一个多星期，

跑遍了所有亲友的家门，东拼西凑

也只有 150 元，生产队全力支持他，

同意借支 50 元，加在一起还没有完

成一半的任务。眼看约定的日子一

天天逼近，五百元钱的任务已经无

法完成，邵欣升对这门婚事彻底失

望了。

11 号那天，不知所措的邵欣

升，独自坐在大队合作医疗室里发

呆，直到如果再不出发，当天就赶不

到上海了。正在这个紧急关头，李娟

娟突然出现在他眼前，并急匆匆地

说：“你啊！真是一只呆头鹅，快准备

出发，不然就来不及了，钱不够人还

是要去的。否则，那边亲友空等待，

多没面子……。”在李娟娟的催促

下，邵欣升才硬着头皮和李娟娟一

道，急急忙忙赶往上海。

他俩赶到时，天色已晚，所有亲

友都在等待。李娟娟把每一位亲友

的称呼，都向邵欣升作了介绍，邵欣

升很有礼貌地一一打招呼，并一一

作道歉，“对不起，让您久等了。”李

欣升的礼貌待人、端正品貌和高大

身材，让所有亲友对这位来自农村

的青年，无不刮目相看、啧啧称赞。

就连刀子嘴豆腐心的凌云，也暗暗

喜欢上了这位农村女婿。

就这样，一个贫困农民和美丽

的上海女知青，结了婚。结婚后，在

李娟娟父母的全力支持下，夫妻俩

努力奋斗建了新房，组建了一个美

满幸福的农村家庭。

现代版《天仙配》

上海女知青的“下乡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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