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一九五一年十二月廿五日 星期二 

我們是十七號早晨七點鐘離開石牌的（廣州中山大學

校址），在清遠學習了一星期，我被調入了機動區隊，

直屬縣委領導。我們班裡被調入機動區隊的有梁植、

LILY、謝炳樞。 

我們同組共有十人，組長是法學院經濟系教授彭塵

舜，副組長是伍奇廣君，還有農經系助教王雲五；其

餘有江湛昌，余毓賢，蕭俊城及方希中四位男同學。

余、蕭、方三個是我高中時同學，這次被編在一起，真算湊巧。女同學有黃逸梅

和蕭國貞，這些人大致上都能合得來。就只有那個姓王的一副奸相，令我十分厭

惡！ 

這次文、法、師範三個學院的教授和學生被強迫下鄉參加“土地改革＂。在學校

我們已停課一個月學習“土改政策＂，並學習割禾，以便下鄉參加農民勞動。 

到達清遠縣所學習的一個星期，白天聽講、開會，晚上睡在禾草上。我們唱的歌

曲是： 

“我們是土改兵哪喲， 

我們是土改兵哪喲， 

張大哥，李大姐， 

我們是土改兵哪嗨， 

消滅那敵人哪啊嗨。“ 

我們要教農民唱的是： 

“惡霸！惡霸！你個死惡霸！ 

蛇頭鼠眼， 

兇神惡煞！ 

勾結國民黨， 

專門蝦
註[1]窮人！ 

十二月廿六日 晴 

外文系女同學姚浣英向“土改委員會＂申請回廣州，因

她覺得土改的工作太苦，無法捱下去。 

姚浣英的行動引起了許多進步同學的憤怒。大家開了個

大會批評她，十分尖銳，因為大家認為她的做法影響了

中山大學的聲譽。 

會中不少人發表意見： 

“可恥的逃兵！＂ 

“落後份子！＂ 

“把她開除出中山大學。＂ 

“偏不讓她回廣州。＂ 

“槍斃她！！＂ 

“……………＂ 



許多猛烈的抨擊並未使姚浣英氣餒，她仍然堅持離開土改區，回廣州去。結果土

改委員會批准了她回去。 

離開石牌僅十天，但好像隔了一段很長的時間，天啊！我是沒有資格可以留戀它

的，誰又敢斷定我還有沒有再在那兒生活的機會？ 

想起了父親被扣押，心裡極端難過，但他是地主──階級敵人，我是半點辦法也

沒有！ 

  

─────早上 

  

今天第一次單獨下鄉，亦即時被派出去工作，到塘邊村和小荷包去。在一個中農

家裡吃了兩碗番薯飯註[2]與該中農談了一會，並通知各村民十二點開會。 

兩點多，曾同志從楊梅坑回來，帶來了三個逃亡的地主，跪在小學校旁邊的一條

小路上，其中兩個年紀已很老。 

開完了會，跟一部份農民往公安農場旁邊地主朱鉅華家“退租＂，農民們十分興

高采烈，有的摘樹上的橘子，連菜乾，墨盒等所有都搬了回來。 

晚上，跟彭教授往小荷包開會，十時回黃口村。黑夜裡摸不到歸路，又驚又怕，

我彆著一肚子的牢騷，最後還是走回原路，敲了小學校的門，找學生們帶我們回

歸。 

回到黃口村，剛巧今夜鬥地主。該地主只年約十八、九歲，把他的衣服脫光，並

用冷水潑他。農民們點著火把，活像上古的酒宴會。 

今日一天，腦筋很緊張。 

 

   

 
[1] 粵語：欺負之意 
[2] 吃一頓，須給一張飯票，每張飯票的錢等於學校每餐的錢。我們須自己出錢

下鄉土改，但一定要與農民同住、同食、同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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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十二月廿七日 晴 

早上七點起床，已經起晚了。

農民們已往各地主家“退

租＂、“退押＂註[1]。 

下午，農民們鬥小霸朱權，要

我去作紀錄，地點在該村小學

校。 

晚上，該村的農民兄弟繼續鬥

朱權，我仍要作紀錄。朱權跪

在沙地上，農民兄弟輪流出來

鬥他，拳打腳踢，朱權口吐鮮

血。鬥爭會一直鬥到十二點，

方告一段落。 

會後，曾同志著將朱權關進牛

棚。 

活在這個時代，我真有點不敢相信自己。 

一點鐘始睡覺，煩悶無緒，空無所寄。 

十二月廿八日 星期五 晴雨 

晚來有微雨。 

石牌像是離開了三年，幾位同學與我有同感。 

兩天來大鬧肚餓，這也許是思想搞不通吧？ 

一九五二年一月一日 寒風 

兩晚來都睡不著。 

想起了母親，她實在太苦了，我們又不知什麼時節能相逢！ 

今天跟農民兄弟往江口開會，花了一天。 

我們明天必須往清遠縣城集中，這是縣委
註[2]來電通知。 

今年的元旦在琶江過。 

一九五二年一月五日 

我們是二號去清遠城的，全機動區隊七十個同

志在縣委集中。從這次匯報中，我們互相交流

了經驗。 

今天我們又調回黃口村。 

一月十二日 晴 

下鄉後，我們幾個同學都被分散，黃逸梅被調

往第七村，蕭國貞被調往第六村。 

一月十三日 晴 

今天楊梅坑鬥惡霸李煥文及小霸朱權。朱權是

第二次被鬥。被鬥者跪在地上，先由女苦主們

輪流出來訴苦，她們回憶起已往的苦楚，邊訴

邊哭。男苦主則不同，訴說幾句後便拳腳交



加，踢他一個半死。 

一月十四日 

接大哥來信，該信是由石牌中山大學轉來，歷時一個月零一天。 

大哥吩咐我們：（1）在外不要有寒酸氣，切不可向人家借錢。（2）身體切要注

意。 

大哥信中云：活在這個時代，咱們家人現在是面向生活，絕無幻想可言。 

一月十五日 

今天又接到大哥和溥兄的信。 

大哥信裡云：“父親於冬至前夜（十二月廿二夜）為汕頭公安局扣押，隔天即移

囚沙隴區政府，死生如何，殊難逆料。這個消息，真是我有生以來第一次慘重的

打擊。 

晚上往農會註[3]開會，一直開至十二時。主要是討論“那些是貧僱農？貧僱農中

那些能積極鬥爭地主、惡霸的？＂ 

從溥兄的信中，得知二哥的通訊處。他現在囚在揭揚五經富鄉，溥兄希望我能給

他寫信。 

一月十六日 

昨夜在被窩裡哭了幾個鐘頭。父兄被囚，使我心如刀割。 

早上六時許醒來，先寫一信給二哥。信的頭一段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二哥：好久沒有通信了，但我時時刻刻記掛著您的。同樣地，我也掛念

著家裡的每一個人。您雖與家人分離，但我們諸人的心是互相惦念著的。在精神

上我們也好像相聚在一起……。 

應該也給大哥寫信，但想不出有什麼話可以安

慰他。頭隱隱作痛，或許我會病一場，我正需

要一場病呢，也許這樣可以讓我的心平靜一下

吧。 

我覺得自己這麼年青，是擔負不了這等苦痛的。 

想起了八十多歲的祖母，瘦弱的母親，幼小可

憐的弟妹侄兒，我覺得我應該盡點力量幫助家

人。 

晚上，跟農民陸成就往魚龍嶺開會。天寒得很，搖櫓的人載我們渡河。我帶著竹

帽，緊握手電筒，奔馳於枯草瑟縮的原野上。一路上，我偷偷地流淚。 

回到黃口村已將一點。   

 
[1] 即退回從前若干年交給地主的穀 
[2] 一個縣的共產黨委員 
[3] 一個鄉的最高機關叫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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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七日 

昨夜往魚龍嶺，半途遇雨，著了寒。

又加上兩晚來睡不著，今天真的病了

起來。上午睡在床上，又哭了一陣。 

晚上，勉強給大哥寫了一封信。我告

訴他，假如家庭確實沒辦法，也不要

一個人負擔太多的苦難；或者我可以

請求土改委員會讓我出來找事做，不

然下學期我一定停學尋職業。我勸大

哥要保護身體，因為我們的家，我們

諸弟妹姪兒，沒有了他，將會更悽慘

的。有了大哥，我們才有前途。 

又給茂弟寫一封信。 

像我這麼地幼稚空虛，究竟能夠找些什麼工作呢？而我又願意作些什麼呢？ 

半夜醒來，又哭了一陣，想起了父親，使我心如刀割。 

一月十八日 晴 

我覺得自己實在沒有情緒工作下去，以後的歲月，不知如何打發。 

一月廿三日 晴 

今天鬥地主惡霸葉葵。農民兄弟把他的頭打破，鮮血直流。 

接到父親來信，是由中大轉來。父親的信是被捕前一夜寫的。信裡對我這次被派

下鄉參加土改，是無微不至的關心。這是他最後的筆跡，讀了尤令我難過。 

一月廿五日 晴 

我們是今天來琶江口區政府的。今晚聽楊平同志報告，說明了此次集中廿一個鄉

的土改幹部，是遵照上級指示辦的，因北江土改隊準備“整風＂
 註[1]。 

一月卅一日 晴 

我們一連開了六天的會，日以繼夜，緊張異常。 

在此次整風中發覺有些幹部貪污鬥爭果實註[2]，又依靠壞份子，嚴重地喪失階級

立場。有些同志立場觀點模糊，也有些被發覺是土匪出身，混入革命隊伍，從中

破壞土改。有的持槍威脅群眾製造恐怖。如那個在法院辦事的譚同志還與女特務

通姦，這些份子都在大會中被同志們批評得落花流

水。尤其是大軍（即解放軍）對這些份子的評擊異

常凌厲尖刻。 

今天上午由張區委註[3]作總結報告。開除了一批幹

部，先要他們寫了反省書，由區政府派同志押他們

回原籍，交由農民兄弟管制。與我們同村工作的曾

影同志因為向農民購買鬥爭果實，工作中走過場註

[4]，向上級報喜不報憂，性情浮躁。一般農村幹部

對他反應甚差，記了一個小過。註[5] 

在張區委的總結報告中又表揚了一些作風優良，工

作積極，立場堅定的同志。 



次由楊平同志重新分配工作。曾影同志留在區政府幫助轉業軍人建設工作註[6]。 

伍奇廣、蕭俊城、方希中三個人調往湖洞鄉，另派區素珍同志作黃口鄉領導。現

在黃口鄉僅留下江湛昌、黃逸梅和我三個中大同學。 

楊平同志對我們指示是由我們從頭做起，重新“扎根＂、“串連＂ 註[7]，我們黃

口鄉是要春耕以後才劃階級。目前三個月的時間都是要我們繼續領導八字運動註

[8]。另外擴大土改隊伍，吸收貧僱農，培養骨幹，來向地主惡霸鬥爭，並宣傳婚

姻法等工作。 

聽罷楊平同志的指示使我們的情緒十分低落，因學校這次要我們下鄉土改，曾向

我們保證五個月左右便讓我們回校念書。像這樣的情況，我們的工作顯然走了回

頭路！而且至五月份，第一階段的工作還沒有做完。何時能夠回歸？我們是無法

知道的！下鄉後領導上又不知要我們如何搞？ 

彭教授和王雲五被調往第六區工作。 

 

   

 
[1] 即內部的整肅 
[2] 鬥爭地主，迫他們交出東西，這種東西稱為果實 
[3] 一個區的黨委，“黨委＂即共產黨委員 
[4] 即沒有依照土改步驟 
[5] 土改隊包括解放軍、黨員、學生及農村幹部 
[6] 因朝鮮戰爭結束，有些軍人轉到地方上參加工作 
[7] “扎根＂即是找尋最貧苦而又敢鬥地主惡霸的農民。“串連＂是由最貧苦的

農民介紹出其他同樣受過地主壓迫的農民，以匯合成一股強大的力量。 
[8] “退租退押，追欠餘糧＂稱八字運動。追欠餘糧即追農民以往給地主的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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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一日 苦雨淒風 

一早，整好了行裝，天下起雨來，又變冷了。 

下午三時，楊平同志命我跟鄉人葉福、陸蝦下黃口鄉。彭教授為我送行，並叮囑

我要小心工作。 

回到黃口鄉，僅存我一個中大學生。 

二月四日 

很懷念二哥。我給他的信已將廿天，未知他能否收到。他不能給我覆信使我起了

猜疑。幸好我給他的信沒有說及什麼。 

兩晚來都夢見他給我覆信。 

二月五日 

接到姚浣英來信，信裡云：“……共產黨能使所有的人說出自己不願說的話，迫

使人們去做自己不願做的事，而且一定要服服貼貼地把它做好。＂ 

是的，這是一個虛偽、殘酷的社會。 

二月十二日 

今晚我們五個同志開會；從各方面了解，發覺八村有壞份子組織，並佈置其同黨

滲進各村的農協小組，以打聽土改隊消息。會中決定： 

（一） 暫時不開會，讓敵人無法知道消息，使敵人疑慮。 

（二） 明天工作另外調動，江湛昌、練陽炫、區素珍負責隔海沙，照顧黃口

村。黃逸梅和我調往荷包塱，

照顧楊梅坑。 

（三） 我們的任務是扎根、串連、訴苦註

[1]並了解各村情況。 

二月十三日 

下午，與黃逸梅兩人背著行李來荷包塱。 

該村的農民讓了一間茅屋給我們兩人住，裡

面幸有一張桌子，可以用來寫字。 

荷包塱的居民住於圍牆之內，我們的茅屋卻

孤伶伶地建在圍牆之外，面臨一片田野。四

邊是野草叢生的山嶺。沿左邊小路下去，有

一條澄清的泉水。空氣還好，只是十分荒涼。 

晚上跟農民個別漫談，進行扎根的工作。 

回到茅屋睡覺，在朗朗的月光下，茅屋外的一切景物都清晰可見。我們兩人彷彿

置身於荒野之中，加上各種昆蟲的叫聲，令人不寒而慄。 

我們又恐防有敵人襲擊，覺得十分危險。身邊沒有武器，假使碰到敵人怎麼辦？ 

遠近的狗在斷斷續續的吠叫，我們倆惶惶恐恐地捱至天光，不敢闔眼。 

二月十四日 

今天向民兵借了一支槍。也許今晚睡得較好些。 



二月十五日 

昨天天氣已開始變冷。 

今晚，外面刮著大風，下

著大雨。風雨從茅屋的孔

隙捲進來，屋頂又漏雨，

床舖溼了一半。我們兩人

只得相依為命，危坐垂淚。 

我們都覺得這樣難以捱下

去了。 

 

   

 
[1] 扎根、串連見上。訴苦－集合這些人開訴苦大會，啟發他們回憶以前受地主，

惡霸壓迫的窮苦歲月，培養他們仇恨地主的思想，徹底去認清地主和惡霸是農民

最大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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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七日 

區素珍同志來荷包塱，了解我們扎根的工作開展如何？ 

二月十八日 

今天區素珍同志告訴我，此間工作人員已夠。如果我希望

調到高橋鄉，楊平同志也會答應的。 

寫了一封信給大哥。 

天下乾雪，冷得刺骨。下午農婦們叫我們搬進圍牆內的石

屋居住。 

二月十九日 

開始病起來，重傷風，咳嗽，面部微現紅腫；全身發癢，

甚不好過。 

林榕君赴高橋，託他帶幾隻字給彭教授，告訴他我生病，並表示

我擬往高橋工作。 

這裡沒有醫生，託林榕君往高橋買兩瓶枇杷露服用。 

二月廿日 

今天，江、區、練三位同志來探病。 

接溥兄來信，知道二哥在揭揚新生農場接受勞改，進行開礦工作。 

想起了二哥的處境，我不能形容自己難過的程度。 

二月廿二日 

時代的巨掌，壓得我們透不過氣來。要活下去，就不能計較生存的方式！ 

二月廿三日 

天仍下著雨。明天是江口墟期，我們擬出江口。 

對明天的期望：（1）晴天（2）有信（3）吃一頓較飽的。 

二月廿四日 

今天出江口，先到郵局（1）接姐姐和溥兄來信，（2）錫勳兄從香港給我寄來的

40 張打字紙，抽稅五千元
註[1]，（3）彭教授來信云我可過高橋工作，（4）在郵

局領了廿萬元，是大哥寄來的。 

姐姐來信中告訴我家庭和父親的情況。云父親現囚牢

中，一家全被趕出，祖母年已八十餘，使我十分擔心。 

錫勳兄寄來的打字紙，我分了些給余毓賢、蕭國貞、

黃逸梅。自己留下 16 張。在國內，找不到如此漂亮

的紙張。 

下午三點鐘，我們離開江口時，大家都吃了個飽。 

與黃逸梅談及父親被囚，二哥勞改，她十分同情我。 

半夜驚醒，想起了父親，不禁暗地裡流淚。 

二月廿五日 

我怕再接到有關家庭的壞消息，深恐承受不了。 

二月廿六日 

很討厭在黃口鄉的工作，決定過高橋。但能否適應還未知。今天來到高橋，離開

了黃逸梅；她真是我的患難之交。我們都是在新舊時代交替下可憐的一群！ 



這裡每張飯票一千九百元，比黃口鄉貴五百元。我們自己要帶錢來搞土改，假如

再貴下去如何是好？我覺得組織對我們一點也沒有照顧。 

二月廿七日 

六時許起床。 

上午和下午都在開會。 

據聞十五區社會系一位姓溫的同學玩槍錯手打死了一位工作同志。 

 

   

 
[1] 當時每百元港幣抵折人民幣四十二萬七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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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廿八日 

由江口轉來了四弟的信 

生活──沒有絲毫可以留戀的地方。 

只盼望著能用我這纖弱的雙手，去修補重整破碎的

家園，等待著與家人及故友們的重逢！ 

這是一個艱辛、遙遠的等待。 

三月二日 

來這裡一個星期了，一切工作都沒有什麼頭緒、著

落，心情十分苦悶。 

接溥兄掛號信一封，他還給我捎了錢來。 

三月四日 

天又下起雨來，夜寒細雨霏霏。 

接到幾位友人來信，他們都鼓勵我積極工作。但這並非我之意志和能力所能達到

的。 

新的時代，不同的家庭背景，不同的思想。有些好朋友，再也不能溝通了。 

三月六日 陰雨 

兩晚來都忙著鬥惡霸，緊張得很。 

晚上仍繼續鬥大炮威。農婦們一個個輪流出來訴苦，一面罵，一面哭，男的則將

他臭罵一頓，拳打腳踢。 

三月七日 cr 

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鬥地主林瑞姜。 

這裡是清遠縣的重點鄉，因高橋地主階級最多，

一切工作必須帶頭進行。預料這裡將鎮壓（槍斃）

一批地主惡霸，這裡的鬥爭必是最劇烈、最殘忍

的。 

晚上與喻教授往第一組開會。 

三月八日 

今天是婦女節，在舊墟舉行大會。接著開公審大

會，判林有威（大炮威）、林瑞姜、羅周氏三人

死刑，拉出去就地槍決。並把所有地主及死刑者

的家屬都趕出來，跪在沙地上。家

屬中有老有少，農民們手執扁挑或

青竹，打他們一頓，又不許他們

哭。 

羅周氏臨槍斃時對天拜了三拜。 

晚上仍跟喻教授往第一組開會。 

接觸到的事物都使我驚心動魄。父

親能否過關活命？ 

三月八日 

又病了起來，頭痛，發燒，嘔吐。 



下午彭教授來看我，何作霖教授給我注射了一支奎寧針。他們走後，我仍在嘔吐，

渾身顫抖。 

此次下鄉，我染上了瘧疾。 

三月十一日 

病了兩天，今天精神好多了，遂補寫了九號的日記。 

三月十三日 雨 

接大哥來信，知道了家鄉不少的消息，對於家人的遭遇，我已作了最壞的思想準

備。 

三月十九日 

幾天來工作十分忙碌。白天夜晚都是忙著開會。這裡已決定轉入第二階段的工作

（劃分階級）。 

上午七點多開始開農民代表會議，由黃區長，譚同志作啟發報告。繼之展開小組

討論。討論的中心是：什麼叫僱、貧、中、富農、地主？各階級的分界線？ 

十二點半，送彭教授往坐車。天氣很冷，車未到我先走了。 

下午繼續開會。三時半由代表們先作報告，然後展開討論，並由工作同志補充意

見。農民代表已顯得沒有精神，十點鐘便散會。 

心裡僅有一個願望，祇要父親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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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日 寒冷 

天繼續下雨，寂寞異常。想起了家人和父親，他們太苦了。這世紀，與我同樣遭

遇的人正多著哩！ 

晚上召集幾家貧僱農開會，主要是著重發動後進份

子，提高他們的思想，幫助他們訴苦、挖根註[1]。 

三月廿一日 

一早睡在被窩裡就聽到了滴滴嗒嗒的雨聲，天氣跟

昨天一樣冷。 

下午一時半，喻、彭二位教授從廣州回來，捕回了四名逃亡的地主。令我觸目驚

心，他們是不能活命的了。 

據云廣州自殺的人很多，筆墨不能形容這個世紀的殘忍。 

想起年老被囚的父親，見不到天日的二哥，又教我忍不住掉淚。不知何年何日，

我們一家才有團圓的機會？ 

三月廿二日 

接選昂來信，他希望我土改後能過香港一行。 

我們不知什麼時候可以回校？ 

想起已往的友人，天各一方，誰敢想像到相見的日子呢？ 

上午十一點周部長處開會，下午四點散會。晚上同彭教授

在何秀銀家裡開會，進行劃分階級工作，十一點散會。 

三月廿三日 

我盼望只在鄉下再過一個“1＂號。 

一早寫了封信往中大給抗弟，託他代我向國際書店訂一本

XX 辭典。這在我土改後是十分需要的。這回歸校，我應該

加倍用功念書。求學－對我來講已是最後的機會了。 

下午繼續做劃分階級的工作。 

晚上仍是劃分階級，農民兄弟說的話不容易懂，麻煩得很。十二時散會。 

三月廿四日 

天氣忽冷忽暖，忽雨忽晴，日子十分難過。 

生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時間消磨得十分可惜。 

想到了回廣州去也不外如此，我已經沒有了家！ 

家的牽掛，未來的路，今後的生活來源…如何是好呢？ 

又暗地裡哭了一場。 

三月廿七日 星期四 

晚上放映白毛女給農民看，主要是培養他們的階級仇

恨，以進行再“鎮壓＂一批地主惡霸。 

三月廿八日 星期五 

今天劃地主階級並結合訴苦鬥爭，以林桂新為典型，打他一個半死。 

晚上再放映白毛女。 

天天沒有信，我不能夠形容這些日子裡的“等待＂。 



沒有一點心情寫日記。 

三月廿九日 星期六 晴 

上午參加農協會主席及幹部對地主訓話，首先由何珠（農協主席）講話：“你們

這班狗頭狗骨的地主們……＂ 

接著由黃彬、鄧同志訓話。看地主們那種表情，是充滿了絕望、驚悸。他們彷彿

是籠裡待宰的動物而已。 

下午劃分了本來地富（地主、富農）難分的林灼全，農民們將他打得很利害，用

腳亂踢。這並非鬥惡霸，這樣做是不應該的。 

 

   

 
[1] 挖根－就是追究窮苦的根源是由於地主的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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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日 

又是發冷病，頭痛、嘔吐。 

四月三日 

上午參加周部長的總結會，坐了一會，不能

支持。 

四月五日 

昨天和今天何作霖教授給我注射了兩次奎

寧針。下鄉以來，老是害病，把健康也搞壞

了。 

十分掛念家人和父親。 

接到一個消息云我們秋天方能回校。 

四月六日 

寫了封信給大哥。 

日子十分難打發。我等待著和祈望著：（1）父親無恙。（2）這段時間快點過去。

（3）土改後仍有念書的機會。 

四月七日 

今天周部長云：我們六月上旬可回廣州，所以還要在鄉下過兩個月。相信不少同

學的情緒因此會波動。 

晚上評田畝面積產量，一直登記至十二點半。 

四月八日 

今天為農民寫竹籤。嚴崇強幫我的忙一直寫至下午三點半。 

晚上分發竹籤給農民，並修改一部分不合理的產量。 

半夜有雷雨。 

四月九日 

寫給風弟，瑞超、炳樞各一信。 

這些日子裡，除寫信外，沒有更有興趣的工作。 

有些掛念黃逸梅，想抽空過黃口一行。 

四月十日 

接選昂信，他勸我最好暑假過港。 

今天在周部長處開了一天會。 

四月十二日 

接大哥信報告家裡的情況。信裡云：“…………我家除坐牢兩人外，其餘的人被

趕出，現住內埔鄉破屋中，近況未明。其餘除活人挨打趕出外，全部沒收，不留

一草一木。餘糧欠款尾數九百七十萬，已清繳。幾個活人，此後是否會因受折磨

而死？無法估計。家庭經濟已全面陷入窘境。自土改以來，我家除交出現款五千

餘萬外，換到的是坐牢的坐牢，挨打的挨打。目下剩下的幾個人和乞丐相差不遠。

未來如果在九死一生中還可活下去，就是生活費用的來源問題…………。＂ 

下午在新祠堂開會，討論田畝產量問題。 

四月十三日 



昨夜我夢見回家去。夢中驚醒，想起了八十多歲風燭殘年的祖母、父親、母親、

嬸母、二哥……，對骨肉親情的思念令我肝腸寸斷。 

覆選昂和大哥信。 

整個的家現在僅有大哥一人維持，我應該盡可能安慰大哥。我們兄妹已是相依為

命。 

我不知能有什麼辦法幫助家庭。求學

呢？停學呢？ 

四月十四日 

看些報紙，土改簡報，捱過了白天。 

晚上看報紙，記點日記。 

在這裡，等日落日出，看天雨天晴。 

四月十五日 

今天開農代表會議，討論分田辦法： 

（1）誰多分（2）誰全分（3）誰少分（4）誰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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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一日 

接 LILY 託三區的人帶來一信。友誼的關懷使我感

到了一片清涼的慰藉。 

今天西閘分配田畝，由農民依先後次序自報，我幫

他們計算登記。 

晚上繼續分配田地一直至凌晨四時半方休。 

四月廿二日 

分配田地，我仍參加西閘小組，幫譚同志他們登

記。 

晚上繼續分配田地，每人產量三百斤，一直至天光

才結束。 

四月廿四日 

覆 LILY 一信。 

今天同志們開工作檢討會。何作霖、喻亮兩位教授

及我們三個中大同學幫助陳鎮長清理積案。 

四月廿五日 

據云中大當局派人往北江地委進行商量，希望我們

依期回歸，但至今仍未有消息。 

晚上下大禾塘收集材料。農民們因白天插秧，十分

疲勞，大家都拿不出情緒來開會。 

四月廿六日 

上午幫黃德明同志寫高橋鄉目前工作草案。無意中

聽到他和杜夷商通電話，原來她現在調在清遠土委

會。我們談了差不多十五分鐘，彼此十分快慰。 

日子實在難以打發。我急切地盼望著早日回廣州。 

四月廿七日 

依陳鎮長吩咐，收集林聯佑材料。 

四月廿九日 

繼續搞清理積案，幫陳鎮長抄寫材料。 

晚上分單造田地，每人產量一百斤。又

至天光才完畢。 

四月卅日 

昨夜整夜沒得睡，今早十時才起床。 

仍替陳鎮長抄寫材料。 

聞我們二號要往源潭整風。 

五月一日 

今天是勞動節。假如在廣州，這一天一定要去參加遊行。 

閒來修補舊衣服。過了今天，明天我要離開高橋了。可惜這不是回廣州。假如這

個鬼地方會使我留戀的話，那才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事了。 



晚上陳鎮長（逸江）召開全鄉農民大會，準備通過群眾定判犯人罪刑。這不過是

一種形式而已，一切由他包辦。 

五月二日 

一早整理好行裝。 

十一點往車站。全鄉農民為我們送行，打著鑼鼓，嚮

著爆竹。此外還有腰鼓隊。大嬸、亞愛等都揮著淚，

捨不得我離開。剎那間，我內心微妙地動了點感情，

但馬上便消失了。 

一點鐘汽車開行，中途爆了輪胎，下午四點多始到源

潭。在街上我看見了許多同志；有些人看起來面目十

分猙獰。 

黃逸梅明天要往清遠，看來這次我們要分開無疑了。 

今晚搬到區政府與曾曼婉、梁景瑜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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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日 

今天開整風動員大會。 

我又發冷了。何老伯帶我往衛生院，打了一

針，並買些藥片，花了一萬元。 

下午四點鐘送黃逸梅及教授們火車。 

晚上陳逸江作反省。 

五月四日 

早上陳逸江繼續作反省。這次源潭整風，他被揭露是一個包庇地主、惡霸、土匪

的反革命份子。看他在高橋時那種官僚作風，滿口進步，這是我們估計不出的。 

接著由黃建材作反省。他是一個貪污犯。早飯後，黃建材繼續作反省。 

五月五日 

早上醞釀提名。大會提出的名字不少，上級一共批了

六名。高橋的有李彪和潘英。早飯後，便由潘英開始

作反省，分片註[1]舉行。 

下午仍是潘英作反省。同志們對她的火力十分猛，一

直至下午五時。 

晚上張部長作總結報告。上級正式提名的（有問題的）

已令其逐一反省、交代。其他的人都要在小組中檢討

批評。 

今天接大哥一信並匯來廿五萬元。在午睡時間已抽空

給大哥覆一信。 

這些日子（整風）像雷雨的前夕；陰森、恐怖。早飯前劉區委講話。 

早飯後由李彪作反省，一直到下午。再由黃重文自我檢討。 

晚上輪到我作檢討。 

今天是六號，留在源潭還有四天！ 

五月七日 

早上仍由我繼續檢討，我祇說過一句話：“我什麼都不怕，頂怕鄉下的廁所。＂

他們便要我挖根（思想根源），云我這是國民黨思想，連

誰養活的都不知……，如不是農民辛苦耕田，我那來飯吃

和有書

讀……，甚至

說我是地主階

級剝削思想。 

何珠註[2]昨晚

批評我工作不

積極，不肯下

組開會，老是病，而且要人服

侍……。 

這些人都是有意難為我，但這班狐

群狗黨，值得去跟他們計較嗎？ 



今天，各人都普遍檢討。 

晚上三區區委作土改試點總結報告。 

五月九日 

早上開各片大會，比進步。 

早飯後分組繼續查進步。 

下午醞釀選組長。 

五月十日 

上午討論下鄉入手工作，並學習劉振本領導方式。 

下午李政委報告。 

五月十一日 

早上張部長作大會總結報告。 

上午十一點，我跟張部長及五區九十多位同志坐火車

來琶江口，又由琶江口坐小船入江口鎮。在區政府吃了晚飯，便步行來石梨鄉。

入鄉時已經天黑。天氣極熱，疲倦異常。 

晚上由黃同志介紹這裡情況。江、方兩人派往二村；蕭、黃派往三村牛古塘、羅

江。我則留在石梨塘替張部長搞材料。 

五月十二日 

天下起雨來。中午搬到農民祝潮家住。我的房子在張部長隔壁，地下用爛板和竹

竿舖成，大門口和房門都是掛著竹編成的門扇。此外還有一個大窗，日夜都可以

望見火車，也許是“遠望可以當歸＂吧！ 

這裡小路全是碎石舖成，不失“石梨＂之名。背後有一座小山，種滿樹木，附近

有小池塘。房子依山建成，高低成趣，遠看別有一番風貌。 

這回離開了幾位我喜歡的同學，這兩個月裡，我應該積極點工作吧！ 

今天抽空給大哥和選昂各一信。 

 

   

 
[1] 即分地區 
[2] 貧僱農出身，農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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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五月十三日 

今天三個村作會報。 

五月十四日 

小英好久沒有信，估計他必是跟中大同學一樣參加“五反＂，或忙於搞“三反＂
註[1]。 

五月十五日 

早上跟農民往田地裡鋤花生草。 

五月十六日 

今天重點鄉石梨、坳頭。試點鄉稔坑作會報。 

五月十七日 

今天幫祝潮姆鋤田裡野草，手起了泡。晚上

睡覺時，感到十分疲乏。 

五月十九日 

一早同朱華同志下二村了解情況。 

下午三個村會報，張部長的態度令我十分討厭、難受。 

今天由縣委會調來了兩個新同志－薛華、李武。 

晚上同李武參加蘇容同志小組，啟發群眾訴苦。首先由農幹註[2]蘇容帶頭訴苦，

接著便有一個四十多歲的農民訴苦。最末是兩個婦女，她們哭得很厲害，因為她

們的丈夫都是被惡霸害死的。這晚的訴苦會算是開得成功。 

今晚李武告訴我他調來五區的原因。因為他在六區跟彭淑芬搞戀愛，這次兩人在

“整風＂中都在大會中被點名。 

一九五二年五月廿日 

早上八點跟薛華同志往江口。 

接彭教授信，知道中大全部教授都回石牌參加思想改造。 

在江口剪髮洗頭，花了四千五百元。同薛華吃了東西，買些信紙信封便回歸。 

下午張部長派我下二村，要我在今天下午

了解全鄉基本情況，因他明天要往清遠會

報。李武也是派往二村。一路上，他告訴

我跟彭淑芬之事。我覺得他是個聰明浪漫

的小孩子。 

四時四十分從二村回三村，找陳建宇他

們，通知他張部長急著要的材料。 

晚上參加蘇容通知小組。因今天跑了很多

路，幾晚來又不夠睡，精神簡直支持不了。 

五月廿一日 

張部長昨天有意難為我，原來他是不需要這些材料的。 

早上三村會報。 

早飯後重點、附點、試點幾個鄉集合石梨塘農會，開幹部訴苦大會直至下午五點

多才結束。 

清遠縣委會來電要黃逸梅、江湛昌兩人去開會，不知為了什麼事情。 



六點多鐘，張部長、潘仔、黃逸梅往琶江口坐火車赴清遠。 

五月廿二日 

上午本村會報。 

張區委要我培養黃滿之母親。我跟她往田地裡鋤草。午後天氣極之悶熱，一點兒

風也沒有。口又渴，辛苦得不能形容！ 

今天打電話給杜夷商。原來黃、江往清遠開會是為了教授們被召回校參加“三

反＂，要收集教授們的材料。 

接選昂同學信。他從港給我寄來了一張電影“苦戀＂中英對照的簡述。敘述俄國

樂聖柴可夫斯基生平。我那裡有閒情看這種東西。我覺得他的生活方式跟我的真

有天淵之別。 

 

   

 
[1] 留校理、工、農三個學院須參加“五反＂、“三反＂ 
[2] 農民出身的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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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三日 

黃逸梅已從清遠回來，在江口鎮給我來電話，要我

通知方希中、蕭俊城集中石梨開會。伍、蕭兩人即

將來到。江湛昌要明天才回來，余毓賢因腳痛不能

到來參加。 

下午一時，大家都已到齊。黃逸梅派給每人一張“給

中大同學的一封信＂。內容說明……這次“三反＂

是思想改造結合的學習運動，不同於解放以後的各

種學習，是一個嚴肅的政治任務，是毛主席在政協

會上提出的，也就是政協會議通過的，有一定程度

的強制性。……是要轟轟烈烈地進行的，而不是和風細雨地進行。必須在黨的領

導下，以黨團員革命積極份子為核心，廣泛而深入地發動群眾，並團結大多數，

孤立和打擊少數，用以教育群眾。… 

漫談中大家對教授們都沒有什麼意見，主要是接觸太少。 

五時許，方、蕭回二村和江口。 

五月廿四日 

我們真的要六月底才能回校。這四十天的日子是

比以前五個月更難捱過。蕭仔的情緒和我一樣波

動，黃逸梅比我們沉默、堅忍。 

上午找三村同志們開會，跑了七、八次都找不到

他們。下羅江兩次也找不到黃逸梅。最受不了

的是在農會碰到張區委，對我擺出一副官腔、鄙

視的態度。 

心境有說不出的焦灼、抑鬱、委屈。 

余毓賢來電話，訴說他十分苦悶。 

五月廿五日 

今天鬥惡霸祝炳坤。此間的鬥爭比黃口還利害。女苦主們只是哭著罵，吐他口水

而已。男的則聲勢凶凶，拳腳齊下。 

五月廿六日 

早上五點半起床，把答應代朱華寫的東西抄完。洗好衣服，便跟張部長、潘仔、

烏仔一同來鰲頭。 

我們沿火車路直走了差不多五里路，便沿左邊小路拐彎，過了一處大渡，那裡水

流大且急。抵黃洞口，休息了一會兒，再向前

走。烏仔說前面全是大水，不能行走。恰巧有

一隻載柴回歸的船，我們徵求到他們的同意，

便坐上他們的船。最後再走一段路，過了一條

長長的小橋，十點半抵達鰲頭鄉。 

十二點二十分吃早飯。（每天兩頓飯） 

早飯後，參加該村的鬥霸。他們預先搭好一個

棚，農民們將惡霸像拖一條狗似地拖上台，令



他低頭跪在台上。一場凶狠的“復仇＂便開始了！ 

鬥爭會完結，其中一個惡霸口吐白沫，已不能動彈。 

晚上參加第一村的小組討論。 

五月廿七日 

今天參加鰲頭鄉會報。 

下午四點半，張部長對下一步的工作提了意見，六點多散會。 

晚上仍參加小組會，啟發他們訴苦。 

五月廿八日 

早飯後，我、張部長、潘仔遂離開鰲頭鄉。前面整段路浸滿了水，我們摸索著走

路，真有些危險。 

回到石梨，接到大哥來信云下學期無力負擔我教育費。八月份起，要我負責家裡

一部份人的生活。 

大哥要我回 XX 去，到中學教書。職業問題叫我自己出主意。 

腦海中出現兩個問題：（1）我從小至今一直過著學校生活，這次停學對我將是

一個嚴重的打擊。日後恐怕再也沒有復學的機會了；而且白白浪費了這兩年的光

陰。（2）假如回 XX 去，會使我日後更無出路。 

我想：假如家庭不要我幫助，我自己勉強想辦法，多念一年半載，刻苦趕完這個

學程。但當我想起家人，尤其是父親和二哥，就使我求學的信心和“希望＂冷了

半截。 

晚上一點多才睡，但整晚總是睡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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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九日 

黃逸梅病了。一早我出江口替她問醫生。 

接小英和曼婉信，小英是進步了。 

九點半趕回石梨吃早飯。怕受到張部長批評，不敢在

江口逗留。在火車路碰見潘仔，才知道張部長已騎單

車出江口開會。 

剛進門，蕭國貞來電話，云張部長令我打好被包，暫

時出法庭幫他們工作。 

吃了兩碗稀粥，先下羅江看黃逸梅，她精神很差。

下午兩點遂背上被包再來江口。烈日當空，一點兒風也沒有，天氣十分悶熱。今

天一天來回跑了三次，疲乏難堪。 

五月卅日 

今天整天都在忙於抄寫東西（包括佈告）。 

接彭教授來信，云中大的“三反＂大概七月十日左右結束。等參加土改的同學們

回校後，再補課兩個月，然後調整院校（即有一部份要遷校），據云我們 XX 系

要補課半年。 

我覺得無論如何應趕玩這半年的時間，但我得徵求大哥的同意。 

心亂如麻，為什麼我的處境會如此苦呢！ 

五月卅一日 

一早校對昨天所抄寫的東西。 

早飯後開公審惡霸大會，就地槍斃了四名，其中一名是

女的。 

下午各鄉工作的同志及農代表都到齊。余毓賢、江湛昌

都沒有來，我還以為今天可以碰見他們呢！ 

晚上開各片訴苦大會。 

六月一日 

早上溫區委＇張區委作動員報告。這次會議是為了對敵

人展開更猛烈的政治攻勢。 

整天在開會中過去。 

晚上抽空給大哥覆信。 

黃逸梅越病越重，在此地生病連煮碗粥，喝點開水都不方便。 

有關方面叫我明天送黃逸梅回廣州醫治。 

六月二日 

早上給大哥發了信。 

下午七點鐘赴琶江口火車站。蕭國貞替黃逸梅背了被包，送我們二人上火車。闊

別了廣州差不多六個月，今晚的心情興奮得不可形容。 

晚上十點半到達廣九站，下火車時我自己一個人提著三個沉重的被包，同時還要

照顧黃逸梅，突然感覺自己越來越吃得苦。 

六月三日 

昨晚兩點鐘才睡，但今早五點半便起床。因為我想儘量利用時間做點事情。 



上午乘汽車往東山訪卓先生。她很忙，我們僅談了一

會。又往訪禮弟，他見了我十分高興。 

下午往下九路為 X同志購文化恤衫一件。自己買了一

條淺藍色西褲，花了五萬六千元。在惠愛西路碰到一

位同鄉──鄭桂泉；他是從上海來的，明天就回上

海，我則再下鄉。萍水相逢，恐難再碰見了。 

六月四日 

今早幸得黃逸梅的母親喊我起身，不然我便趕不上火

車了。在廣州多逗留一天，那可能要挨批評呢！ 

六時五十五分火車開行。莫涵海先生註[1]為我送行。這回來廣州，心情十分愉快，

我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樣。 

唉，何處有我的家呢？我已經沒有了家！ 

上午十時抵琶江口。張部長及張區委等都在區政府。 

我十分擔心我回被調回石梨去，最怕是在烈日之下，拿著鋤頭，赤足在田地裡工

作註[2]，當走過鐵路時，一塊塊滾熱、尖銳的石子無情地烙著赤足，痛得我不敢

作聲。那種情景真苦啊！有時一道命令便要你跑得腿直，回來時還得提心吊膽地

看領導的臉色，搞不好就要挨一頓批評。 

晚上寫了封信給浣英妹。 

 

   

 
[1] 黃逸梅的愛人（丈夫） 
[2] 下鄉不准穿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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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月六日 

假如有辦法，我每天都願意撕下一大堆日曆，讓這段苦難的歲月快些過去吧！ 

我盼望著跟父親、二哥及家人有重逢的一天。這種希望是我時時刻刻也不能忘記

的。 

最快要在十五號左右才能接到大哥的信。我等他的信

來判決我的命運。 

接蔡克軒及曾曼婉來信。兩封信都是從中大轉來。原

來曼婉是那麼急切地等著我的覆信。 

六月七日 

今天繼續寫完法庭之長佈告，一共有十頁臘紙。 

蕭俊城病得很利害。昨晚七點鐘手腳及胸口都麻木

了，嘴唇及指甲都變成黑紫色，真把我和蕭國貞嚇壞。醫生說這是熱度過高的緣

故。打了一針並服了些藥，但今早的病勢不見減輕。此間的同志都建議送他回廣

州。上午打了個電話給王雲五，彼云有辦法便送他下廣州，不然便送往清遠衛生

院。 

我們商量結果，掛了一個電話給余毓賢決定由他送蕭仔回穗。 

晚飯後，我和蕭國貞往車站為他們送行。 

六月八日 

今天全五區開鬥霸大會，分兩個大片舉行。我們江口片是在長步鄉，一個低而廣

的大山腰。今天主要是鬥那些突出的、典型的和已判刑的註[1]，並把所有的地主、

惡霸及富農都帶至大會，準備鎮壓（槍決）一批並教育其他的敵人。 

吃好早飯，天便下起大雨來。可是我們法庭的同志是一定要參加的。從江口鎮到

長步，大概有二十里路，由區政府經車路至黃洞口註[2]那一段路，全是泥濘路，

又溼又滑，比任何泥路還要難行。民兵們趕著一群一群的地主，有年老的、年青

的、年幼的，有的婦人還背著嬰孩，沿途用青竹，槍尖鞭打。泥路上隱約可辨出

血跡，路旁的小溝亦有血跡。民兵們呼喝著、咒罵著驅趕著這一班人向死亡進發。 

雨勢雖小但鬥爭卻在如火

如荼地進行著。群眾高聲

喚著： 

“十年徒刑！＂，“十五

年徒刑！＂，“二十年徒

刑！＂，“槍斃！＂ 

最後隨即槍斃一批。 

很刺激的一天，但有點麻木。 

（這些日記是弟弟逐頁撕下從廣州寄來的，但九至十九號的日記寄失了。） 

六月二十日 

今天接曼婉及浣英妹信。浣英妹的處境也越來越慘。除了家破外，她說離開了土

改隊回中大後，受到留校同學的歧視及批評。不錯，共產黨是最懂得利用人與人

之間的矛盾，去控制每一個生命，使你動彈不得，喘息不得。 

晚上同蕭仔在法庭整理材料，所有控告書都寫得糊塗凌亂，令人頭痛。 



六月廿一日 

今天是江口墟期。 

上午整理法庭材料。 

下午黃口村二嬸來探望我還送我一束豆角、五個包黍，坐了一會遂回。 

晚上覆曼婉信。 

 

   

 
[1] 事先已判了死刑的 
[2] 好像叫黃洞口，我還未熟悉當地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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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月廿三日 

這幾天重點鄉已結束話階級，正式成立農協會。今天舖開了附點鄉工作，並把重

點鄉幹部抽調到附點去。 

接大哥掛號信和匯給我廿萬元。 

覆克軒兄一信。 

晚上，同蕭國貞往江口小學看第四 劇團演廣東

戲。劇名：“英雄襟上太平花＂。 劇名根本不

通。這齣戲是敘述忠王李秀成的革 命事蹟。一時

二十分才散場。 

一九五二年六月廿四日 

很懷念家。兩天來又煩惱、焦灼起來了！ 

今天是墟日。許多農民到來辦退款、離婚、結婚，區政府的同志都忙得不可開交。 

上午為黃口、高橋鄉農民調解牛、穀事，並替羅敏華抄了四份案犯表。 

下午瑣瑣碎碎的忙著過去。 

晚上上演“一失足成千古恨＂。內容荒謬無稽。 

六月廿五日 

沒有什麼事做。看了一天報紙，打發一天。 

晚上劇團上演“翻身兒女渡鵲橋＂ 

六月廿六日 

今天已是 26 號，學校及土委會仍舊沒有一

點消息。日子過得太單調無奈了。天天都是

在打發時間過去。半年的光陰，消磨得異常可惜。在我是一點收穫也沒有，只是

背著更沉重的“煩惱＂回歸。 

晚上給大哥覆信。 

六月廿七日 

早上五點多便起床。教區中隊他們唱歌：“我們是土改兵＂。 

選昂一定有信寄往石牌，可是我仍在琶江口。他也許等著我覆信何時往香港。我

的計劃恐怕不能成行了。 

余毓賢昨天從清遠縣城回來，臉色既青黃又瘦削。 

明天這裡要開農代會。 

下午李縣長來到。據他說：我們最快七月中才能回校。學校簡直跟我們開玩笑，

一點威信也沒有，我們都上當受騙了。 

黃昏伍奇廣抵此。我、蕭國貞、伍、余四人相對嗟歎。 

張區委要我們明天回石梨搞田畝統計。老實說，我是沒有絲毫情緒工作了。 

在這裡工作的同志十分粗魯。跟這些人相處殊不容易。 

我打算明天黃昏才下石梨。白天我可以整理些東西，並修補衣服。 

六月廿八日 

天下起雨來。但天氣仍是一樣悶熱。羅敏華要我抄東西，我可以拖一天，今天不

用下石梨了。 



絲毫動靜也沒有。我並不是留戀石牌，而是急著要離開這裡。此間的一切都是我

不忍“聽＂和“睹＂的。太殘酷了。 

晚飯後，同蕭俊城、余毓賢沿鐵路旁散步。我們三人坐在草

地上交談。大家的情緒都異常波動。余毓賢說他要向張區委

請假回廣州去。 

六月廿九日 

今天在法庭幫著整理材料，拖過一天。 

晚上伍奇廣他們拉二胡、唱粵曲，胡鬧一場。 

天天都等不到“回校＂的消息，我們已沒有了信心。這次叫

我們下鄉參加土改，對我們來說是一種“欺騙＂！起碼在

“時間＂方面大大地欺騙了我們！出發前在學校所學習的所謂土改政策，根本與

行動毫不相符。也許這就叫做“活用政策＂吧！我真不明白，可能是我的腦袋落

後了；雖然我絲毫不敢流露出來。 

一點情緒耐心都沒有，但我必須下石梨了，在此間頂多再逗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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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六章 

  

六月卅日 

今天是六月卅號了。記得在四月底，我們已準備回歸了，但當時學校來了一道通

知，云延期六月底返校。今天是六月的最後一天了。 

上午大家等了半天都沒有消息。伍奇廣打電話到中心區去，對方祇叫我們安心工

作，云沒有那麼快返校。 

下午我們打電話往土委會（土改委員會）詢問杜夷

商。她亦云不可能這麼快回校，囑我們可以把各人的

困難寫一封信給王雲五。於是由伍奇廣執筆，提出兩

點具體困難：（1）經濟問題。（2）健康問題，措詞

直接一點也不兜圈。 

已經沒有希望了，我決定下石梨，並把少量行裝整

好。整個下午都在下著大雨，我們的心是十分空洞、

不安。蕭仔、毓賢留我明天才下石梨。 

我們估計要附點搞完整風後才能回校。學校當局為什麼對我們的生活、健康情緒

絲毫不設身處地為我們考慮一下。我們覺得這班淨會講漂亮話的權威人士十分殘

忍。 

一九五二年七月一日 

幾個晚上都睡不好。為了不能回歸，我的心是焦急得無可形容！ 

早上五點多便起床，洗了六件衣服，等它們乾了，我即刻下石梨。 

早飯前，區政府同志開會，我和毓賢沒有參加。他們也明顯覺得中大同學的情緒

是異常波動。馬德新同志要我們幾個人自己開一個會，以安定情緒，互相解決思

想問題。我們都不願意，開他媽的會，有什麼用呢？ 

毓賢告訴我一件事：馬德新問曾影為什麼我不願下鄉，同志們的冷眼我實在受不

了。早飯後，我同馬德新同志座談，向他提出我鬧情緒的具體原因（健康及經濟），

他方稍有了解。 

下午一時，烈日當空，我帶著極低的情緒再下石梨。蕭國貞送我到路口。 

抵達石梨，同志們都開大會去。大會一結束，大家便回來。那個姓石的對張區委

說是我動搖了伍奇廣的工作情緒，說他上了我的當。同時他又對我粗言粗語，我

最後翻了臉和他吵了一場。 

這裡有不少陰險的小人，披上了所謂“積

極＂“前進＂的外皮，在暗地裡坑人。 

找黃逸梅，她十分忙碌。一個人負責統計全

三村的田畝產量，我主動要求幫她的忙。 

晚上把帶來的荔枝同黃逸梅分享。 

一九五二年七月二日 

黃逸梅是我在這裡唯一的精神慰藉。 

我們住的是一家僱農，窮苦得很。女主人是

一個又蠢又髒的婦人，還有三個小孩。我和黃逸梅睡的小廳，還養著一群雞。它

們四處亂飛，桌上、凳子上都拉滿了雞屎。觸目一切都髒得令人難以容忍。下鄉



以來，我從未住過如此骯髒的人家。黃逸梅告訴我，這個婦人很不當用，壓根兒

不會料理家務。 

我十分佩服黃逸梅那種適應環境和吃苦的精神。在校時，她的生活作風是十足的

資產階級，許多同學都追不上她的生活水平的。 

今天掛了兩次電話給毓賢，還是沒有消息。這次下鄉好比判了個無期徒刑。 

黃逸梅計產量，我負責打算盤，又捱過了一天。晚上仍是計產量，一時許才休息。 

七月三日 

我們每天上午十一時吃早飯，晚飯 卻要等到八時。兩頓飯相

隔時間太久。在鄉下，把身體餓壞 了，下午胃痛了起來。 

因為在鄉下生了多次病，把身體搞 得孱弱了。精神方面更是

感到疲勞不堪。我急需回廣州驗血 醫治；但是現在又有什麼

辦法？！ 

大哥一定以為我回石牌了。對一些 好友我也無法去信肯定歸

期。 

學校當局究竟要我們延期到什麼 時候？總該給我們一個消

息吧。為什麼對我們的生活、健 康、情緒、學業絲毫不關

心，這班人真是沒有良心。 

黃昏打了個電話問余毓賢，彼云王雲五來電話，要我們安心工作，堅持至最後一

天。又說我們有可能最近返校，也有可能延期。 

張部長已回來石梨，此間又添一隻老虎。沒有一個人不怕他的。今天他對我的態

度還好。我詢問他何時能夠返校？並提出我們的困難。他說這要華南分局和中大

校方才能知道，不是一個清遠縣的問題。他對我先批評一頓，再解釋一頓。我要

求他向上級轉達，無論如何給我們一個“期限＂。 

寫一封信給浣英妹，發了不少牢騷，但不能減少我心中的苦惱。 

天啊！我們何時可以回去呢？？我的心真是焦急的像要爆炸。 

據云十八號北江區要開擴幹會議，接著便輪到我們這些下級幹部出場。我覺得土

改幹部的生活，就像戰爭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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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七月四日 

今天三村開始分田。 

下午掛一個電話給蕭國貞，告訴她我胃痛，她祇說：“沒有消息。＂ 

王雲五說我們可能延期，究竟延到什麼時候呢？依估計假如不是延長一段長時期

的話，上級一定會告訴我們的。看情勢希望七月十五歸去是不可能的了。 

在此間打發時間十分難。我後悔臨走時沒有帶上幾本書來溫習。 

天氣十分悶熱，整天鬧著肚子餓。 

一九五二年七月五日 

夏收了，一年已過了大半。 

在這裡想看一些報紙也不方便。生活像在地獄一

般的苦悶。 

晚上伍奇廣來這裡座談。因他調來石梨搞材料。

三個人相對大發牢騷，一直至一時許始睡覺。 

七月六日 

天下著斷斷續續的雨。 

明天是墟日，我擬出江口。今天寫了兩封信，一封給大哥，一封給選昂。 

七月七日 

一早太陽還沒有出來，我便往江口。蕭國貞還未洗臉，余毓賢也未起床。 

閱南方日報中大農學院副院長及理學院正院長的自我檢討，寫得涕淚橫流，云痛

覺昔日之非。教授們這種自我批判，是否出於自願呢？我有點懷疑。 

在區政府吃了兩餐，我覺得區政府的物質生活比我們鄉下強多了。像我們在鄉下

整天肚子餓，真是難捱。 

晚餐後回石梨。買了些大蕉、荔枝、花生、油餅等。黃逸梅盼望我半天，見了這

些美食十分高興。她在鄉下實在餓得太苦了。 

今天的消息，也許我們至八月回校，這是馬德新的估計。 

黃逸梅云張區委要調我去二村搞統計，囑我今晚便下去。我鬧肚子疼，今天打了

一針，渾身不舒服，明天託人向他解釋便是。真有點怕他對我產生不好感。 

七月八日 

我極希望請假回廣州一行，順便驗一驗身體，但又怕承受不了再要回到這人間地

獄的心情。 

七月九日 

今天幫黃逸梅抄幾份統計表，看看報紙，度過一天。 

下午伍奇廣來這裡並帶來學校的通知，云我們十號至廿號之間便可以返校。真使

我們高興得差不多流出眼淚來。我們日夜盼望著回去，比游子等著回家的心情還

要迫切。至於我並不是愛回去石牌，這裡實在是每一刻鐘都很難捱過。 

學校的通知是六月廿六號發的，為什麼等到現在才到呢？假如它能在卅號之前讓

我們看到，大家的情緒也不會如此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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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七月十日 

我們住的一家，三個小孩都患上了流行病。跟著孩子的媽和祖母也生病了。一家

人如許悽涼，我們兩個人住在這個家庭裡，真恨不得早一分鐘離開。 

天氣異常悶熱，這個屋子裡充滿了各種骯髒的氣味和細菌。我擬明早即離石梨。 

七月十一日 

一早我便整理行裝回區政府。 

接浣英妹來信，使我感到親切、歡慰。她說她已經

搬到我的房間居住。 

蕭國貞接到校中同學來信，云下學期不分院系，每

人每月助學金十二萬元。經過這半年的下鄉，使我

倍覺學校生活之難得可貴。想不到我在學時間僅有

半年，這實在太短促了！我希望有機會再讓我多念

一兩年書，但這個“希望＂只是“夢想＂而已！！ 

我徹頭徹尾地後悔選讀了 XX 系，但現在已是悔之

已晚了。轉系無望，實教我懊惱、傷心。 

黃逸梅已決定往人民大學再學習兩年。她十分滿足自得。 

今天有培正中學六個學生來區政府打証明，要進飛霞洞了解情況。云十六、七號

便有一百多名夏令營學生來飛霞洞旅行。他們住在廣州，還特地要來此遊賞，我

們無論如何也要去一趟，不枉在此捱了七個月。於是我便掛了一個電話給伍奇

廣，囑他們今晚來區政府。 

我將離開此地，希望以後再也不要回來。 

一九五二年七月十二日 陰轉晴 

昨夜的天氣熱得不能形容。蕭國貞把唯一透氣的門關上，因為同志們開會時曾批

評“沒有關門是思想麻痺＂。（土改是一場殘酷的鬥爭，恐防有敵人偷襲。） 

整夜都流著汗，壓根兒睡不著。 

一早我便爬起來洗了個冷水澡，還洗了六件

衣服。精神萎靡，身體似有點怕冷。馬上吃

了兩粒發冷丸，預防等會兒發起冷來──瘧

疾，我已病得深有經驗。 

吃了早飯，我們八個人佐一隻小艇出發飛霞

洞。價錢十分便宜，來往僅須一萬五千元。

船艙十分乾淨。我們臥倒在船板上，艙外的

涼風徐徐吹來，大家唱歌、談笑、樂而忘形。

七個月來，我們從未這麼輕鬆快樂過！ 

十時五十分抵達目的地。船伕把船撐近岸邊，我們七個人沿石級直上。江湛昌剛

病愈，坐在江邊等待我們。今天的天氣特別好，天朗氣清，山風夾著花香，撲面

吹來。老天好像特意安排了如此美好的一天來補償我們過去幾個月所受的苦難。

我們先往藏霞洞，過達觀亭，亭內寫著： 

“達到功成無所事，觀來世界盡皆空。＂ 



又過了兩個亭，同學們都不願留步去欣賞亭內的詩句，只有跟著他們快步走。到

了藏霞洞，裡頭有兩句： 

“道其所道，玄之又玄。＂ 

鏡子有“你我是空＂四個白色凸字。中堂有一首七言絕詩： 

“汨汨塵埃閱歲華，青山相見認空花。 

清流風月原無價，憑仗詩翁為我賒。＂ 

在藏霞洞吃了一些黃皮，休息一會，我們即向飛霞洞進發。這個洞的建築比藏霞

洞略勝。余毓賢為大家帶路，但走到最高一層已不見余、方兩人。我們因不知道

還有什麼去處，五個人先回船艙。歸路的亭上寫著： 

“惟大英雄迷途猛醒， 

願微塵眾覺岸同登。＂ 

回至船上已是下午兩點多鐘。我們便睡在船板上等待余、方兩人。下午三點鐘遂

啟程回琶江口。今天可說是盡興而歸。遊了藏霞、飛霞兩洞，但內心卻更加空洞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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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一九五二年七月十三日  

今天我們來清遠，八個人僱了一隻小艇。伍奇廣弄來了一副撲克，黃、余、伍、

方四人玩牌。兩個蕭仔一路上老在睡覺，像猪一樣。江湛昌則獨自哼著歌，而我

則讀“花間集＂消愁。我們八個人真是各有天

地，但是我們之間的友誼卻是在艱苦中成長的。

我們永遠也不會忘記這種真誠的友誼。 

下午三時許抵達清遠縣城。我們先往土委會報

到，然後分散居住。在此地，我們重見從各區來

報到的中大同學。經過了七個月的下鄉，同學們

的思想顯然改變了。有些同學更擺出一副撲克般

的面孔，陰森、冷淡。 

晚上，開小組會議，同學們互相批評一番。聽說回校後還得作鑑定。今晚有些小

組的批評十分尖銳、猛烈，好像鬥地主一般。 

一九五二年七月十四日 

天氣太悶熱了，昨夜無法睡得著。 

上午聽李政委作重點鄉的總結報告。但我的心早就飛到廣

州去了，祇剩下一個軀殼坐在椅子上。 

十點吃飯，十二點至兩點叫同學們向縣委和區委提意見。

我們八個人向張普（區委）同志提了不少意見，講得十分

痛快淋漓。我們決定針對他一個人，其他的大家都沒有意

見。 

兩點至四點，聽濱江區正副書記及李縣長講話。他們都有

相當的口才，這是共產黨人的特色。 

晚飯後下著大雨。我們一共有十三、四個人和機動區隊同乘一條船。船篷漏雨，

人又多，空氣十分污濁，辛苦得很。 

到夜裡艙外刮起風來，我們都覺得有點寒意。整夜我都睡不著，想起了大哥和家，

我偷偷地淌淚。 

一九五二年七月十五日 

我們的船於上午十點半抵岸，只等了十五分鐘，校車便來接我們，十一點即抵石

牌。 

  

 

後記： 

》中文系四年級龐廷偉因在濱江區錯劃階級，導致農民自殺。土委會向校方引渡

他回濱江公審，結果被判槍決。 

》姚浣英後來在十年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