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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湘西，德夯是必去的。德夯，苗

语的意思是“美丽的峡谷”。苗族同胞是
最爽直、最诚信的，地方不美，决不会起
一个美丽的名字。

山因水而灵，谷因溪而活。德夯美丽，
一定与山、与水有关，与谷、与溪有缘。到
了德夯，这个推想，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来到德夯，举目环顾，这里山峰耸
立，壁立千仞，怪石嶙峋，树木葱茏。群
山环抱之中，杨柳依依，稻穗沉沉，木楼
连连，小径悠悠，炊烟袅袅，锣鼓声声，
既有清纯素雅的自然景致，又有独特浓
郁的民族风情，犹如蓬莱重演，仙境再
现。而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那条蜿蜒
曲折，清澈见底，汩汩流淌，微波荡漾，
穿过山寨，伴着田园，流向远方的山溪。

导游小姐告诉我们，这条溪叫九龙
溪，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深山老林
中，有如花似玉的青龙姐妹九个，由于
长年累月深居大山， 耐不住心头的寂
寞，有一天，瞒着父母，结伴而行，偷偷
出来玩耍，来到悬崖顶上，被眼前的峡
谷壮景吸引住了，说呀，笑呀，唱呀，跳
呀，忘乎所以，打打闹闹，抱着一团，一不
小心， 竟从悬崖跌落下去， 化为一帘白
练，银光闪烁，飞泻直下，在谷底冲刷出
一口深潭，然后推推搡搡，汇聚成流，奔
腾向前，形成现在的九龙溪。自然，那潭，
就是九龙潭；那白练，就是九龙瀑布。就
这样，九龙溪长流不断，与峡谷里的万物
生灵休戚与共， 年复一年地滋润着在这
里繁衍生存的苗家百姓， 已成为德夯人
生死不离的生命之水、幸福之源。

说到这里，她忍不住捂着嘴，兀自
笑了起来。我们正听得着迷，被她一笑，
茫然不解。见我们满腹狐疑，她止住笑，
告诉我们，为了让我们开心，逗乐我们，
她别出心裁，神编了这么一段。听她一
说，我们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向四周传
开，在峡谷回荡，在寨子上空飘飞……

多么美丽的神话！ 多么动人的故
事！只要是爱真、向善、崇美，我宁可相
信它是真的，爱听！

伴着九龙溪，踏着石板路，我们走
走停停，说说笑笑，穿行在古朴的吊脚
楼之间。那一间搭一间，一户挨一户，一
片连一片的木板房，青瓦、板壁、飞檐、
挑梁、花窗、雕栏，精巧别致，给人一种
温馨的感觉。最令人感佩的是，每家的
茶楼都是敞开的，如果你累了，乏了，无
论是哪一家，你都可以走进去，拖一把
小椅，捡一把蒲扇，歇一歇，喘口气，想
呆多久就呆多久， 主人是毫不介意的。
遇上好客的房主，还会笑容满面地端出
一碗清香飘溢的热茶到你面前，你接过
来，抿一口，温淳甘甜，神清气爽，一切
疲乏与烦恼尽抛九霄云外。就是主人不
在家，堂屋的大门也是不关的，从不担
心生疏外人擅自闯入， 丢失物品什么
的，实实在在的“昼不闭户”。这对我们
城里人来说，真是一件连想都不敢想的
事情。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 孕育一地风
气，这也许就是九龙溪，与生活在九龙
溪人们的生性和特质的表现吧！

越往里走，峡谷越窄。这里，房屋稀
疏了许多，路的左右，溪的两旁，人们顺
着地势，见缝插针，开出一畦畦菜土和
一块块稻田来。高的是菜土，低处是稻
田，宽宽窄窄，条条线线，层层叠叠，由
近至远，蔓延开去。每一块地，每一丘
田，平展整齐，看得出是勤快人精耕细
作的结果。菜地里的蔬菜，有的枝繁叶
茂，有的瓜熟蒂落，绿色满园，惹人喜
爱。稻田里的中稻，稻秆粗壮，谷粒饱
满，正是收割时期。与大多数农村一样，
稻田里收割稻子的尽是些老人，看上去
都已年过花甲， 但一个个精神矍铄，干
起活像小伙子一样，装满五六十斤谷子
的背篓，伸手一提，往肩上一搭，田埂山
坎上坡下坡如走平地。

时间不早了， 我们沿着小溪往回
走。不远处，有一座石拱桥，横亘在九龙
溪上。那桥，名为“接龙桥”，其身长满青
苔，几株灌木蔓生斜出，风吹雨淋日晒
的痕迹显而易见。它像一座久经沧桑的
历史丰碑，见证着德夯苗寨发展的风风

雨雨， 又像一座雍容凝重的天然舞台，
演绎出一幕一幕山寨百姓酸甜苦辣的
真情活剧， 还像一座庄重威仪的号令
台，在新的时期，红旗猎猎，战鼓咚咚，
激励和鼓舞着这里的人民弃旧迎新，奋
发图强，直奔小康。接龙桥，与其说它连
接着九龙溪，还不如说它连接着九龙溪
两旁魅力四射的苗寨，连着日子一天比
一天过得舒心畅快的德夯人更为确切。

伫立桥头，眼观溪底，正是枯水季
节，溪里的水量不大，水流平缓，有些地
方已见溪底，大的、小的鹅卵石历历在
目，成块、成片的岩层裸露出来，停留在
深水处、流动在浅滩上的溪水，虽然较
前少了许多涌动奔腾、 震天动地的气
势，但依然动静自如，急缓有度，从容不
迫，悠然自得，呈现出一种“荣辱不惊，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
外云卷云舒”的气度和境界。

溪水如此，人何勿能呢？
望着那晶莹透彻潺潺流过的溪水，

我的心境突然开阔、明亮起来。

文艺评论

东方哲学的心法大概不外
乎这八个字 ：大道至简 ，返璞归
真。

老庄有“见素抱朴”之说，佛
法有“禅寂”之美，日本文化中也
有称为 “Wabi-sabi”（侘寂 ）的朴
拙美学 。 对于朴素与简约的追
求，成为了古老与时尚交汇的哲
学观念和生存状态。

读刘克邦的散文，那种由文
字带来的朴真感总是扑面而来。

他在湘西度过了短暂而热
烈的童年，命运的巨轮碾过生命
最懵懂的认知，但却没有在他的
心里留下任何怨恨 ； 失去母亲
后，被迫下到农村直至参加高考
的青葱岁月里，他干过最脏最累
的活，经历了政治上被歧视的尴
尬，却没有磨灭他积极乐观的天
性 ；进入财政系统 ，才华得到确
认和器重 ，被委以重任 ，境遇的
改变也没有抹杀他率真、真诚的
初心。一个人在经历了这么多不
幸， 又收获了这么多幸运之后，
竟然没有一丝的改变，这不能不
说是一个奇迹。一个人需要有多
么坚强的内心 ， 多么坚定的信
念 ，多么坦荡的胸襟 ，才能怀柔
所有逆刺带来的伤害和创痛。对
他而言，仿佛所有的岁月给予的
都是馈赠，他总能视若甘怡。

都说人如其文， 文如其人。
作文也是做人。 刘克邦的文字，
毫无刻意，浑然天成。他写生活，
就只写生活的原生态 。 我们看
到路边擦鞋大姐、热心朴实的六

娭毑 、正直严谨的老处长 、财政
战线上的楷模；也看到车祸现场
的寒心、门诊看病的无奈、《故事
会 》引发的误会 、对改变命运的
高考作文的感奋；还看到他对童
年朋友的纪念、对少年时冤屈的
介怀、对参与支援的乡镇和工程
的关心、对基层岗位英雄们的尊
敬……全是最真实的生活、最真
切的情感。 文字里的刘克邦，既
是一个坦诚、率直、有担当、有原
则的财经卫士 ， 又是一个对生
活、对家庭、对工作、对社会充满
了热爱的普通人。尤其是对母亲
的缅怀与思念，对妻子的感激与
怜爱， 对儿子的自豪与期待，对
周边人的坦荡与宽厚 ， 情深切
切，义重笃笃，读来感动于怀。

散文是一个作家最真实的
心声，他发出声音，希望被听见，
因此这声音必须真诚。返璞归真
是很多作家追求的艺术境界，但
在刘克邦这里却是天性使然。质
朴的语言和发自心声的行文是
他的特色， 甚至高出了文字，成
为一种朴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无论多么微小 、细密 ，都渗透出
对“真、善、美”的敬畏和向往，这
大概是刘克邦其人其文所散发
的光泽和具有的魅力。

人至朴则真， 文至简则美。
刘克邦清平 、宁静的文字 ，恰如
一掬温润的泉水， 清澈而蕴藉。
简洁到无饰 ，但风姿绰约 ；质朴
到无伪 ，却生命充盈 ；真挚到无
间，而哲思深远。

“与雷锋同行———学习雷锋50周年”
征文评奖揭晓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发
表50周年，湖南省文联、湖南日报社、中共望
城区委联合主办了“与雷锋同行———学习雷
锋50周年”征文活动，活动自2012年3月开展
至今年3月结束， 得到了一大批读者和作者
的热情支持。活动期间，共收到近千篇作者来
稿。来稿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生动地反映了雷
锋精神在当代的巨大影响。 发表在湘江副刊
上的49篇作品，经过专家的认真评选，评选
出特等奖1篇，一等奖1篇，二等奖2篇，三等
奖6篇。具体篇目如下：

特等奖
《与雷锋有缘》 谭小平
一等奖
《三十一年承一诺》 章庭杰
二等奖
《雷锋精神的时代意义》 龙承海
《来自雷锋故乡的感动》 纪红建
三等奖
《永远的“叔叔”》 天亮
《多走几步，你就是另一个他》 游宇明
《藏在我心中的那个他》 蒋献辉
《三代人记忆中的雷锋》 彭海燕
《你的名字就是永恒的春天》 张雪珊
《皮皮的“家庭作业”》 熊雨舟

湖南日报文化新闻部

明知道此处限高，不低头是
过不去的，但要强行挺胸抬头而
过，那结局肯定很惨。

看过一幅外国漫画，题目叫
《陷阱》： 人们乘坐在火车上，铁
路前面不远处的右侧有个很大
的画牌，上面画着一个形象逼真
的性感美女，有的人在车厢里看
得不过瘾， 便把头伸出车窗，可
前面不远处就是一个隧道，那隧
道刚刚能容纳火车通过，火车过
去以后，画牌前留下了一个血淋
淋的脑袋。

这不过是一幅漫画而已，但
也告诉我们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假设那“色欲”不那么强烈，或者
收敛一点，即使在车厢里看也没
有人捂住你的眼睛，或者赶紧把
头缩回来 ，低低头 ，也许就能幸
免。

年轻时的富兰克林去拜访
一位老前辈 ，他挺起胸膛 ，大步
流星，一进门，“嘭”的一声，额头
重重地撞在了门框上，顿时肿了
起来 ，疼得他哭笑不得 。老前辈
看到他这副样子，笑了笑说：“疼
吧？ 可这是你今天最大的收获。
一个人想要洞察世事 ， 练达人
情，就必须时刻记得低头。”富兰
克林把这次拜访当成了一次悟
道， 牢牢地记住前辈的教导，把
“记得低头” 作为毕生为人处世
的准绳。终于成了美国著名的政
治家、科学家及美国之父。

富兰克林低头的故事，又让
我想起了农田里的稻谷。越是籽

粒饱满的稻穗， 越会躬下身子，
头垂得很低；那些在稻田里趾高
气扬、 挺胸抬头的都是些稗子，
无论是谁走到它们跟前，它始终
把头抬得很高。

“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对鲁
迅先生的真实写照 ， 牛吃的是
草，挤出的是奶；牛埋头苦干，任
劳任怨；牛辛勤耕耘，不图回报。
牛以它高尚的精神 、 踏实的作
风、平常的心态向人们展示了它
的品格。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
为祖国、为人民勤奋工作甘为孺
子牛的人。

我国古代，淮阴侯韩信曾经
低头，忍受胯下之辱 ，那需要忍
受何等的耻辱，更需要多大的勇
气！三国时期，刘皇叔曾经低头，
三顾茅庐， 屈身恭请孔明出山，
诸葛不负众望，辅佐刘氏父子打
天下 ！越王勾践曾经低头 ，卧薪
尝胆 。司马迁受宫刑之后 ，十年
未曾解衣就寝，完成了《史记》这
部巨著。

他们绝非等闲之辈，让他们
低头，谈何容易 ？但他们却抱有
一个信念 ：此时放下架子 ，之所
以忍辱负重，是因为他们在低头
那一刻 ，就坚信他们的头 ，将来
会有高高扬起的那一天。人生在
世 ，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 ，遇到
事情就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低头是一种智慧， 是一种气度。
当然， 低头更先要有一种勇气，
假设你放不下架子，就不具备这
种智慧，也就很难赢得成功。

德
夯
小
溪

□

刘
克
邦

人朴文简谓真美
———读刘克邦散文集《自然抵达》

□龚曙光

管见集 记得低头
□春雨桃花渡（外二章）

不知是什么时候，一棵桃树，
从乡下嫁到了水泥森林里。 住进
了我的城市， 悄然地长在我途经
的路口。

阳春三月， 时光皈依了绿色
的基调。一夜春风，这棵桃树顺着
风的方向，也找回了自己的色彩，
随便一抖，便娇娆了一身的粉红。

一树桃花开了。 开在川流不
息的人群里， 开在城墙与城墙的
缝隙间， 开在风雨飘摇的风口浪
尖上。一树装满泪水的桃花，它戴
着沉重的镣铐在城市中央翩翩起
舞。

一米恰到好处的阳光， 及时
地濯洗了它的忧伤。 一树质感的
美， 惊艳的美， 被一种坚韧的语
言唤醒。 自此， 美丽的绽放势不
可挡……

我要绕开所有晦暗的背景，
捎带你此刻的美， 装饰我质朴的
脚印，蓬勃我一生的向往，走向人
生的每一个渡口。

雨忆
还记得吗？一山茶花，就着沉重的乌

云，就着雷声和闪电的狂躁，就着一场始
料未及的雨， 提前捧红了一个僵硬的冬
季，烘暖了你和我的冰天雪地。

在目光无法承载一束阳光的日子，
月光无法照亮一座城堡的岁月里， 泪水
无比珍贵， 爱情价值连城。 漫长的雨季
啊，滴滴答答不停的节奏里，串连着我们
不朽的记忆……

雨季又来了，这注定是一个批发雨水
和鲜花的季节。如同，无法抗拒的命运，在
泪水和欢笑中分娩着来来去去的脚印。

打开雨中的记忆，漫漫人生路，卷走
了多少峥嵘往事？能不能用一个回眸，让
失去的美起死回生？ 能不能用一个华丽
的转身，捡回那些失落的精彩章节？

在雨中， 我再次陷入美的冥想。雨
水，坠入想象的背景。我和你，穿越交错
的时空，荡漾成彩虹的图腾。在雨中，我
仿佛又闻到了春暖花开的气息。

乡音
乡音，是我一生难

以述说的母题。
人之初，乡音流淌

在母亲的乳汁里。
牙牙学语，乡音婉转

在母亲欣喜的目光里。
少年求学，乡音在母

亲没完没了的叮咛里。
走他乡，乡音在母

亲牵牵挂挂的祈祷里。
四十余年苒苒而

逝的岁月里，我一直在
索取着乡音里最无私
的爱。

而今，在远离故乡
的深夜，仍然还有一双
乡音未改的手，将我的
梦捂热。

母亲在哪，乡音就
在哪給我的日子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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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少珍

（上接1版①）
3年后，王先荣的葡萄熟了，一年净

赚4万多元，成为澧阳平原一大新闻。在
他的示范和带动下，很多乡亲也种起了
葡萄。

1993年，1000亩葡萄挂果了。 就在
这时，罕见的黑痘病让王先荣的葡萄遭
遇灭顶之灾。

走投无路的王先荣遇到了他的恩
师———湖南农业大学石雪晖教授。石雪
晖和湖南农大七八个专家连夜开出7套
救治方案，挽救了刚兴起的葡萄产业。

1996年，已被誉为“葡萄大王”的王
先荣到沿海走了一趟，发现市场上销得
最火的都是标着进口水果的美国红提，
价格每公斤高达60元以上，是自己所种
葡萄的好几倍。

王先荣决定自己种红提。半蛇皮袋
子“红地球”红提苗花了他13万元。他新
辟2亩葡萄园作为自己的试验基地，在
园子里搭了一个棚住下。

一个个问题在他的努力下迎刃而
解， 短短两年， 他记下20多本笔记。
1998年，美国“红地球”在他的葡萄园里
硕果累累。

美国提子在我国南方栽培成功，王
先荣再次创造了奇迹。

2002年，王先荣与湖南农大、澧县
政府共同承担的省农业重大科技项
目———葡萄引种与高效无公害栽培配
套技术研究， 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随后，他又摸索成功了葡萄一年两熟技
术，填补国内空白。

去年，省里出台全国首个欧亚种葡
萄生产标准，采用的就是王先荣和湖南
农大教授一起撰写的标准。中国农业出
版社出版的《中国红地球栽培》一书中，
也采用了同样的标准。王先荣被誉为中
国“‘红地球’之父”。

从种到酿
2005年一趟欧洲之行，喝到了美味

法国葡萄酒的王先荣得知， 国内葡萄酒
多来自国外， 一个葡萄酒消费大国却是
个葡萄酒生产小国。 这深深刺痛了他。

回国后，王先荣利用丘岗地建起了
酿酒刺葡萄生产、科研基地，与湖南农
大合作科研，采用经染色体加倍、诱导
芽变、筛选优系、种间杂交等多种育种
技术，终于选育出适合酿酒的刺葡萄新

品系。
刺葡萄酒系列产品研发填补了国

内空白，酿酒刺葡萄新品种“湘酿1号”
选育、刺葡萄酒系列产品研发等课题研
究经专家鉴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他聘请长城、王朝两大国内葡萄酒知
名企业的总工程师担任技术顾问，还派出
技术人员到西北农大学习酿酒工艺。

2007年7月， 在澧县张公庙镇，神
州庄园葡萄酒业有限公司一条年产
3000吨，国内先进的压榨、过滤、灌装、
检测等全套葡萄酒自动化生产线投产。

原汁原味的葡萄酒酿出来了，王先
荣再次尝到了梦圆的芳甜。

“神州庄园”系列葡萄酒包括高级
干红、经典高级干红、典藏高级干红等，
获省农博会金奖， 并由省商务厅推荐、
国家商务部核准，其公司成为全国酒类
流通监测系统样本企业。

从个体到合作
当葡萄让越多越多的农民走上致

富之路时，已是全国劳模、党代表的王
先荣却坐不住了。葡萄产业方面的问题
让王先荣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种植零

散、良种面窄、乱引滥调、操作没有标准
化；品牌意识较差，以次充好彼此压价，
销售市场混乱。

王先荣意识到澧县葡萄产业要健
康发展，必须将葡农组织起来，走规模
化、标准化、科学化、产业化之路。

2009年， 王先荣发起成立了湖南
农康葡萄专业合作社，并担任理事长。

合作社对成员提供从生产到销售
全程优质服务，推广标准化种植，统一
种苗供应、统一生产技术标准、统一物
资供应和品牌包装营销。合作社注册了
“澧康葡萄”商标，订制了统一的包装，
统一分级标准，集中检测，统一销售；建
立“农康”网站，在网上发布销售信息。

去年， 农康合作社用7天就抢占了
南昌、南京等地市场，每天1000个销售
网点同时销售，一天从澧县发出葡萄48
车。

“我想通过合作社，打造科技创新、
组织管理、 信息化营销和投融资4个平
台，建立一个冷链物流体系，销售从季
度性到常年供应， 掌握市场定价权，让
合作社成员利益最大化。 ”作为理事长，
王先荣对合作社还有更长远的规划。

（紧接1版②）这4个规定，每个规
定都只有简单7条， 但都是血的
教训总结，每个企业主要负责人
必须做到， 而且也是能够做到
的。 只要做到了，就能有效遏制
重特大事故；违反规定，就要依
法处罚。

省安监局已统一制作地下
矿山、 露天矿山和危险化学品、
烟花爆竹企业主要负责人保护

员工生命安全的“七条规定”标
牌7626块，将免费发放给全省各
相关企业，并要求悬挂在企业醒
目位置；坚持学用结合，推动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促进
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
转。

副省长盛茂林出席今天的
启动仪式， 并向企业负责人、群
众代表发放安全生产宣传资料。

（上接1版③）
会议进行不到1个小时，主

持会议的浏阳市副市长邓阳锋
实在忍不住了，顾不上与正在宣
讲的李大剑打招呼，直接切过话
筒，大声说：“请大家喊醒身边睡
觉的同志，认真听讲。 总共才1个
半小时的学习，怎么这个样子！ ”

一经提醒，会场秩序立马好
转，台下听众纷纷把目光锁定前
方讲台。

然而，好景不长。 大约20分
钟之后， 记者看了一下会场，拿
手机玩游戏、歪着脖子睡觉的现
象再次出现。 记者拿着手机在会
场随意抓拍，不到5分钟，就拍到
10多位呼呼大睡者。更有意思的
是，见有人在拍照，一位参会者
赶紧用力试图摇醒身边那位歪
头大睡者。 无奈这位睡意太沉，
仅仅把原本歪向左边的脑袋转
为歪向右边，继续呼呼大睡。

（紧接1版④）三是后期局部可能
发生严重旱情。 7月上旬雨季结
束后，我省大部分地区有阶段性
的干旱发生，局部可能发生明显
的夏秋干旱。

省防指要求，集中抓好水毁

工程修复， 全面加强监测预警，
突出防御暴雨山洪，重点抓好水
库防守调度，切实做好城镇防涝
排渍，提前做好抗旱准备。

（上接1版⑤）
从今年报名的情况看，“985工程”、

“211工程”毕业生有1793人，占资格审
查通过人数的12.3%，另有国（境）外院
校留学生48人。 其中，高学历考生大幅
增加，有4名博士研究生、2116名硕士研

究生 ， 较 2012年增加 577人 ， 提升
3.85%。 中共党员和学生干部比例也进
一步提升，在审核通过的考生中，中共
党员（含预备党员）有5818人，占40%，
学生干部有13561人，占93.2%。 原籍考
生占绝大多数， 省内考生13741人，占

94.4%。
此次笔试设置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一

个科目， 考虑到大学生到村任职的工作
需要， 有一定比例农村基层工作方面的
实用知识。 参加笔试考生， 根据笔试成
绩， 分市州按照选聘计划1∶2的比例从

笔试成绩在合格线以上的对象中由高分
到低分确定参加笔试考生面试对象；笔
试成绩和面试成绩分别按50%的比例合
成综合成绩。成绩将于2013年6月中旬公
布， 考生可通过湖南领导人才网（http:
//www.hnleader.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