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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文热心 邓明
通讯员 彭广业

大湾，桂阳与常宁两县（市）交界处一
个古村。

全村200多户人家都姓夏。 自元末以
来， 夏氏一支由“江西泰和县鹅颈徙居于
此”，子孙繁衍，这里也就成为夏氏600多年
的聚居地。

夏氏始祖选择这里，可谓目光如电。

大湾之美
这里环境优美。
古村北倚白阜岭，南傍潭流水，东对大

字山，西靠鸾山，中间是一个平坦的肥沃盆
地。

村子四周自古有“竹林风笛、 石榜烟
樵、镜潭印月”等美景。

竹林风笛———“牧子骑牛去欲仙，间依
修竹未成眠；数声短笛凭谁和，借得长风入
远天”，大字山远观如笔架，自山顶至山腰
绿竹蓊蔚，绵延数千米，风起之时，层层绿
浪跌宕起伏，萧萧竹声，悦耳动听。

石榜烟樵———大字山西南麓有雷泉，每
天泉涌如奔，烟雾缥缈。泉边花香鸟鸣，樵夫
栖息凉亭，倚松卧石而眠。

镜潭印月———大字山底多地穴，暗河迂
回形成绿潭，深不可测。 皓月当空，潭无一
尘，水面如镜，也就是“天上一个月亮，潭中
一个月亮了”。

大湾之便
这里交通便利。
今天看来，大湾是桂阳县的“边陲”，翻

过北面的白阜岭就是常宁市了。可当年这里
却是北通南达的咽喉之地。

那条石板古驿道就从村子正中穿过。它
北可经常宁到衡阳，南过桂阳县城，入郴州
城，直达广东。 1923年谭（延闿）、赵（恒惕）
战争时，陈炯明在广州政变，谭奉孙中山之
命率部撤兵回援讨陈， 路线就是衡阳—常
宁—桂阳—郴州—广东。 这有他的《桂阳道
中》诗为证：“征途无容人将老，烈日炎风又
桂阳”；“小笕蛇趋畦上下， 老松龙伸路东
西”。

大湾不仅有“大路”，也有河流。 村南潭

流水直入舂陵江，如此，这里也能通江达海。

大湾之居
这里建筑豪华。
夏氏始祖“以布衣起，家世业农”，可发

展到十八世祖夏梅心时，“日益显赫于乡
里”，其三子夏时官至巡抚，夏时之子夏寿田
钦点榜眼。

夏氏家族的兴旺过程有建筑“年轮”印
证。

夏梅心的老宅在村南，是一栋四栋三间
青砖黑瓦小房。房子虽小，却不可小觐，上面
对联是湖南清末民初大学者王闿运的亲笔，
门框上的大理石来自云南。大概是他的儿孙
发达后，对房子“装修”了一番。 房前有青石
筑成的小台，两对拴马石仍存。台子那边，是
一个庞大的建筑群———他儿孙发迹后建的
官屋。

“巡抚第”是夏时升任巡抚后在这里建
的一所官厅。 青砖黑瓦，高墙深院；三进九
井，雕梁画栋。随着他在官场的得意，后来又
建了花厅。记者看到，花厅围墙虽然倒塌，但
当年的莲塘仍在，里头粉荷正绽。 夏寿田钦
点榜眼后，这里又起了“榜眼第”。接着，又建
起了夏氏宗祠、夏氏家庙……

花厅旁边有一栋二层楼的四合院。 住
在里头的老人告诉记者， 这里专住夏家小
姐、 太太， 至于叫什么楼， 他也说不清。
记者看到， 这里黄色大理石铺地， 尽管一
百多年了， 上面仍然发出耀眼的光芒。 至
于楼上栅栏的雕花， 虽然失去了光泽， 但
难掩其精致本色。

大湾之聚
这里人气旺盛。
村里人告诉记者，大湾至今保存着100

多栋古民居。 青砖瓦屋、青石巷道仍然是它
的基本特色。虽然其他民居在规模、工艺、档
次比不上夏氏父子的，可在“茅舍荆门”遍地
年代，也堪称豪宅了。

它们与夏时父子官舍的关系，可用“众
星拱月”作比。围绕“月”，前后左右有规律地
排列着“星”———栋栋四栋三间二层小型民
居。

夏氏父子也是夏氏家族的“精神中心”。
记者走进一栋民居，问其中几位老人，为什
么在夏家官舍旁建房。回答是：“都是夏家子
孙，图个照应啊！ ”

这回答内涵丰富。 在湘南，许多古村就
是一个村子一个姓，有的是“一杆多枝”，有
的是“多杆多枝”。 一个姓聚居在一起，基于
传统也罢，图个照应也罢，都是中国传统社
会结构的反映，即宗亲血缘是维系社会稳定
最基本的纽带。

这无疑是夏氏聚居大湾的社会原因。

湖南日报社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省工艺美术协会主办
记住乡愁———寻访最美的古村镇、老手艺

一个村子都姓“夏”
———探访桂阳古村大湾（上）

本报记者 左丹

9月17日，年逾50的邰勇夫
受娄底实验中学邀请，为该校7
年级学生作继承耕读传家好传
统的公益演讲。

自2008年以来，邰勇夫奔
走在校园，毛遂自荐，不计报酬
地给学生们作励志演讲600场
次。

邰勇夫是株洲人， 曾在广
东做过10年推销员。 他的校园
演讲， 最初是缘于他的自传体
小说《我推销，我生存》。小说发
行后，几家高校主动找到他，给
毕业生讲如何推销自己。

几场演讲下来， 使邰勇夫
萌发了一个想法： 一个缺少诚
信、 没有正确信仰的社会是可
怕的。 我要用自己的言行去影
响人们， 用自己微弱的光芒去
照亮社会！

于是， 他将自己少年求学
的经历写成演讲稿， 希望以此
唤起青少年学习热情。 自2008
年3月1日开始， 他背上包去校
园上门推销自己的演讲。

“校长您好！希望我能为贵
校同学、家长、老师们讲艰苦奋
斗自主学习， 让中华民族一代
更比一代强！ ”

“你是怎么进来的！出去！”
“我们不需要！ ”

……
邰勇夫的校园演讲推销得

异常艰难，白眼、拒绝是家常便
饭。 但他不气馁，沿着京广线，
一所所学校， 一个个教育部门
寻找能上台演讲的机会。

“一些学校问我演讲一场
要多少钱。 我说随便， 不给也
行，只要给我上台讲的机会。 ”
邰勇夫说。

2008年至2013年，邰勇夫
的足迹遍布全国10多个省市，
敲了近千家校园的大门， 以一
己之力， 在校园演讲的道路上
艰难前行。

转机出现在2013年8月的一
天。 这天，邰勇夫接到湖南省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人的电话，
聘请他做为期一年的“感恩资助
诚信自强”湖南省校园巡讲。

这一年， 邰勇夫走进湖南

117所学校， 做了128场演
讲。 他以自己的人生故事为
铺垫，劝孩子们珍惜学习机
会，爱祖国，爱劳动的演讲，
最长2小时，最短8分钟。 每
到一处都给人深深的心灵
震撼。

“每次演讲我都会问同
学们一个问题：‘你们有信仰
吗？ ’孩子们都茫然地摇头。
我为此深深担忧。 今天的青
少年不乏有钢筋混凝土构
建的大房子，但他们缺少心
灵的大房子。 ”

“我告诉同学们，我们的
一生中会拥有、会居住许多
座大大小小的房子，但无论
怎么样，它终究会有一天不
再属于你；只有通过终身学
习和社会实践营建起来的
心灵的大房子，才能与我们
终生相伴。 有了这样一座心
灵的大房子，我们的生命就
会充满活力，就会青春永驻，
就会无比顽强，就会战胜一
切困难。 这座心灵的大房子
叫做：信仰！ ”

“我们信仰劳动创造幸
福，知识和正确的思想改变
命运， 真善美永存， 热爱祖
国，诚信做人，终身学习成就
美好人生。 ”

2014年，邰勇夫的演讲
有了创新。 在演讲过程中，
他请出一个个来自各行各
业的先进模范人物，请他们
上台亮相，现身说法，把他
们艰苦奋斗的感人事迹分
享给同学们。

“您现在没有工作，自
己生活也不易，但为什么还
要做校园演讲这件事呢？ ”
记者问邰勇夫。

“我自小喜欢文学，目
前已出了好几本书，也做一
些有关文化的工作。 我做校
园演讲的原因是，因为我觉
得社会的好坏、祖国的兴衰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 我
愿意做中国青少年的心灵

‘牧师’，帮助他们树立正确
的人生信仰。 建立自己的心
灵之屋。 这样他们就会有战
胜一切困难的动力。 虽然艰
难，但我会继续讲下去！ ”

大湾夏梅心老宅前的拴马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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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