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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5年农历正月初二， 溆浦县山背花瑶古寨40多
人，穿着民族盛装，牵着山羊，挑着锦鸡、美酒，到陈黎
明家拜大年。

翌日，陈黎明便带着全家去瑶寨回拜。 大碗喝酒，
还和“瑶王”杨庭红结拜为兄弟。

今年春节， 像约好似的， 两兄弟又相互串门拜大
年。

这都是一条路修来的情缘。
山背花瑶古寨，“良田美池，鸡犬相闻”，如避世桃

源般古朴宁静。 以3万亩原始梯田之雄奇和独有的花瑶
文化著称，却因为少条公路，曾和外界隔绝了几千年。
“高山高界好望天”，尽管高铁通到山下，要进山也是难
上加难。

2014年夏天，陈黎明第一次来到瑶寨。“瑶王”杨庭
红家的厕所，就是一个粪桶，使用时粪水溅起好高。 临
近晚上，同行的人都说“走了算了”。 陈黎明说“必须
住”。

第二天一早，看到客人们都在，“瑶王”80多岁的母
亲哭了。

陈黎明当场拍板：“我给瑶寨修条路。 ”
一年多后，一条投入近千万元、20多公里长的水泥

大道，终于通进了瑶山。“坐高铁看花瑶梯田”成为四面
八方游客的向往。

陈黎明又说服花瑶姑娘走出家门， 成立花瑶文化
艺术团，请来老师培训。 艺术团从家乡演到了北京，演
到了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 联合国旅游组织秘书长
塔勒布·瑞法依先生当场穿上送给他的花瑶背心，一起
载歌载舞起来，并大声地说：“花瑶姑娘太美丽了，花瑶
文化太神奇了。 我要马上飞到雪峰山， 去花瑶古寨做
客！ ”

由50多位婆婆妈妈组成的挑花艺术合作社， 也在
瑶寨家门口大秀手艺，去年收入50多万元。

奉兰香，年轻的山背花瑶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已决定从深圳返乡加盟。

一位省领导来考察旅游扶贫“雪峰山模式”，正在
小溪里洗脚的陈桂珍大娘，不认得省领导，却拉着陈黎
明手说：“你是我们这里的大恩人啊。 要不是你带着大
家搞旅游，雁鹅界这地方，鬼都不会来。 ”

陈黎明累计用于扶贫帮困的资金达7000多万元，
受益群众20万人。

问陈黎明关于财富的事，他喜欢说：“子孙不如我，
留钱做什么？ 儿女若强我，留钱做什么？ ”

回归山野出奇崛
金中基

很多年前， 陈黎明同我说， 年纪大了要回到山
里去。 当时认为只是玩笑而已。 后来， 他真的在山
里买了小木屋， 逢节假日回来小憩。 这几年他是真
的归隐山林了！

“我就是个山里人 。” 陈黎明喜欢这样介绍自
己。 不了解的人， 还以为他说风凉话， 也颇有微词。

说自己是 “山里人”， 还真不是陈黎明故意 “显
摆”。 这次采访的几天中， 一个深刻的感受是， 陈黎
明真正地融入了山里， 有点回归自然的境界。

他的穿着与古铜色的肤色， 与当地人没有什么
不同。 他能走几十里山路不歇气。 到村寨， 老百姓
都认得他， 他也能叫出一些人的名字， 人们跟他打
招呼说话很随便， 没有什么顾忌。 他与穿岩山 “祥
婆”、 花瑶古寨 “瑶王”， 称兄道弟， 大碗喝酒， 好
得不得了 。 四季农事 ， 犁田打禾 ， 他也都会几下 。
当地人说， 陈黎明和他们一样， 合得来！ 他已成了
一个地地道道的雪峰山人， 深深地扎下根。 谈起他
这个 “新雪峰山人”， 他落根的理由也很充分： “一
是对雪峰山有感情， 二是雪峰山生态民俗文化是办
旅游的珍贵稀缺的资源。”

儿时跟着父亲下放到这大山里， 那份乡愁与眷
恋让他从此萦绕牵挂一生。 他把这里的乡亲当亲人。
记得有一年， 那时他的企业办得还不大， 他找我帮
忙给乡邻家的小孩在长沙寻个事做， 那个劲儿就像
为自己孩子办事一样。 当然， 现在的他帮乡亲慷慨
大方， 一掷千金。 也难怪， 他在当地的影响如此大，
老百姓把他当恩人， 不认得领导只认得他。 山里人
是最实诚的， 你对他好， 他舍得把心肝掏给你。

爱山里的人， 才会爱这大山， 这片土地。 在湖
南， 雪峰山是名山大麓， 有奇绝的风光， 更有瑰丽
的文化。 这些年， 陈黎明在大山里淘了不少好 “宝
贝”， 把雪峰之魂舞动了。 多年不见的龙灯， 濒临绝
迹的渔鼓， 岌岌可危的宗祠文化， 国家级非遗 “花
瑶挑花”， 这些传统民族文化又复活重现。 老百姓说
陈黎明是 “大好人” “大贤人”， 是当之无愧的。

回归雪峰山二次创业， 陈黎明把当地的公益慈
善做起来 ， 老百姓支持他 ； 把民族文化挖掘传承 ，
又促进了旅游企业的发展， 可谓相得益彰。 与传统
乡贤不同的是， 他不是纯粹地不求回报， 而是在做
企业的同时， 通过道德的影响感化人， 凭借文化的
力量成风化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 陈黎明堪称新一
代乡贤。

陈黎明好一口酒， 时常喝得脸红面光， 有时也
说一些似是而非的酒话。 身体魁壮、 血脉贲张的他
骄傲地说自己是年轻人的血管， 乍看的确怎么也不
像个玩文的。 但他小时候就拜师学过戏， 如今兴起
也能唱一段辰河高腔。 与邓宏顺、 张家和、 柴棚一
帮怀化籍文人打得火热。 在王跃文的 《国画》 当红
之时， 他对我说， 要写一部 《猪场》。 至今问起， 知
尚未成稿。 可他写在雪峰山的大作， 又莫不令人惊
叹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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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与黎明也多年没联系了， 但却始终记得， 当年他在
实业做得并不很大的情况下， 跟我去过回春村， 为老百姓
捐助了5万块钱， 用来购买良种母猪。 这件事， 村民是领情
的。

我始终坚信， 最新最美的文字和图画， 不是写在书上，
画在纸上， 而是镌刻在大地之上。 黎明决定这样做， 相信
还会有更多的人这样做。

———摘自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斌为 《雪峰山之魂———穿
岩山》 画册所作序言

正值传统端午节， 我与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院长于向
东、 上海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卓福民专程来到湖南雪峰山
考察。 这里山好， 水好， 人好， 空气好， 食品好， 风景美，
文化奇！ 陈黎明这几年把雪峰山搞得风生水起， 深感佩服。

我相信： 雪峰山， 因陈黎明而更加美丽。 我们将发起成立
“雪峰山旅游发展基金”。 我也向当地慈善会捐赠了100万善
款， 用于扶危济困， 支持陈黎明的旅游扶贫慈善行为。

———上海鹏欣集团董事局主席姜照柏

那些舞动的灯， 婉转的高腔， 祭祀的场景……都构成
了黎明心理结构中重要的文化元素。 他第一个考虑的就是
如何让这些充满魅力的民俗“活” 起来， 成为老百姓的精
神家园。 他推进精准扶贫和旅游结合， 他的扶贫工作有时
候优先他的基础设施建设， 他固执地要用旅游产业带动他
的乡亲们致富。 因此， 黎明是一个新时代的新乡贤。

———吉首大学教授张建永

陈黎明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 顺天时、 重实干、 合民
意。 合田村的人见了他， 说活菩萨来了， 为什么不早点来
哦， 就盼着他带大家脱贫致富呢。 合田村姜家院子的文物
鸳鸯井， 以前摆放了抽水机， 水面漂着机油， 连着20多根

管子， 陈黎明看到后， 说这是个宝贝， 赶快保护起来。 镇
上老习武堂损坏几十年了， 最近他也修复了。

———溆浦县黄茅园镇合田村村民、 姜族理事会副会长
姜定赳

我认为乡贤精神就是积聚乡愁、 回报乡亲、 建设乡梓。
陈黎明是当之无愧的乡贤。 他用旅游开发为文化龙潭的建设
搭起金桥指明方向， 带动了一批小乡贤传承乡贤精神， 他将
文化基因、 乡贤精神与脱贫致富结合， 受到老百姓爱戴。

———雪峰文化研究会民俗分会名誉会长姜庆华

陈黎明是成功的企业家， 也是资深文化人和开明慈善
家。 我和他接触一年多来， 深深感到他是龙潭文化事业的
守望者、 挖掘者、 传承者和发扬者。 如果不是陈黎明来了，
阳雀坡古村落的房子就要垮了。

———龙潭民俗文化研究会会长谌洪琪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整理）

陈黎明：

老马识归上雪峰

湖南日报记者 金中基 胡宇芬 通讯员 夏喜衡

甲午马年初夏， 陈黎明与人合作出版 《雪峰
山之魂———穿岩山》 画册， 找欧阳斌写序。 欧阳
斌欣然应允， 写下了 《乡愁难舍， 老马识归》，
或许是寄托了这位离开怀化多年的老书记的离情
别绪， 或许是对老朋友陈黎明回归雪峰山的赞扬
与勉励。

“乡愁， 其实就是化不开的乡情， 是生命之
根。” 欧阳斌在序中写道， “时逢马年， 落叶归
根， 有句成语叫‘老马识途’， 我把它改成‘老
马识归’。 意思是， 每一个生命， 都应该找得到
回家的路， 都应当珍惜生命之根。”

� � � �连绵的雪峰山脉， 在溆浦县一个叫统溪河乡
的地方念了几句魔咒， 隆起了鬼斧神工的穿岩
山。 陈黎明住进穿岩山上的木屋， 至今已是第16
个年头。

5月的穿岩山， 依然寒意袭人。 记者走进陈
黎明的堂屋里， 一张斑驳的八仙桌下， 红红的炭
火烧得正旺， 抬头是一块块熏黑的腊肉， 几只狗
来回晃悠。

“我就是个山里人。” 两度登上胡润全球华
人富豪榜， 陈黎明喜欢的还是住小木屋， 吃红薯
饭， 睡木板床。

在怀化， 陈黎明是个传奇。
当过伐木工， 做过小工， 当过兵， 下过岗，

他没想到， 与3个战友筹了3万元钱养猪， 却成了
气候。 几年后成立大康牧业公司，并一举在深交所
上市。 当时，流传他的一句名言：“把猪当人养。 ”

与员工一起挖鱼塘， 睡运猪的火车皮， 也没
有给自己买专车。 创业之初， 陈黎明吃得苦，
“抠” 也出名。 有一次上长沙办事， 请帮忙跑腿
的市长在地下室吃了几十元饭菜。 他却说：“我这
是保护官员。”

2013年， 他退出大康牧业董事长职务时， 舆
论一片哗然， 人们的惊异与当初陈黎明不当外贸
经理下岗办猪场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个当时个人资产在胡
润排行榜位列湖南前三的人， 不去大城市或国外
尽享奢华， 而是一头钻进雪峰山腹地的穿岩山。

多年前买下的山间小木屋， 过去只是节假日
来此小住， 现在真正在这里住下来， 不走了。 当
然， 他不只是回归山野， 安享清福。 他说， 他是
一个战士， 永远冲锋不止。 他成立了雪峰山生态
文化旅游公司， 开始第二次创业。

“儿时， 我曾在父亲下放的穿岩山生活过近
10年。 这里的贫穷落后在我心里烙下了印记， 这
里奇特秀美的自然风光让我难以忘怀。” 陈黎明
是个念旧的人。

在一些人的眼里， 陈黎明似乎有点“哈”。
陈黎明是土生土长的溆浦人。 在溆浦话里，
“哈” 就是傻气的意思。

“哈山哈人有哈福， 善心善举得善报。” 这
是陈黎明自撰的一副对联， 并把它悬于山门。

不以“哈” 为耻， 反以为荣， 陈黎明的微信
号， 也取名“哈协主席”。

在陈黎明心里， 雪峰山是家乡人民的宝山。
要把山里的宝挖出来， 让大家不再守着宝山受
穷， 自己当个“哈” 人也值得。

� � � �爬上雁鹅界， 木楼里正在玩三棒鼓。 我们一行赶去看热
闹。 陈黎明凑上去，一边敲锣，一边高声大唱，与一个打鼓的、
一个舞小刀的，玩得尽兴。

三棒鼓是雪峰山一带特有的民间艺术。 打鼓的人通常要
同时使用三根同样的棒，一手持一根有节奏地击鼓，另外一根
抛向空中，这样边打边接，边接边唱。

“小时候，经常能看到三棒鼓表演。 ”陈黎明说，他也拜过
师，跟一些民间艺人跑过江湖场子，所以现在还会一点点。

陈黎明记得，辰河高腔剧团演员就住在他家隔壁，因为喜
欢听高腔，时常跟着剧团演出。 如今，陈黎明还能吊几嗓子。

可是，这些优秀民间艺术正在销声匿迹，离我们远去。
2002年春节， 想感受一回儿时舞灯热闹劲的陈黎明，是

在农户的猪栏里找到的龙头。 他请篾匠赶制龙身、龙尾、蚌壳
灯，又找来会舞灯的好“角子”，再找来年轻人排练，过了把舞
灯的瘾。 当地村民说，这比打麻将、买码要好得多。

雪峰山文化起源于商、周，民间艺术尤为斑斓多彩，陈黎
明对其中有的濒临绝迹忧虑痛心。 他出钱出力组建了雪峰文
化研究会、 龙潭民俗文化研究会， 组织专家学者研讨高庙文
化。 他要找回雪峰山的魂。

龙潭灯文化，是“龙潭外甥”陈黎明想重振的大戏。粗犷威
猛的龙灯、美丽优雅的鹅颈灯……品种有10多种。 被誉为“斯
文灯”的蚕灯，生动又细腻地表现了春蚕的雍容神态和娴静的
生活习性，特别是几十串“蚕灯”云集在广场表演“上桌”“上
树”时，将人带入梦幻似的境界。

“龙潭灯差点要灭绝了。 陈黎明把它复活了。 去年阳雀坡
古村落腊八节那天，来自长沙、邵阳、怀化等地的上万游客，欣
赏了板凳龙、草把灯、蚕灯等汇聚的大灯会。 ”龙潭民俗文化研
究会会长谌洪琪对记者说，这是多年未见的灯会盛况。

龙潭至今保留了50多座祠堂，都成了陈黎明眼中的宝贝。
只要宗祠有活动，他都出钱出面参与支持。

失落在民间的渔鼓、木脑壳戏等文化遗产的传人，陈黎明
走乡串寨找回来。 每人每月补助600元， 有演出再每次补助
200元。

2014年初的一天，陈黎明在统溪河乡玩杂耍的侯祖六引
路下，去10多公里外的罗子山拜访渔鼓师傅。 老人80多岁了，
年轻时还去北京参加过表演。当天两人爬了4个小时山才到老
人的家。 陈黎明当场录下了老人的唱腔， 摘抄了好些渔鼓歌
词。 下山后，一支11人的渔鼓艺术表演队成立了。

60岁的黄建德，平时是理发师，有演出就成了渔鼓师。
年近古稀的谌赐荣，是木脑壳戏家传第五代传人，今年1

月开始享受雪峰山旅游公司补助，演出也多了起来。更高兴的
是，儿子想学了。

“流芳千古的雪峰山文化，已经浸入我的骨髓里。 ”陈黎明
说，这些民间老艺术家生活贫困，乐于坚守，他们就似我的父
辈永远值得尊敬！

山水无言，文化为魂。 沉默多年的雪峰山，因为文化的复
苏又灵动起来。

■人物档案

陈黎明，1962年2月出生于湖南溆浦。当
过兵，下过岗。担任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12年 ，曾荣获 “全省带领农民致富
奔小康领军人物”“最受尊敬的上市公司董事
长”等称号。现为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湖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
致力于挖掘雪峰山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
打造了阳雀坡古村落、 穿岩山森林公园两个
国家级3A景区 ，探索出了旅游扶贫的 “雪峰
山模式”，得到省市充分肯定。 他投入7000多
万元用于雪峰山扶贫， 获得第九届中华慈善
奖“最具爱心捐赠个人”提名奖，是湖南省唯
一个人获奖者。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我就是个山里人”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雪峰山文化，已经浸入我的骨髓里”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你是我们这里的大恩人啊”

■采访手札

■众说新乡贤

“雪峰山，将更加美丽”

� � � �陈黎明（前右）与“瑶王”杨庭红结拜兄弟，帮助修通瑶山路，让山背花瑶古寨走出深闺。 通讯员 摄

陈黎明在山背花瑶梯田。 通讯员 摄

� � � �陈黎明（左） 与民间艺人黄建德一起玩三棒
鼓。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