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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浏

阳围绕 “全国先

进、 全省样板”的

目标，按照“布局美、产业美、

环境美、生活美、风尚美”的要

求，扎实推进全域美丽乡村示

范县（市）建设，突出抓好 “环

境优化、文化引领、产业培育”

三大关键，致力将浏阳全域打

造成为独具特色、极具魅力的

大花园、大景区。

通过全面动员 、 全民参

与、全域推进，浏阳建设美丽

乡村取得初步成效，涌现出了

一批全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的特色乡镇———

湖湘宝地·美丽浏阳

（本文图片由镇头镇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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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匿于连云山脉下，浏阳市社港镇演绎
着不老的“神话”。

这里有传承百年的“江氏正骨术”，是“双
百人物”寻淮洲的故里，还有原生态周洛大峡
谷景区。 名人名医，好山好水，铺垫了社港的
神奇色彩，让这座小镇充满了活力与灵性。

“在中医正骨名镇、生态旅游新镇、区域
边贸重镇的基础上，社港镇将建成浏平长区
域性中心重镇。 ”社港镇党委书记汤建军说。

传承百年，不老中医“正骨术”

从浏阳城区北行 50 公里左右， 便进入

了社港镇区域。 上午 8 点，位于镇中心的浏
阳市骨伤科医院人流如织。

长沙、岳阳、湘潭、衡阳和江西、湖北、甘
肃、云南等全国各地的患者慕名而来。 他们
几乎都是慕名江氏家族祖传的“正骨术”而
来。

“江氏正骨术”始于清末。 其创始人江丕
佑参加辛亥革命后，归隐行医，成为专治跌
打损伤的“侠医”。 百余年来，“江氏正骨术”
经历了四代传人的传承与发展。其业务已辐
射至本省及湖北、 江西等周边省乃至全国，
2010 年 10 月，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全国中
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同志实地考察后大
为惊叹；今年“江氏正骨术”还成功申报湖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江氏正骨术”第三代传人，64 岁
的江林的办公室， 经常被患者围得水泄不
通。

在一楼医生办公室内，来自岳阳平江的
熊先生，右手背插了 6 根针。一周前，他摔了
一跤，手掌着地。 经诊断，右手掌桡骨远端粉
碎性骨折。

“之前去了几家大型医院，医生告诉我，
要么手术，要么住院，后来朋友告诉我来这
里找江林医生。 ”

“太神奇了！ ”熊先生回忆说，“当时江林
医生看了后，拉着我的右手说话。 可就在和
江林医生谈话间，一声脆响，断掌就接合好
了。 ”

通过“江氏正骨术”独特的手法复位和
克氏针交叉固定及螺钉固定治疗，熊先生的
手指已经能活动了。

盛名之下，这家医院给当地带来大量人
流，带活了小镇经济。

在社港，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餐饮店和宾
馆，医院附近小餐馆总是爆满。 刘先生在医
院附近租了一个门面做餐饮，这为他每年带
来将近 20 万元的收入。

“以前医院附近还是荒山，门口 106 国
道旁只有几栋房子。如今，每年有超过 20 万
人前来就诊。 加上陪护及探望的，全年超过
60 万人来到社港镇。 ”浏阳市骨伤科医院副
院长罗鹏说，“巨大的人气带动了餐饮、住
宿、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

社港镇政府早已意识到这一点。 镇长杨
品正介绍，社港镇将建设以骨伤科医院为核
心的健康产业园，配套康复疗养基地和中药
材种植基地，进一步将产业链拉长，做大做

强中医产业。

淮洲故里，百亩荷花分外红

从镇中心一路向东， 沿社大公路行驶，
约三公里左右，进入社港镇淮洲村，村的中
心位置便是寻淮洲故居。

拾阶而上，黄墙青瓦掩映竹林，正门两
侧壁上楷书书有：“南国黄狮， 中天赤帜”八
个大字。

寻淮洲的经历颇富传奇色彩。 15岁参加
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与陈伯钧、王良同为红
四军三十一团有名的青年知识分子连长。 19
岁当师长，21 岁成为红军史上最年轻的军团
长，1933年 2月在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战斗
中，率红二十一军直插敌后，截断蒋军第五十
二师归路，为全歼该敌创造了条件。

1934 年， 谭家桥伏击战是红十军团的
第一仗，关系军团能否在皖南立足之胜败存
亡。 寻淮洲在这场战役中因伤势过重，在转
移途中牺牲。

“同志们，跟我冲啊！ ”故居展厅内镶嵌
着一幅油画， 再现了寻淮洲奋力杀敌的场
景，这如雷的呐喊，这如雨的马蹄，这如注的
热血，在历史长河的篇页中哗哗作响。

循着这片红色土地，如今，淮洲村正变

奏着红与绿的发展新姿，续写新的传奇。
在寻淮洲故居前，眼前 100 多亩的荷花

相继绽放，微风乍起，波光潋潋，荷花的身姿
随着微风摇曳，清香扑鼻，令人心旷神怡。

“如果说划船赏荷是一件风雅之事的
话，那么来到淮洲村，则有几分幸运了。 ”淮
洲村党支部书记林发中说，淮洲村以淮洲故
居红色文化为优势， 同时打造农业休闲产
业，游客可以乘小船赏荷花、摸泥鳅。

据了解，淮洲村成立了浏阳淮洲生态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今年开春种上 100 多亩荷
花，50 亩果树和 50 亩龙虾基地， 既吸引游

客，又增加了村民收入。

捞刀河源，诗意梦幻原生态

继续向东，就到了捞刀河源连云山脉。
相传三国时，关羽攻打长沙，乘坐小船由此
河入湘江， 却不想在入江口一个大浪打过
来，手中的青龙偃月刀掉落河中。 宝刀上的
青龙遇水而活， 带着刀身逆流而上七公里，
被门将周仓在一个小镇水域中打捞而起，

“捞刀河”之名由此而来。
汽车盘旋至山腰，数十条瀑布沿着连云

山山脉中的峡谷汇成小溪流， 流向丹霞湖，
这是捞刀河源的“大水缸”。

2800 亩水域， 一头在浏阳， 一头入平
江，波平如镜，水色泠泠，修竹连山以娉婷，
旷朗至极。

源其亿万斯年的造化，以自然的力量成
就了丹霞地貌，社港成了浏阳独特的自然之
美，丹霞湖由此得名。

对于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现象，社港人
早已习以为常。 沿捞刀河源两岸，只要寻一
处幽径前行，便轻易可见。

溯流而上，深入社港“秘境”———周洛原
生态大峡谷。 时值午后，不少游客在周洛大
峡谷情人湖亭榭中品茶。 徐徐山风，山鸟啁
啾，闹中有静。

茶歇，登上乌篷船，湖水无声绕船流，锦
鲤游动迟缓而优雅，就连游人也不敢高声言
语，唯恐惊动天上人。

乌篷船轻轻缓缓摇至终点，五六只白鹅
“嘎嘎”高叫几声，大摇大摆地扑入水中，从
从容容地划到对岸，消失在密林中。 除了情
人湖，周洛景区深处还生长着亚洲最大的野
生桂花群落，有丹桂、金桂、银桂，是中国首
次发现的野生桂花群落。 每到中秋月圆之
时，峡谷中的桂花竞相绽放，异香扑鼻。

此外，景区有中南地区最大的瀑布群，娴
静时似美人卷珠帘，澎湃似是银河落九天。

“今年二季度，仅周洛大峡谷就吸引了
全国 6 万多名游客， 是 2014 年全年游客数
的三倍。 ”湖南周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李志坚感慨：“真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啊！ ”

正骨名镇 神奇社港

陈新 王文隆 林湘国 罗定坤

展开地图，长沙、株洲、醴陵相连的中心
地带，有一片三角区域便是镇头镇———因为
位于浏阳西边，人们形象地称之为浏阳“西
大门”。

全国重点镇、长沙市城乡融合发展试点
镇、长株潭地区工贸物流重镇、长沙市 5 个
中心镇之一……镇头的战略地位与发展空
间，在多重身份之下已然彰显。

“百尺竿头”，如何“更进一步”？
“按照浏阳‘以全域美丽乡村建设，促推

全域旅游发展’的总体思路，镇头镇挖掘乡
村旅游资源， 打造包括金牌村车田屋场、浏
阳河风光带、百步滩、万亩油茶林、章甫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等在内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 ”镇头镇党委书记孙谦说。

九曲浏河 美轮美奂

初到镇头，农历 5 月 13 日刚过，下了一
场好大的雨。“关云长磨刀呢。 ”84 岁的卢德
忠老人对“磨刀雨”预示“风调雨顺、国泰民
安”之说深信不疑。

“镇头浏阳河百步滩，是浏阳河在浏阳
境内的最后一道湾。 ”在镇头居住了一辈子
的卢德忠对家乡风物了如指掌。浏阳河穿镇
而过，在此弯过了一道湾，进入长沙县。水运
时期，这是浏阳途经长沙、株洲的中转站，盛
极一时。

我们漫步浏阳河畔，穿过晃悠悠的铁索
桥，来到浏阳河、涧江河冲击而成的一个小
小沙洲。

不知何故，虽然暴雨刚歇，河水却十分
清澈，倒映着水边新绿草木。 几艘乌篷船点
缀其间，宛如画中。

洲上居住了两户人家， 忙时种菜扫洒，
闲时钓鱼养花，好一派神仙日子。

沿着浏阳河风光带继续前行，走进河边
的镇头老街，古朴、幽静之感扑面而来。

古街旁还保留着几栋年久的木房子，零
星的几块麻石条，被岁月打磨得溜光，勾勒
出老街昔日繁华。

行至百步滩，俨然浏阳河上“橘子洲”！
没有人知道它是何时出现的，它名字的来历
也众说纷纭。

有人说是“百铺滩”，意为镇头老街店铺
林立，多达百余；也有人说“白布滩”，意为滩
头砂石洁净，能漂晒白布。现在的百步滩，取
意走数百步，贯穿全洲。

以前，百步滩一片荒芜。 岁月与河水一
齐流淌，漫过滩头，留下丰厚的馈赠。上个世
纪 90 年代，陈平会带头接手这个小洲。近百
亩的柑橘， 几十亩花木苗圃， 十余亩蔬菜
……就这样在洲上“安家落户”。

如今，69 岁的胡瑞金是百步滩上的“守
岛人”， 每天乘着渡船照看岛上水果和苗
木。

他说：待到 9 月，橘子红了，放眼望去，
又是一座“黄金沙洲”。

人文根脉 不绝如缕

暮色朦胧，河面如镜。突然，一串奇特呼
哨传出，长篙横扫，数只鸬鹚应声入水。

须臾间，已有鸬鹚腾空而起，叼着鱼儿
跃回船上……

这是 9 岁就跟随爷爷上船的潘学华最
初也最深的捕鱼记忆。这样的场景已消失近
40 年。

镇头是旧时浏阳渔民最集中的地方，拥
有浏阳唯一的专业渔社———湘淮渔业社。最
令人称奇的是：“渔民皆潘姓”。 如今拥有渔
民证的 65 户渔民，95%姓潘。

“渔民皆为本宗本家人士，外姓渔民很
少。 ”潘学华回忆。

地方旧志记载：“潘姓鸬鸟渔舟莫知其
所始。”据说，明时，潘姓先祖自外地来浏，无
地可为业，遂捕鱼为生。

每年农历十月廿八日，浏阳河上所有渔
船都会赶到潘姓宗祠所在地———西乡龙潭
白沙庙开潭会。

船主到齐之后，斋戒沐浴，到十一月初
一祭神“开潭”后，方可吃荤。

开潭之时，先用三眼铳放响三声，所有
渔船从龙潭离开捕鱼。 待到十一月初四，将

捕捞 400 斤鱼上缴，随后各自散去。
在渔民心里近乎图腾般的“开潭会”，随

着浏河波涛翻滚远去。 如今，镇头正着手将
“开潭会”作为民俗旅游项目重新办起来，重
现昔日荣光。

“开潭会”、“观皮影”是属于镇头的人文
时代。

唱念做打，锣鼓声起。小小帷幕，撑起世
间喜怒哀乐。

一次偶然观戏， 让 10 岁的钟孔文迷上
了光影斑驳的皮影戏。 成年后，他拜老艺人
为师，学习皮影雕刻、操作技巧、皮腔唱法
……两年后出师独挑大梁，至今已 31 年。

皮影戏班一般由三人组成， 打击乐、管
弦乐、提影型各一人。 他却不挑，样样行。

“那时候请我们去演戏的人可多了，考
学、结婚、病愈……只要是还愿，都得喊皮影
戏班子去凑席，株洲、湘潭，江西，从年头演
到年尾。 ”钟孔文忆往昔。

随着电视、电影、网络的极大发展，皮影
戏已风光不再，目前全镇能演皮影戏的已不
足 10 人。为传承文化，镇头镇成立了皮影协
会分会，为皮影戏爱好者搭建学唱和交流平
台。

宜业绿城 呼之欲出

犹记当年，千帆竞发，市邑如林。随着公
路发展、河坝阻断，水运渐趋沉寂。

然而，镇头这座有着千年历史、深厚底
蕴的古镇，却在近年蓬勃兴起。

从绿色产业入手， 是镇头镇的发展之
要。 浏阳市环保科技示范园应运而生。

“去年新引进企业 13 家， 其中投资
5000 万元及以上的有 6 家。全面开发后，可
引进百余家企业， 实现综合产值 150 亿元，
年税收 2.5 亿元，最终将成为浏阳市最大的
环保综合产业园。 ”孙谦指着规划蓝图，信心
百倍。

油茶、 花卉苗木既是镇头镇的传统产
业，又是新兴“绿金”产业，共同为镇头镇的
乡村旅游添姿加彩。

抵达金牌村时，正值晌午，艳阳肆虐。站
在车田古井处，掬一捧井水饮下，霎时退却

一身的燥热疲乏。
实际上，“车田井” 并非人工钻井而成，

而是前人淘金挖空了山，汩汩清泉从山洞石
缝中流出，遂成取水口。 车田井水直接连接
浇灌庄稼、苗木的沟渠。

也许是一直用井水浇灌，金牌村花木扶
疏，郁郁葱葱，总是长得比别处好些。 全村
3000 亩地有 2000 多亩苗木，4200 人有
3300 人从事花卉苗木行业， 可谓家家户户
淘“绿金”。

镇头万亩茶园，入目之处，漫山遍野皆
是茶树林。

过去， 镇头镇的茶农家家户户种茶树，
产茶油，土茶油虽好，却只能自产自销。 现
在， 茶农的茶树林大部分被金霞集团承包，
直接收购茶籽，给农户增添了致富新路。

带着笔者走遍镇头镇的刘琼对此处最
为钟爱。 她说，要是 10 月份来，第一拨山茶
籽油新鲜开榨，空气中满是茶油香，惹人遐
想， 这是镇头镇最香的时节。 要是等到 12
月，山茶花开，万绿丛中朵朵素洁淡雅，清香
悠然，那又是镇头镇最美的时节。

浏河明珠 绿色镇头
王茜 王文隆 林湘国 罗定坤

6.3 万亩的花卉苗木，纵横交错，色彩丰富。

寻淮洲故居。

镇头拥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分别与长沙、株洲接壤。

丹霞湖。

江林医生坐诊。

鸟瞰镇头，浏阳河环绕而过，绿水、绿树……“绿”是这座全国重点镇最鲜明的标签。

甘棠村石坑屋场。

（本文图片由社港镇政府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