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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张立

已至初夏艳阳天，家住邵阳市洞口县罗溪瑶
族乡宝瑶村的兰美英家， 仍架着火炉烧着柴火，
炉火上的黑色铁锅冒着腾腾热气。原来，她正做
着迎接客人的“熬茶”。6月初，记者前往采访，领
略该村自然美景之美丽与文化传承之魅力。

宝瑶村地处雪峰山腹地，坐落在罗溪国家森
林公园境内，已有千年历史，瑶族人口占85%，是
一座地地道道的瑶寨。 初入瑶寨，映入眼帘的便
是护寨的寨堡和寨门， 都用石块和青砖砌筑，系
历史上为防匪患而修建。古寨小巷一排排青瓦木
屋吊脚楼，在群山怀抱里，在潺潺小溪边，鸡犬相
闻。

“上控云贵，下制长衡”，旧时宝瑶村是湘黔
古道来往商旅驻马歇憩、养精蓄锐的驿站，目前
村里仍保存着长10余里、 宽2米左右的青石板
路。笨重的绹马石、灰墙黛瓦赁子屋、石框大门上
镌刻的楹联、 檐下墙壁的绘画……千年已去，昔
日的古商城繁华黯然退去，而古道遗址依旧延伸
在人们的视野中， 恍如山风吹不散的依稀旧梦，
千年银杏的叶子倏忽飘几片，铺在古道上。

有人说，上一趟洞口罗溪，是一种享受。这种
享受其实是一种翻越险峻山峰、绕行崎岖山路后
的成就感，是见证瑶族原生态风情习俗淳朴与生
动的沉淀。而进一趟罗溪宝瑶村，则是一种奢侈，
大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就是这样的一种
描述吧。

宝瑶的民俗风情富有特色，在别处你要喝拦
门酒，在宝瑶为你呈上的则是暖暖的熬茶。一般
人们把茶叶直接放入瓷壶、 紫砂壶或玻璃茶具
内，用开水冲泡，叫泡茶、或冲茶。而宝瑶人把茶

叶放入特制的铁锅内，在火上炖，称为“熬茶”。
“上五里煮熬茶，下五里讲瑶话。瑶乡群众利

用高山云雾茶的优势， 慢慢地摸索熬茶经验，精
制成味道可口，解困提神的熬茶。后来，喝熬茶渐
渐成为罗溪上五里一带村民招待贵宾的第一礼
节。” 熬茶文化传承人、 宝瑶村村支书舒炉宝介
绍，在宝瑶附近的几个古老的村寨，一整套制作
“熬茶” 的工具一直是瑶乡姑娘们出嫁时最风光
的嫁妆。

清明、谷雨时节，采摘当地山上的野茶，炒三
次，揉三次，揉劲力道是关键。经过发汗，文火熏
干;存放茶叶篓中，跟腊肉一起悬挂在火塘上，慢
火烟熏，陈放愈久，茶叶愈香。熬好的茶有瑶族咖
啡之称，斟好的熬茶呈咖啡色，初入口时有股中
药的苦涩，其后清香清凉感才缓缓汇入口腔。

因为有人住着，村镇是活的。也因为有人
护着，村镇的美，才得以传承。2016年，熬茶被
列入湖南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瑶家上了年纪的人叫妈不叫妈，叫
‘家’。是传承了千百年的传统，‘家’是母亲的代
名词，有娘就有家，有家就有‘熬茶’。外面的人喝
了熬茶不睡觉，我们是不喝熬茶不睡觉，熬茶是
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融入血液里了。”舒炉宝介绍
说。

喝完熬茶你也可以试试这里的乌饭，感受一
下“乌饭节”。四月八“乌饭节”是宝瑶村瑶民的传
统节日，这天各家都要邀请亲朋好友相聚，一起
吃乌饭、融亲情。打糍粑、打陀螺、踩高跷、舞龙
灯、木偶戏、竹竿舞等活动也会接连登场。

2015年省财政厅扶贫队来宝瑶开展帮扶工
作，宝瑶媳妇杨芳捕捉到“乡村旅游”的商机，率
先在村里经营起“古道客栈”，“熬茶”、吃乌饭等
富有瑶寨特色的项目成了她吸引回头客的法宝。

“我们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
年六月，将在这里举行‘魅力罗溪、熬茶飘香’首
届中国（洞口罗溪）熬茶文化旅游节。”舒炉宝说。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王娟

今年46岁的陈红喜是一名聋人教
师，从事特殊教育近6年，先后被评为
常德市优秀教师、 省十大教育新闻人
物、中央电视台“最美乡村教师”等，今
年又登上了“中国好人榜”。

6月5日下午4时多，记者来到陈红
喜任教的安乡县特殊教育学校， 当时
学校已放学， 但陈红喜仍在电脑前整
理东西。在助听器辅助下，陈红喜没有
交流障碍。他身材高大，把自己收拾得
干干净净，让人感到清爽、阳光。

陈红喜的办公室位于教室一角，两
侧墙壁上贴着很多漂亮的漫画。“很多人
觉得不可思议，这些漫画怎么出自特殊
孩子之手？”陈红喜说，特殊孩子通过引
导、训练，一样可以激化出他们的创作灵
感。给船只“长”出一双翅膀，给汽车装上
导弹发射装置……孩子们的想像力很
丰富。

天津师范大学《青少年科技博览》
杂志社刚给陈红喜寄来“青少年科技
博览杯”科幻画比赛优秀组织奖奖牌，
原因是陈红喜的学生有多人获奖，其
中学生邓兴洲的漫画作品《DNA3D生
物打印机》获得一等奖。

陈红喜指着墙壁上张贴的20多
幅漫画，很自豪地说，这些都是他花钱
买来的“宝贝”。原来，学生画完一幅作
品时，陈红喜将其拍成照片，给各地杂
志社投稿。作品发表获得的稿费，存入
他创立的“爱与志美术基金”，然后再
奖励给孩子们， 以激化每个孩子的创
作灵感。

陈红喜还经常用漫画劝导学生，
乐观看待人生。 一次他去家访， 家长
说：“我家小宇最近变了， 总是乐呵呵

的。她哥哥笑她说：‘你真是个蠢宝，整
天在那里傻笑。’陈老师你猜小宇是怎
么说的？她说：‘你才是个蠢宝呢，生活
如此美好，你有眼睛却看不见。’”

陈红喜说，教特殊学生，一个简单
的字母反复教上千次， 好不容易教会
了，可一转眼学生又忘了，那种让人烦
得要爆炸的感觉，他有过；照顾残疾孩
子上厕所， 给他们擦洗屁股、 换洗衣
裤，这种脏活累活，他干过；上课时，莫
名其妙地被自闭症孩子扇一个耳光，
那种火辣辣的疼痛， 他也受过……而
这些辛酸，正是他坚守特教的原因。同
样作为一个残疾人，陈红喜明白，越是
特殊的孩子越需要他。

陈红喜并非先天性失聪， 小时候
他很健康聪明，后来考上了师范学校。
不幸的是，他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双
耳失聪了。1990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
一所学校任教。尽管在助听器辅助下，
交流没有障碍， 但陈红喜还是受到一
些人嘲讽，甚至有人当面喊他“聋子”。
陈红喜痛苦不堪。后来，他找到了慰藉
方式———画漫画。

“我听不到外面的世界，但可以很
专注地去做一件事。”陈红喜悟出一个
人生道理， 无声世界一样有广阔的天
地，他要将不幸变为“有幸”，利用自己
失聪的“优势”，“当个漫画家”。

就这样， 陈红喜通过自学练就了
一技之长，利用网络与外界联系，把漫
画作品发到网上。没过多久，稿费像雪
花一样飘来。陈红喜欣喜之余，又领悟
到，残疾人确实有常人没有的障碍，但
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持之以恒
走下去，一样可以成才。

陈红喜想把他的心得体会分享给
其他残疾人。2011年，他得知安乡县城
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 便离开原来任
教的学校，跨进了安乡县特校，成为一
名漫画教师。 从此， 他与特殊孩子为
伴，乐在其中。

■点评

遇到生命里不可承受的痛时 ，怎
么办？一位智者说过：面对它、接受它、
处理它、放下它。

陈红喜做到了这点。 他失聪后选
择自我突破，悟出豁达的人生哲学，将
不幸变“有幸”，苦练成才。而且，他用
自己的感悟与一技之长， 给无声世界
里的孩子们带来了精彩人生。

聋人照样变“能”人，无声岂不胜
有声！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李先志

� � � �名片
彭海波， 笔名慕容。1982年10月出生于蓝山

县新圩镇彭家村，从小酷爱读书，不管是在打工
还是在创业的时候 ， 他都没有忘记诗歌创作 。
2016年7月，生意失败的他在亲友的鼓励下，出版
了人生的第一本诗集———《行走的忧伤》。

� � � �故事
说起彭海波，大家未必熟悉，但说起诗人慕

容，可能你会恍然大悟地说：原来是他。6月13日，
记者见到了这位曾在广东的工厂做过流水线工
人，当过餐厅服务员，开过书店和咖啡馆的青年
诗人。

彭海波从小就喜欢看书， 却因家境贫寒，很
难读到课外书。

当老师的堂哥发现他酷爱读书后非常支持。
彭海波从堂哥那里接触到了人生的第一本诗歌
类书籍，是一本名叫《散文诗》的杂志。只看了第
一眼，彭海波就被那些优美的文字所吸引，从此
与诗歌结缘。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从蓝山一所职校毕业
后，彭海波到珠海一家酒店做餐厅服务员，后经
一个老乡介绍到了中山一家塑胶厂做过流水线
工人。即使每天晚上加班到深夜，彭海波仍不忘
读书。

再后来，彭海波辗转到了东莞，进了一家台
资企业，从最基层岗位做起，逐步走向管理岗位。
公司老板看中了彭海波的文学才能，支持他在公
司里创办了一份企业内刊，期间，彭海波多次为
内刊创作诗歌。

随着第一个小孩的出生，彭海波感觉生活压
力渐大。2012年，他筹资70万元在东莞开了一家
西餐厅，期间，爱读书的彭海波，还跟朋友合伙开
了一家书店。他说：“无论何时，书都是他离不开
的朋友！”

不管是打工还是创业，彭海波从来没有忘记
过自己的诗歌理想，经过岁月的打磨，其创作的

诗由起初的稚嫩慢慢到成熟、老辣。
2015年3月，关掉了餐厅后，彭海波跟家人

跑到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做起了皮具。奈何皮具
行业又进入了萧条的时期，经过再三考虑，他把
员工清退，把工厂关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广州的一些文学朋
友邀请彭海波加入一些诗歌团体， 重新回归
诗歌创作。他把之前写过的东西找出来，慢慢
整理、修改。在亲友的鼓励下，2016年7月，彭
海波出版了人生的第一本诗集———《行走的
忧伤》。

“慕容先生用文字的精华写出了人生、苍生、
人性与良知融合，写出了文字与诗的灵魂，使人
遐想和回味！”这是一位读者对彭海波诗集《行走
的忧伤》的评价。

从此， 慕容的名字进入了一些人的视线。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系教授何光顺在谈及慕容
的诗时，体悟颇深地说：“慕容的诗，细读之后，深
感他的笔力、情感和进入现实与历史的深度与力
度，着实打动人心！”

“我始终认为诗歌是灵性的文字，一旦根
植于内心，就会不断地成长。”这是彭海波在自
己诗歌世界中的一种独到的见解，也是他自己
对成长的一种感悟。 他在诗歌中逐渐成长，并
先后当选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湖南省诗词协会
新潮诗会副秘书长、新诗委员会主任等。

而今，以“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为座右铭的
他，继续行走在自己的诗歌道路上……

宝瑶“三宝”� � � �■编者按

近日，湖南省第三届“最美少数民族
特色村镇”评选活动揭晓，邵阳宝瑶村等
10个村镇入选。 最美少数民族村寨美在
哪里？特色是什么？湖南日报从今天起推
出“最美少数民族村镇”专栏，带领读者
感受特色村镇的田园风采和民俗魅力 ，
探寻美丽背后的密码。敬请关注。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彭海波：流水线上走出的诗人

� � � �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谭亚男）14日， 省司法厅和长
沙市司法局在湖南商学院举办2017
年度国家司法考试宣传咨询交流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 今年国家司法考试
将于9月16日至17日举行， 报名时间
为6月15日0时至7月4日24时。

明年起， 国家司法考试将改革为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因此
今年的国家司法考试成为“最后一
考”。 今后，法律职业人员的范围将由
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扩大
到法律顾问、 法律类仲裁员及政府部
门中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 行政复

议、 行政裁决等具有准司法性质的法
律从业人员。

据介绍，今年我省将继续实行“净
考”模式，升级考场安全系统，为考生统
一免费配发文具用品， 提供饮用水，考
生除本人身份证、准考证外，不得携带
任何物品进入考场。 同时，对于2018年
应届本科毕业生和参加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单科成绩已全部合格人员，不再要
求其报名时提供格式证明信息，改由考
生本人对信息的真实性作出承诺。 港澳
台考生报名参考的，不再要求提供其身
份公证信息，亦改为由考生对本人提交
的身份信息真实性作出承诺。

无声胜有声
———记聋人教师陈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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