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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8日， 对岳阳县荣家湾镇
公诚村吴伏一屋场居民吴大平来说，是个开
心的日子。因为，当天他找到了吴家先人吴
敏树的墓地，完成了自己多年来的心愿。

57岁的吴大平当过兵，后在青岛发展。5
年前，他回乡定居后，他就想找到吴家杰出
文学家吴敏树的归宿之地。

“小时候，爸爸告诉我，吴伏一屋场开基

500年，出了一个名人吴敏树。”多年来，吴
大平留心搜集有关吴敏树的资料，了解他的
事迹，“他不仅是文学家，也是大孝子，母亲
去世，他守孝3年，枯瘦如柴。”

家风是最好的传承。吴大平决心宣扬先
贤的文学成就与孝友家风，当务之急是找到
吴敏树墓地。

“族谱上记载， 吴敏树葬于麻塘马鞍
山。”马鞍山在新墙河北岸群山中，而吴伏一
屋场在新墙河南岸，直线距离约20公里。一
条河，阻隔了几多相思。

一有空， 他就去北岸的群山中寻找，然
而事去经年，物是人非。

去年12月中旬的一天， 事情出现转机。
村里吴会柏老人告诉吴大平，30年前过新

墙河贩牛，在一户人家歇脚时听说当地有一
个农民吴和平，和他的父亲一道，为吴敏树
守过墓。

吴大平喜出望外， 当即通过公安户籍查
询，再去麻塘、郭镇寻访，终于找到了吴和平。

吴和平带着吴大平等人来到双塘村一
口池塘边：“就是这里。我每年都来的。”吴大
平蹲下身，刨出黄土，装入青花瓷瓶，喃喃自
语：“南屏爹，我们一起回家。”

吴大平与族人将这抔黄土，安放在吴伏
一屋场对面的山坡上，从这里可以望见烟波
浩渺的洞庭湖。 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吴
敏树回到了家乡的青山绿水间。”自然，这也
是奔波在外的吴伏一屋场吴氏族人的心灵
归属，是他们永不落幕的乡愁。

读书且看“曾左吴”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新华

在晚清黯淡的天空中，“曾左吴”不失为3颗
闪亮的星斗。

我国首位驻英公使、著名外交家、湘阴人郭
嵩焘这样评价文学家、 史学家吴敏树：“湖南两
百年文章之盛，首推曾吴。”

“曾”即曾国藩，“吴”是吴敏树。
那一年那一月，一杯水酒一抹乡愁，让人流

连忘返。1832年，27岁的巴陵人吴敏树中举，20
岁的湘阴人左宗棠为同榜举人； 而21岁的湘乡
人曾国藩刚好考上秀才。虽然曾国藩起步较迟，
但是吴敏树与曾国藩唱酬甚殷。

在岳阳县荣家湾镇吴伏一屋场， 老人们都
说得出吴敏树与曾国藩交往的故事。

当年，吴敏树在听雨楼苦读，遣兴抒怀，写
下不少意旨高远的作品， 在洞庭湖一带流传甚
广。曾国藩倾慕吴敏树的文采，特意从湘乡寻访
而来，两个青年相聚听雨楼，一起研学。

暮色匆匆，春雨潇潇，听雨楼上，吟哦之声
不绝，穿云透雾，叩击苍穹。

清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左宗棠兵权在
握，声名显赫。但吴敏树从未向他俩有所求请。
曾国藩以侍郎名义办湘军， 特邀吴敏树出任幕
僚，吴婉谢。后来，曾国藩举荐吴敏树任两广盐
运使， 这是当时不少官僚政客垂涎欲滴的“肥
差”，但吴敏树一笑了之：“我们吴家人，不当盐
贩子。”

吴敏树不求仕进，潜心于诗、古文之学，终
成大器，成为中国柈湖文派的创始人。曾国藩始
终关注吴的学问文章， 点赞道：“字字如履危石
而下，落纸乃迟重绝伦。”曾国藩在论述桐城文
派时， 把吴敏树也划入桐城派； 而吴却不以为
然，写出《与筱岑论文派》，申明自己的文章有自
己的风格和特征。

同样，作为朋友的吴敏树，对曾国藩多了一
份温情与理解， 让曾国藩倍感暖心。 咸丰七年
（1857年），曾国藩在江西苦撑时局，二月，父亲
去世。吴敏树多次去信加以安慰，信中说：“曾公
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
者。”

同治七年（1868年），吴敏树乘船沿江而下，
抵达南京。曾国藩亲迎至总督府，尊为上客。曾
国藩在题为《赠吴南屏》的诗中叹曰：“黄金可成
河可塞，惟有好怀不易开。”大江南北的著名诗
人，和诗者达300余人，海内传为“邰唱和诗”。

吴敏树与左宗棠关系很好。 吴敏树的儿子
吴念谋，乡试中举，左宗棠亲自勉励。吴敏树在
信中说：小儿念谋，侥幸中乡试，惭愧惭愧，老兄
幸有以教之。 左宗棠曾承诺为吴敏树的先父母
题写碑文，吴敏树写信说：“先人墓碑篆额，前已
面求蒙诺，乞终赐之。”

同治十一年（1872年），左宗棠领湖湘子弟
西征，决意收复新疆，命人抬棺随行，慷慨言：

“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当益壮。”吴
敏树僵卧孤村，闻之振奋，遥寄感怀诗一首，激
励湖湘子弟奋勇杀敌：“……男儿未三十， 意气
殊雄豪。要乘使者车，前骑驱旌旄。”

当曾、左军功高奏，吴树敏只知潜心学问。
同伴百战归来，都想到要和吴剪烛读书，这就是
吴的魅力所在。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读书且看

“曾左吴”。

世纪一诺 代同心
———吴和平家族为文学家吴敏树守墓的故事

山一程，水一程，往事悠悠梦难寻；
歌声在，酒杯倾，且赊洞庭月一轮。

这里， 是抗日战场新墙河北岸的群
山、 清代名士吴敏树落叶归根的地
方———岳阳市岳阳楼区郭镇乡双塘村。
在为吴敏树守过墓的村民吴和平心中，
“这是一块风水宝地。”

1月11日，记者走访吴和平，听他讲
述了埋藏心中多年的一个秘密， 关于一
位知名文学家、史学家、编辑家的秘密。

一只不死鸟
“荷锄出门去，东风吹我衣。老年熟

农圃，且教儿孙知。日高古原上，倦卧见
鸟飞。叹息人间事，纷纷多是非。”太阳照
在古老的原野上，吴敏树放下锄头，倦卧
草地， 抬头就看见天上的飞鸟。 那只飞
鸟，飞在原野，飞在洞庭湖，也飞在中国
的文学史中。

吴敏树（1805—1873），字本深，巴陵
县（今岳阳县）人，因有书斋建于故里南
屏山，遂自号南屏。他自幼才智超群，8岁
入塾，熟读《四书》《五经》《史记》《汉书》
等，主张“为文章力求岸异，刮去世俗之
见”。1832年， 吴敏树乡试中举；1844年，
朝廷挑选举人任官吏， 吴敏树受命到浏
阳县任教谕，因厌恶官场争权夺利，一年
后告病回家，从此潜心治学，成为中国柈
湖文派的创始人。

对经史文学，吴敏树情有独钟。1844
年，户部郎中梅曾亮阅见他所选录的《归
震川文别抄》及其所写序言后，亲自接见
他并一起切磋古文。 吴敏树擅长古文的
美名传遍京城。

吴敏树在家建有“听雨楼”，与其弟
云松一起研习文章，吟诗作赋。有时，吴
敏树走出听雨楼，漫步乡野，遇到相识的
父老乡亲便系驴饮酒，并自谱小词为赠；
有时则辗转于家乡的新墙河、大云山、君
山等名胜之间，让文笔得山水之助。

后来， 吴敏树和堂弟吴士迈入居君
山，构筑“鹤茗堂”“北渚亭”，诵读之声不
绝，著书立业不废，留下了《柈湖文录》
《周易注义补象》《论语考义发》 及同治
《巴陵县志》等经史文学财富。

吴敏树是一个孝顺仁爱之人。 父母
辞世，他居丧斋食，庐墓终丧；其弟云松
病逝，他悉心照顾弟弟的孤儿寡妇；亲友
邻居有难，他尽力周济，不问偿还。

1873年，吴敏树疾病缠身，却毅然抱
病赴长沙，到湖南省通志局主持编修《湖
南通志》， 这无疑是一个浩繁的工程。通
志尚未编完，吴敏树病逝于任上，终年69
岁。 直到光绪年间， 通志才得以顺利出
版。 湖南现存新中国成立以前出版的地
方志400多种，9成以上为清代所修，内容
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工商
业、 农田水利等， 被誉为“湖南百科全
书”。史志专家、作家黄军建称：“此公岳
阳瑰宝，值得一书。《湖南通志》乃不可多
得的一部地方志，弥足珍贵！”

藏之吴和平心中的秘密，要追溯到145
年前。

岳阳县荣家湾镇公诚村82岁的老村支
书吴会柏介绍，吴敏树家境较好，在新墙河
北岸有一块地，群山环抱，流水潺潺，吴敏树
生前选定这里作为自己的长眠之地。清同治
十二年（1873年），吴敏树去世后，族人安排
其侄子吴昌美守墓；墓地周边田地交给吴昌
美耕作，作为守墓生活开支。吴昌美子女较
多，生活艰辛。他承诺：不但自己为吴敏树守
好墓，并且世代都要守下去。于是，当年便携
家带口坐船北渡新墙河， 在双塘村开基立
业。

吴昌美就是吴和平的高祖父。
吴和平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不知《湖南

通志》为何物，但为了这一份家族的承诺，6
代人坚守了145年。

岳阳楼区郭镇乡境内，一条连接枣树村
与双塘村的水泥公路蜿蜒穿行在大山中，公
路一侧是一家几近坍塌的红砖厂，一侧有一
口干涸的水塘。吴和平指着塘边一隅说：“这
里就是吴敏树的墓地。”

岁月， 在吴和平额头刻上道道皱纹。说
到守墓史，他的思维活跃起来：“这块风水宝
地，叫做‘鲤鱼闹金缸’。高祖吴昌美带5个儿
子在墓地旁垦地， 日夜耕作，100来亩土地
成了一家人守墓的基业。 吴昌美操劳过度，
次年便去世了，年仅50岁。临终前，他选定小
儿子吴期庄专职守墓。吴期庄临终前，将守
墓接力棒交给长子吴会久。吴会久再传给长
子吴承来。吴承来就是我父亲。”

闲云潭影日悠悠， 物换星移几度秋。虽
经改朝换代与战乱，但吴家几代人对墓地始
终不离不弃、精心呵护着。

“不望年，不望节，只望清明来挂白。”吴
和平回忆，小时候，每年清明、春节，祖父与
父亲都带他去墓地祭拜。“祭拜仪式很庄重，
要用全熟的三牲，猪肉居中，左鸡右鱼置两
旁。墓地有3亩，坟墓由大青砖、麻石、三眼土
砌成，高大坚固。平常，父亲与叔父在坟地旁
种庄稼，我们几兄弟就在墓地捉迷藏，一点
都不怕，里面是我们的亲人。”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1958年的一天，一
群人突然闯进吴敏树墓地，砸开坟墓，淋油
火烧……8岁的吴和平夹杂在看热闹的人群
里，惊恐地看着棺椁里的松香、木炭、水银，
被弄得一片狼藉。

他的父亲吴承来躲在家里，流下伤心的
泪水。夜里，吴承来带着两个弟弟摸到墓地，
在残渣中扒拉着，找到一块残碑，偷偷搬回
了家。

吴和平搬出珍藏60年的残碑， 再次印
证了这一段历史。碑长60厘米、宽50厘米，
其上，“吴母张太夫人墓……临湘吴獬书丹”
等字样清晰可辨,字体遒劲，有魏碑风骨。吴
獬乃晚清进士、著名才子，终生奉吴敏树为
师。

因替“地主阶级”守墓，文革中，吴承来
与两个弟弟遭受批斗。 两个弟弟不堪屈辱，
含恨自杀。

“我们没有守好先人坟墓，无脸见族人，
60年基本没去老家走动，不是不想，而是不
敢。我带着儿子就在这里守着。”说到伤心往
事，吴和平几度哽咽。

红砖厂100米外的土坡上，并立着几座
坟茔。吴和平拨开丛生的灌木，来到坟前，这
里躺着他的祖辈与父辈。“守墓人的职责就
是尽忠，生前与死后，都不能离开吴敏树。”
每年清明节扫墓，吴和平领着儿子，在池塘
边插上“清明吊”，先祭拜吴敏树，再祭拜自
己的祖辈。

瑟瑟西风中，记者来到村民余庆航老人
家里。74岁的余庆航说：“这个吴氏墓我知道
呢，‘牛共草场水共圳’， 那时节我们经常去
那里放牛。”他的老伴方云仪，现年70岁，读
过初中， 她快言快语：“一个多好的墓啊！墓
主人是有来历的。”

岳阳县《吴氏族谱》中的守墓人。
本版图片均为彭新华 摄

一群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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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敏树后裔合影。
吴敏树后裔在吴敏树墓地祭拜。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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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兼治，建章立制
为纠正“四风”，湖南坚持标本兼治，注

重建章立制。
2017年，全省持续整治违规公款吃喝、

违规发放津补贴、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违规收送红包礼金、变相公款旅游、涉赌涉
毒等顽疾， 着力开展公款购买消费高档白
酒专项整治， 严查违规公款吃喝特别是违
规用酒问题，处理244人，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47人。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向来是“四风”问
题中的沉疴痼疾。湖南着力向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亮剑， 梳理典型案例300余个，
形成专题调研报告，严肃查处不担当、不作
为、敷衍塞责等问题。

各市州根据实际， 纷纷出台针对“四
风”新动向的系列办法和意见。长沙出台了
《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
部负责的若干意见》， 鼓励干部担当作为；
益阳出台规定开展“中梗阻”式腐败问题专

项治理，剑指“推”“拖”“卡”“拿”等14个方
面突出问题。

2017年， 全省脱贫攻坚进入“攻城拔
寨”的阶段。针对脱贫攻坚领域的作风建设
问题，省委出台《市县党政正职脱贫攻坚问
责办法》《关于克服脱贫攻坚工作中形式主
义的规定》，严肃查处“驻村不住村”“数字
脱贫”等突出问题，对有关市州、县市区党
政主要负责人直接约谈、限期整改。坚决整
治扶贫领域“假身份”“假产业”“假程序”

“假资料”等“四假”问题，全省共查处相关
问题89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30人，移
送司法74人。

风气焕然一新
2017年6月下旬，一场强度、时长、范围

均为历史罕见的降雨袭击湖南， 造成一场
重大洪涝灾害。

一时间， 全省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投
入轰轰烈烈的抗洪抢险战斗， 在超警戒的
水位前、将溃的大堤旁、漫长抢险的夜里，
党员干部经受着洗礼。 而在防汛抗灾中工

作不力的党员干部也被严肃问责， 其中宁
乡前后4任县委书记等15名责任人被给予
了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

随着党风的好转， 社风民风也在潜移
默化中发生悄然变化。

2017年的“高考季”“升学季”，全省多
个市州党员干部签名带头拒绝“谢师宴”

“升学宴”，不少过去“幽深”的高级楼堂馆
所，纷纷向市民群众敞开大门，成为“公益”

“文化”活动的聚集地，不少高端餐饮酒店，
渐渐打出亲民牌， 特色食品以平价走上餐
桌。

在望城区茶亭镇， 先后涌现出一个全
国道德模范和两个“中国好人”，学雷锋典
型和雷锋志愿者更是达2万多人，向善向美
蔚然成风。 在岳阳平江县，“治陋习、 树新
风”启动以来，大操大办的婚丧陋习得以摒
除，群众之间不再讲攀比、讲排场，主动简
化仪式。

湖南在作风建设上敢于“亮剑”，在推
动党风政风向上向好的同时， 也带动社风
民风焕然一新。

激浊扬清正气弘
■短评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沈纪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纠正“四风”不
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过去一年，湖南通过一系列“硬招”
“实招”， 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取得了明
显成效， 刹住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刹住
的歪风。这样的变化，令人欣喜。新的一
年，作风建设仍需要加足“马力”、砥砺前
行，久久为功、一抓到底。

作风建设，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
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
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
键，紧盯“四风”新动向，坚持抓早抓小、
防微杜渐，从制度建设上发力，于民意中
听成效，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以新气象新作为向党和人民交出正风肃
纪的新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