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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新

人大换届之际， 总有辞旧迎新，
总是继往开来， 难免有些感怀。 想起
有幸与在湘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一
起的岁月， 心情很难平复。 代表们的
许多故事， 常常浮现在眼前， 不能忘
怀。

她忘情于脚下的土地 ，
却忘记装扮自己的美丽

当杨莉获得国家农业部评选的十
佳农民殊荣时， 熟悉她的人一点也不
惊奇。 身为岳阳屈原凤凰乡河泊潭村
村主任的她， 已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 长期生活在农村， 她深知农民的
疾苦。 除了为农民代言， 为农村农业
发展献策外， 她带头成立农民合作社，
在田间地头建立高科技农业实验室，
推广种植栀子3万多亩， 社员每亩年增
收入1800多元。 每次去北京， 她都带
着一件“秘密武器” ———一个小瓶装
着栀子树苗， 逢人就讲栀子花提炼的
天然色素和藏红花素品质好。 有一次
她跟我谈及在食品添加中强制推行天
然色素的困境， 我建议在强制废除工
业色素前， 可建议国家有关部委要求
食品生产厂商特别是儿童食品必须标
注是工业色素还是天然色素， 让消费
者选择。 她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

2017年洪灾时， 倾注她心血的栀
子树、 许多热心人士援建的农田设施
被冲毁了， 她几天几夜在地里组织村
民救灾， 当水灾过后她几乎心力交瘁，
默默地擦干眼泪， 又带领大伙迅速投
入到灾后重建。 她一心扑在大地上、
扑在农民兄弟姐妹身上， 对工作精益
求精， 对生活却要求极低， 常常忘了
休息， 甚至顾不上吃饭。

出席正式活动， 她永远是一身红
色衬衣白色西装黑色裤子和一双黑色
的圆头皮鞋。 省人大常委会联工委副
处长汪映萍发现杨代表一年四季穿着
这双皮鞋， 穿了几年， 有些旧了， 有
一次特意去买了一双皮鞋送给杨代表。
她就是这样一名普普通通的人大代表，
十年光阴弹指之间， 或许芳华流逝，
她脚下的乡村土地正变得越来越美丽
和谐。

他有许多荣誉称号， 但
他最满意的是友人送的称呼
“好人”

谢子龙有许多响当当的名号———
第十一届、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药品零售连锁领
军企业、 上市公司老百姓大药房的老
总， 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会长……正如
自己的企业名称“老百姓大药房” 一
样， 他在创业之初就抱定了“一切为
了老百姓” 的信念， 创新发展、 回报
百姓、 奉献社会成为企业的核心文化。
这些年来， 为扶贫、 救灾、 助学、 支
持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公益事业捐款
捐物累计5000多万元。 当选全国人大
代表后， 他又把“一切为了老百姓”
作为自己履职的至高誓言。 十年时间，
共提交议案、 建议150多份。 这些高质
量的议案、 建议里包含了沉甸甸的数
字： 深入调研40余次， 召开座谈会17
次， 发放调查问卷6万多份， 走访近
200家医疗机构， 调查分析药品5000
余种， 行程近20000公里。 2012年关
注乙肝， 2013年关注尘肺病， 2015年
关注智障人士， 2016年关注失独家庭，
他始终为弱势群体发声。

他还是个优秀的摄影家， 这或许
有点让人意外。

2017年3月，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

办了一场“撸起袖子加油干———‘中国
梦劳动美’” 摄影作品展， 展厅中54幅
作品的主角， 都是全国劳动模范， 而
这次摄影展的发起人、 主创， 就是谢
子龙。 他自掏腰包， 带领创作团队，
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完成了对88名
劳模的采访和拍摄， 利用摄影的特殊
语言， 去发掘每位劳模的不同特质、
不同工作特征、 不同性格特征， 让更
多人真正理解劳模这一群体， 向全社
会传递创新、 奉献、 追求卓越和劳模
精神和向上向善的时代正能量。

说起为摄影事业所做的事情， 他
最得意也寄托了他对社会文化事业担
当的， 还是全额出资1.5亿元， 建造了
谢子龙影像艺术中心， 建筑面积1万平
方米， 为目前国内最具规模和收藏实
力的民营非营利性影像艺术中心， 面
向公众免费开放。 与影像中心相邻并
早先建成的是李自健美术馆， 两个馆
共同之处就是个人投资、 免费开放，
彼此成为“中国好邻居”。 记得在影像
艺术中心开馆典礼上， 著名旅美画家
李自健评价谢子龙是“代表中的代表”

“劳模中的劳模”“好人中的好人”。

她是大山中的农民， 却
将弘扬民族文化的重任扛在
肩上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张青娥有
两个身份似乎跨度很大———安化县农
民， 中国梅山文化园园长。 有一次外
出视察， 在车上听她讲自己创业的艰
辛历程， 我终于理解了她对文化的炽
热追求。

上世纪90年代初， 她和丈夫南下
广东打工。 她与一大群男子汉一起在
一个车队里搞运输， 日晒雨淋， 起早
摸黑。 有的男子汉都吃不了这个苦，
她咬牙坚持了下来， 渐渐成了车队的
主心骨， 由她管理车队的账务， 进行
车辆的调度， 这一切是因为她高中毕
业， 比多数司机多读了几年书。 她说：
读的书， 总会在一个地方有用的。 我
被她艰苦创业的故事深深感动， 也被
她这句朴素的带着真理光芒的话震撼。

正是缘于对文化的热爱， 2007年
她和丈夫回到家乡， 将南下打拼十多
年的积累全部投入到创建梅山文化园
的项目当中。 她承租了5000亩荒山，
造林2800多亩。 梅山文化是中华民族
三大人文始祖文化之一， 安化是梅山
文化的主要发源地， 她从小深受梅山
文化的陶冶， 打算将梅山文化的建筑
符号、 文化信息、 民风民俗、 宗教信
仰， 以物化的形式进行集中展示， 复
原梅山古环境。 这一项目真正实施起
来， 她才发现有多么艰难。 乡亲的不
解， 学术的争论， 资金的短缺……这
一切没有难倒她， 她像当年创业时一
样， 咬咬牙挺了过来。 现在， 已建起
了梅山文化博物馆、 十八栋梅山吊脚
楼、 两座风雨廊桥、 一座小二型高山
水库， 还有梅山艺术家村、 梅山文化
节目演出场地、 梅山农耕文化体验区、
梅山特色餐厅， 还收集了山歌、 号子、
小调、 地花鼓、 童谣、 孝歌、 巫傩文
化等民间历史资料， 创作出版了梅山
文化儿童绘画读本 《张五郎与娃娃
鱼》， 举办国内外艺术活动30多场， 接
待国内外游客近40万人次。

在奋力弘扬梅山文化的同时， 她
也没忘了自己作为人大代表的职责。
每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她都提交代表建
议10件， 这些建议内容最大的特点就
是牢牢地扎根于脚下的大地， 始终关
注贫困山区交通建
设、 水库困难群众生
产生活、 美丽乡村建
设， 其中加大力度支

持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建议， 列入了
全国人大重点督办建议。 她还尽心尽
力投入慈善事业， 为支助贫困大学生、
贫困家庭、 敬老院、 抗灾救灾等累计
捐款300多万元。 她说： “自当选全国
人大代表以来， 我一直朝着成为一名
有知识的新型农民而努力。” 梅山文化
园的一草一木证明， 她做到了！

他像老大哥一样让代表这
个群体充满温暖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齐振伟与
部队有渊源， 他曾是军工企业的董事
长。

从老总的岗位退下来后， 他就把
全部的精力放到人大代表履职上来。
他开朗地说： 退出领导岗位时， 就明
白换届时不可能连任人大代表， 因此，
特别珍惜剩下的代表任期。 代表培训、
专题调研、 列席会议、 工作视察， 他
都积极参加。 2017年在湘全国人大代
表以医养结合、 推进健康养老产业发
展为题赴山东和省内岳阳市调研， 已
经报名的齐振伟却迟到了， 调研开始
之后两天， 他才匆匆赶到山东参加调
研， 而且调研过程中， 他时常闭目养
神， 座谈时也没写一个字， 确实有些
异常。 后来询问才知道， 他做视网膜
手术才两天， 为了不错过调研， 不顾
医生反对， 硬是赶了过来。 调研中发
生了一点小意外， 一根木杆打在他的
眼镜上， 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他在军工企业工作40年， 将关注
的重点落在军队武器装备维护维修的
士官生培养工作上。 在2013年全国人
大会议期间， 他向大会提交了 《关于
军工企业办高职院校培养满足军队现
代化需要的武器装备维护维修高素质
专门技能人才的建议》， 得到中央领导
的高度重视。 为了尽快落实加快推进
建议的实施， 他行程7省， 历时3个月，
调研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下属武器装备
生产的6家子集团和2个部队。 2017年1
月， 首批在校士官学员顺利毕业， 通
过考核入伍到南部战区陆军。 中国军
视网、 央视网、 北京卫视等给予报道，
士官人才培养质量受到部队的充分好
评。 这份建议从提出、 落实， 到取得
了很好的成效， 饱含着他的辛勤付出，
体现了他“驽马十驾， 功在不舍” 的
精神。

工作中他是拼命三郎， 在生活中
他又是一个特别关心人照顾人的老大
哥。 记得在北京培训时， 冬竹、 青娥、
晓庆、 振伟和我从会议中心走到后海
散步， 年纪最轻的晓庆提议到酒吧里
听听歌， 我们几个有些犹豫， 还是振
伟看晓庆兴致高， 招呼大家坐一会儿。
在室外微弱的灯光里， 习习的夜风吹
过， 听着歌声， 喝着啤酒， 说着闲话，
算是紧张的学习之余难得的放松， 也
成了大家难忘的回忆。

时光荏苒， 正如代表们说的， 任期
有限， 荣耀无限， 职责无限， 无论连
任或者没有连任， 无论在职或者退休，
仿佛看到他们或匆忙或悠闲的身影，
听到他们或激昂或舒缓的话语。 每一
个代表都像一本厚厚的书， 每一本书
都值得我们心怀敬意地拜读。 无论故
事如何不同， 每一本书都拥有熠熠发
光的四个大字———人大代表！

（作者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联工委副主任）

谭仲池

深冬的一个温暖的下午。 初雪后
的浏阳河畔，沐浴着明媚的阳光。 眼前
的城郭乡野， 呈现出格外的清新和洁
净之美，浮动着一种甜润和安谧。整个
山川，所有的景物，轮廓清晰，色彩分
明，洋溢着丰盈蓬勃，全然没有一丝寒
冬的凝重与苍凉。仿佛春天早已来临。

凝望两岸绕城起伏的山岭， 顶峰
还隐约看见未化的积雪， 像是给山峰
系上了一条银色的围巾。 如绿色波浪
的山脉， 沿着弯曲的浏阳河款款向西
蠕动。这个时候，最让我动心的还是脚
下流动的浏阳河水， 那声音犹如依依
琴声， 朗朗悦耳。 那涌浪却似翡翠叠
玉，碧绿澄亮。

匆匆穿过绿树掩映的河堤， 我和
妻子朝浏阳城南的杨家弄村走去。 我
们是去看望一个久违了的故乡老朋
友， 他是浏阳市很早就为人所知的农
民诗人曾光。 我从报上得知，在中国成
人教育协会组织的2017“百姓学习之
星”评选中，他成为全国143人中的一
个。

“百姓学习之星”的精神境界

今年已73岁的曾光， 早就站在家
门前的公路边上等我们。我们一见面，
几乎想要拥抱起来。就在这个瞬间，我
们彼此深情地端详起来。 我离开浏阳
近30年了，他竟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
额头的皱纹深了一些， 那双眼睛还是
闪闪发亮。他咧嘴笑时，腮边的那对酒
窝，依然是那样可爱 。 我说：“你晚来
出名，真了不起，是老树发新枝。 ”他
说：“碰上这么好的时代、好的光景，过
上这么好的日子， 我觉得自己就是一
个‘70’后。 ”

朝前走了百来步， 我看见他家门
口的土墈上， 挂着一条长长的用红布
做衬底的标语。 上写：“支持政府重点
工程建设，积极配合做好拆迁工作。 ”
我指着标语说：“你家的房子要拆了？ ”

“是呀！前几天村上还派人到我家丈量
了房屋的面积。 ” 我说：“这样好的位
置，这样好的房子，你舍得拆吗？ ”他看
了我一眼， 然后指着不远处山峦前的
安置房沉稳地说：“舍是不舍得，特
别是我自己花了8年时间慢慢建起
的‘勤园’也要拆掉，心里确实很难
受，睡梦中我还流过泪。 ”这时，走来
了一位村干部，他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插话说：“这条标语是党的十九大以
后，曾老自己写的。我搞了十几年的拆
迁工作， 还是第一次见到拆迁户自己
写标语支持政府拆迁的。 我心里特别
地感动。 ”听了村干部的话，我用手轻
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老曾呀！ 这
就是你这个‘百姓学习之星’的精神境
界啊！ ”

诗意栖居的心灵驿动

“勤园”已出现在眼前，我顾不了
在他家客厅坐下来喝茶， 就急于要去
看“勤园”。 这是一个极小的仅是方寸
之地的家庭屋后小花园。 在老曾的引
领下， 我和妻子沿着这条一次只能通

过一个人的狭窄麻石台
阶，向花园攀登。 两边是
人造的石头山峰，如斧劈
刀削，形态逼真，俨然是
一座奇石宫殿。再往上走
是一个小山坪，立起了一
座六角亭子。

花园庭院依山而建，
布局有致。原是长满刺蓬
杂草的坡地，现在树起了
葡萄架， 架上爬满了藤
蔓。我眼前挂在树上的秋
千， 身边伫立的惜字塔、
诗文碑廊， 小巧玲珑，风
雅十足。 最让人惊叹的，
是曾光自己创作的诗文、
对联，被当地的书法爱好
者用楷、隶、行书写在匾
上，挂于亭柱，或刻在石

头、碑廊上供游人阅读欣赏。这也让我
真切地感触到老友诗意栖居的心灵驿
动：
几户邻居聚一堆，笑说小燕不思归。
深秋红叶平添色，喜作桃花二月飞。

———《深秋》
逢春破土矗云宵，雪后风吹不折腰。
更是虚心存气节，两根青竹比天高。

———《咏竹》
春拂杨柳上栏杆，抹绿家园紫燕还。
我欲弄琴卜算子，忽闻村笛忆江南。

———《家园》

开放的庭院洋溢着乡
土、乡愁、乡村味道

曾光的妻子给我们端来热腾腾的
茶水， 身边还跟着一个活泼可爱的小
孙子， 又给勤园生发出一片家的富贵
和温馨， 让人伦之福直抵人的眼睛和
心底。

曾光见我看诗沉思，指着那首《咏
竹》对我说，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其实
是一个字谜， 我经常在这里说给放学
后来这里玩的小朋友们竞猜， 然后告
诉他们，从小就要学竹子的气节。 我想
了一会知道谜底是一个“笑”字，便故
意说，我还一时猜不出来。他又说：“你
再看《家园》这首诗，里面藏着什么？ ”
我说：“将每句第三个字连起来， 就是

‘杨家弄村’， 这不就是你居住的地方
吗？ ”曾光笑了说：“我这是班门弄斧，
多有不敬。 ”我说你这几首诗还真写得
不错，我要抄回去。

我也常常临风感怀， 写点诗和散
文之类的东西，那是因为兴味所致。 可
曾光不同，他除了自己喜爱诗文，更多
的是心系这片土地，珍惜晚年的时光，
向往外面的世界， 总想让自己劳作的
家乡变成美丽的花园和福地。 让脚下
的路永远驮起生命的梦想， 穿越岁月
的幽远。

曾光见我如此动情、 真的拿笔抄
诗， 便讲起了一位来自河南的背包客
对他说的一番话：“我走过不少地方，
看过很多庭院， 唯独你这个农家院子
让人喜爱。 因为写的都是你自己对人
生对生活对世界的感悟与心灵倾吐。 ”
他还说：“如今很多人建别墅，建花园，
都是高高的围墙，谁也别想靠近。而你
的庭院是开放的，洋溢着乡土、乡愁、
乡村味道，很亲切，没有一点隔阂，老
人大人小孩外乡人都可以来玩， 你真
的伟大。 ”

接地气的当代农村新乡贤

我从“勤园” 这个家庭花园的命
名，读出了曾光对“勤”字的感悟。 他
说：“勤字含义丰富， 尤其对于我们农
家子弟，就是要勤奋、勤学、勤劳、勤
俭、勤勉，如果有子女当了干部，还要
教他勤政、勤廉……”

这个农家花园小院氤氲的墨香书
韵，传递着一个新乡贤心中念兹守兹，
爱党爱国，德孝立家，勤俭创业，教授
子女， 和睦邻里， 友善诚信的耿耿情
怀。我从与老友的交谈中，还知道12年
前他发起成立的“红叶艺术团”，举起
文化服务的旗帜，走村串户，给农民兄
弟姐妹送去春风阳光、欢乐温暖。他先
后创作《百行孝为先》《祖国花朵在绽
放》《美丽乡村人人爱》《刘大妈走亲
戚》《赞浏阳》《森林防火靠大家》 等小
节目演出将近300场。同村的八旬老人
肖正年评价他说：“曾光是当代农村最
接地气的新乡贤， 是我们身边最基层
的正能量”。

我深情地望着眼前的曾光， 心中
充满了欣慰和敬仰。 我从妻子的眼神
里也读出了她的感动。

在“勤园”，我看到了人生的价值
和意义， 看到了一个老人晚年的快乐
追求，读到了新时代的乡村日记，关于
泥土与汗水，关于春华与秋实，关于岁
月与寄托，关于温情与微笑，关于红叶
与新绿，关于清茶与诗的远方。

冬天寒冷未散，可我在“勤园”看
见了枝头的新绿与红霞。

枝头新绿与红霞每一个代表
都像一本厚厚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