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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梅山傩戏低沉浑厚的号角，梅山山歌高
亢嘹亮的歌声， 梅山弹词幽默诙谐的曲调，
此起彼落。5月底，一场湖南省社科普及主题
活动搬到了位于安化县仙溪镇的梅山文化
园里，古梅山地区独有的文化气息，让台下
的数百位观众沉醉。活动由湖南大学建筑学
院教授、博导陈飞虎和他的学生组织策划。

似巫似道，尚武崇文，杂糅着人类渔猎、
农耕和原始手工业发展过程的梅山文化，是
湘中地区自古到今一直保存较为完备的一
种文化形态。然而，时代车轮滚滚，具有鲜明
地域特色的梅山文化，在当今日渐式微。

多年来研究梅山文化的陈飞虎，从
2006年开始， 带领学生深入安化县仙溪镇
的大山里开展策划设计工作， 不计报酬，历
时10余年， 把2000多亩荒山变成了以梅山
文化为主题的公园。散落的文化“碎片”，经
过他们的妙手，变成了展示地域文化的“珍
珠”。

野花照样开， 野草照样长，
野兽照样来

越过一座古朴的木栅栏门，进入梅山文
化园，眼前一条砂石路曲径通幽。绿树掩映
中，不时可见飞檐翘角的木房子、古色古香
的风雨桥、直冲云霄的图腾石柱。

一路走过仙峰台、文昌阁、风水塔……
陈飞虎深入浅出地介绍梅山文化园建筑的
精妙之处。 如说到景牌楼，“用的是榫卯结
构，没有一个钉子，横梁是抬梁式的，直接搁
在上面。”他补充说道：“就像小孩玩积木。”

“所有建筑用的全部是传统建筑材料，
如木材、石材、土材、砖材、瓦材，在这里看不
到钢筋混凝土、玻璃幕墙等现代建筑材料。”
陈飞虎说，大门、吊脚楼、篱笆桩等所有建筑
与景观， 都体现梅山文化建筑独有的风格。
这里的青石板几乎都是清代以前的，以旧还
旧、修旧如旧是文化园的特色。

梅山文化博物馆，是一座带着原始风味
的石头建筑，中间是一个巨大的天井，四周
的房子由青色石头砌就，拙朴大气，与环境
浑然一体。从当地收集来的傩戏面具、生活

器皿等陈列在这里，展示了梅山文化丰厚的
历史。

作为以梅山文化发掘、保护与传承为主
要目标的梅山文化园，在2800亩的园区内，
根据古代梅山地区的历史、人物、民俗、艺术
等， 建成了独具梅山文化特色的古烽火台、
古戏台、古建筑、吊脚楼、风雨廊桥等数十处
景点，还原出了梅山古峒国的古老气息。

在建设之初，陈飞虎就提出“三野”的理
念：让野花照样开，野草照样长，野兽照样
来。“不仅要保护人文环境，还要保护好生态
环境，进行‘低影响开发’。如果开发一个地
方自然生灵都不敢来了， 那就不是成功。”
2006年， 陈飞虎去的时候能看到野猪、野
兔，今年去，还能看到野猪、野兔和数不尽的
飞鸟。

往返30多万公里， 目的是
做一个能传之久远的文化项目

眼前的文化园一步一景。许多人不会想
到，12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

最开始，这片山的命运是成为一个木材
基地。 陈飞虎和仙溪镇富溪村的姚志斌、张
青娥夫妇相识后， 听他们说了种树的计划，
为这片土地感到惋惜。他当时就觉得，这片
土地的意义不仅在于此，人生的目的也不在
于此。“我一直研究梅山文化，那时候梅山文
化主要体现在理论研究层面，缺少物质的载
体，我觉得这片土地能够承载住它，于是开
始琢磨，怎样将梅山文化的载体渗透到这片
土地上。”陈飞虎说。

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极大的冒险，甚
至有人说是天方夜谭。 建设梅山文化园，其
他人主要考虑的是资金的问题，但陈飞虎认
为，资金只是问题之一，这件事凭一己之力
是做不出来的， 需要一个有文化共鸣的团
队，而他最有利的是有“飞虎队”。

“飞虎队”是指陈飞虎的硕士与博士团
队，在读的与毕业的共200余人，其中不乏
任职于国内外的优秀设计师。这个团队同时
是一支研究梅山文化的队伍，这些年他们写
下了100多篇与梅山文化有关的论文。如刚
刚完成硕士论文答辩的高娟，其毕业论文的
内容就是梅山地区传统民居研究。

梅山文化园从2006开始策划，2007年
开始动工。“做设计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和古
梅山地区的生活和文化紧密结合起来。”陈
飞虎说，在设计中，“飞虎队”逐步梳理梅山
文化的内在条理，注重梅山文化符号的塑造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留。

有做好的能力， 也要有做好的耐心。12
年时间里，作为梅山文化园总设计的陈飞虎
去了800次以上， 往返距离达30多万公里。
从长沙到安化县仙溪镇， 开车大约需要3个
小时。很多次，他晚上赶过去，把问题解决，
第二天一早又赶回长沙上课。

所有的设计， 前后上万张图纸，“飞虎
队”都是免费做的，甚至路费、设计成本等的
开销都是自己掏。10多年垫了多少钱在里
面？陈飞虎说，“没人去算这个账。”

图什么？“我的初衷不是为了赚钱，想赚
钱就不会做这个项目了。”陈飞虎说，别的项
目是“要我做”，而这个是“我要做”，“飞虎
队”的目的就是做一个能传之久远的文化项
目。他停了一会儿说，对文化的保护，是我们
的责任。

翻开一个相册， 有一张2006年陈飞虎
和学生们的合影。“在事业上他们都已成熟
了，我也老了。”两鬓已染霜的他感叹。

传承梅山文化， 需要更多
物化载体

梅山文化是湖南最有代表性的地域文
化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以来，梅山文化研究
日益兴盛，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参与。然而，
梅山文化的传承缺少具体的举措，大量的实
物与信息散落乡间或移往国外，影响日益微
弱。

生长于安化的陈飞虎，从小在梅山文化
的浸染中长大，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关注
并痴迷于梅山文化研究。陈飞虎说，以前梅
山文化研究者更多的是从宗教、民俗、艺术
符号、 人文精神等非物质文化层面展开研
究，对其物化载体研究相对薄弱。而一种文
化要长久流传下去，必须要有物化的载体与
场所空间。传承梅山文化，若离开看得见摸
得着的物质实体，就会不着边际了。

在这种理念指导下，近些年“飞虎队”陆

续策划设计了多个与梅山文化有关的项目。
除梅山文化园外，还有正在施工的安化县梅
山文化长廊， 展示梅山文化的历史脉络。新
化蚩尤屋场，也是“飞虎队”主持完成。安化
县梅城镇梅山古都项目，也在设计中。

一个周末，记者来到“飞虎队”的工作
室，大家都埋头电脑前做设计。门口挂的一
块小黑板上， 列了正在做的10多个项目，其
中8个与梅山文化有关。

让“飞虎队”欣喜的是，他们保护梅山文
化的实践，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已
有近30所大学，以及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
学、法国南锡建筑学院，把梅山文化园作为
教学基地。安化县仙溪镇的村民逐渐认识到
梅山文化的价值及传统建筑的美学价值，不
断有村民向“飞虎队”索要图样，回家建“和
梅山文化园一样的房子”。

“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梅山
文化传承带来机遇。”陈飞虎建议，在古梅山
地区保护弘扬好梅山文化中的优秀部分，通
过建筑艺术等，守护乡村文化生态。

陈飞虎说，短促的一生应该做一些有益
的事情， 推进梅山文化保护传承，“飞虎队”
会继续进行下去。就如“飞虎队”唱过无数遍
的歌曲《梅山情缘》所写：“梅山请听我说，你
的血性在我身躯里流淌，在你的
传奇故事里，我用汗和
泪续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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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题的公园———

梅山文化保护“飞虎队”

湖南日报记者 周怀立

住在株洲市天元区栗雨街道金龙社区
的郭海池老人不会想到， 自己9岁患小儿麻
痹症，无儿无女，多年瘫痪在床，却会活过80
岁，而且每天被照顾得舒舒服服。

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他最要感谢的是
今年已66岁的侄媳妇张少辉。

6月20日，记者见到张少辉时，她正拄着
拐杖从室内艰难地走出来。很难想象，这样
一个自己行动都很困难的人，每天还要去照
顾80岁的叔叔。

“这么多年，成了习惯。”张少辉说。
“这么多年”，具体算来是42年。1976年，

张少辉从湘潭嫁到株洲后发现，自己的公公
还有一个患过小儿麻痹症的弟弟郭海池。以
前，郭海池都是由哥哥、嫂子照顾。张少辉嫁
过来后，自然接下了照顾郭海池的担子。

挑起这副担子，其中艰辛只有她自己知
道。早些年，小孩还小，丈夫要出去打工，她
留在家里照顾小孩与叔叔， 里里外外忙，一
天下来累得人都要散架了。即使如此，她对
叔叔的照顾从来都很周到。她说：“叔叔也是
最亲的人。叔叔没有儿女，自己不管谁管？谁
没有老的时候、病的时候？”

侄媳妇的贤惠，不知不觉“惯坏”了叔

叔。郭海池会常常要求变换饭菜口味，且一
日三餐都要做好送到手里， 稍有不如意，会
咕咕噜噜表示“不满”。张少辉知道，叔叔一
年四季心里闷得很，难免耍点小脾气，所以
她从不计较。

前两年，因为风湿病久治不愈，张少辉
自己也变得行动困难了，但她的“职责”仍然
没有变，每天在家里打扫一下卫生，到点了
就撑着给家人做饭，还要颤巍巍地端着饭送

到叔叔手上。
去年，社区干部曾动员郭海池去敬老院

养老，但老人死活不肯，还放出“狠话”：“谁
让我进敬老院， 就死给谁看。” 他固执地认
为，敬老院肯定没有家里好。

张少辉与家人微笑着答应了老人的选择。
这些年，张少辉其实也不是“一个人在

战斗”。其家虽不富裕，但传承着一样宝贵的
东西———爱，从公公、婆婆传给她和丈夫，现

在又传给了儿子。
张少辉有两个儿子，都40多岁了。耳濡

目染，他们也传承了妈妈的善良，总是挤时
间帮妈妈照料叔公。

十几年前， 郭海池患上了膀胱结石，但
因身体原因不能动手术， 只能吃药打针，一
年下来医药费要花近2万元。对此，全家人毫
无怨言，尽管家里基本靠种田为生，收入不
高。前年，老人又患上了白内障。为了给老人
治疗， 张少辉的小儿子用摩托车拉着叔公，
先后到株洲三三一医院去了80多次。

这几年，老人瘫痪在床。每天晚上，张少
辉的大儿子都要起来两次， 抱着老人解手。
每天，老人要换下几套脏衣服。张少辉先手
洗一次去掉异味，再放进洗衣机去洗。

记者见到郭海池时，这个80岁的老人气
色不错， 说起话来中气也足：“侄媳妇好，全
家人都好。没有他们，我活不到今天。”

■点评
照顾叔叔40多年，在别人眼里 ，张少辉

很不简单，张少辉一家人都不简单。但在张
少辉看来，这很平常。她说：“叔叔没有儿女，
自己不管谁管？ 谁没有老的时候 、 病的时
候？”正是这种朴素的、发自内心的爱 ，才更
真实、更持久、更感人至深。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孝老爱亲，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应当一代代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橘子洲大桥计划
7月启动提质改造

施工期约3个月， 采取
半幅双向通行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陈新）记者今天
从长沙市工务局了解到， 橘子洲大桥计划
今年7月对行车道进行提质改造，施工时长
约3个月。据介绍，施工期间拟采取半幅封
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的交通组织形式。

橘子洲大桥原名“长沙湘江一桥”，是
长沙市首座跨湘江大桥，全长1250米，通车
运营至今有46年，2017年入选长沙市第三
批历史建筑名单。 大桥原设计日通行量
5000辆车，随着城市的发展，桥梁通行车辆
急剧增加，目前日通行量达10万辆以上，严
重超出设计标准， 且桥面沥青混凝土多处
出现裂缝和车辙，导致行车颠簸。

本次橘子洲大桥提质改造工程总体范
围为人行道改造、行车道改造、桥梁常规病
害维修、栏杆改造、路灯更换、桥梁涂装、增
设限高门架、 人行楼梯改造以及改造期间
交通疏导组织等 ， 工程估算总投资约
4677.21万元，建安费约3405.19万元。日前,
长沙市工务局已对外发布招标公告。

记者手记

“文化愚公”
李国斌

一片荒山上，经过10余年坚持不懈的策划、
设计、施工，在绿树丛中建起一座座独具梅山文
化特色、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建筑。原本成为木材
基地的荒山，命运就此改变，成为发掘、保护与
传承梅山文化的山野公园。 有人给策划设计者
起了一个名字：“文化愚公”。

这是一群有文化情怀的人。花费10余年，去
策划设计一个文化项目， 在设计界本就是一件
极其罕见的事。陈飞虎和“飞虎队”，把研究设计
的方向与湖湘地域文化结合起来， 他们的初心
就是让独具湖南地域色彩的梅山文化得到传承
发展。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届又一届“飞虎队”
队员的接力下， 文化情怀变成了可触可感的实
物载体。

梅山地区旧时不与外界相通， 直到宋代熙
宁年间开梅山，置新化县、安化县，梅山文化才
开始与外界相融。近千年过后，梅山文化在时代
大潮中逐渐褪去颜色。

“飞虎队”以保护文化为己任，以“我要做”
的担当，传承千载梅山魂，这是一种文化自觉。
湖湘文化生生不息， 就是因为有一批这样具有
文化自觉的人。新时代的文化保护和文化传承，
需要更多这样的“文化愚公”。

链接

梅山文化
据《宋史·梅山峒》载：“梅山峒蛮旧不与中

国通 ，其地东接潭 ，南接邵 ，其西则辰 ，其北则
鼎、澧，而梅山居其中。”

梅山文化， 是指在中国旷日持久的历史演
进和文化传承中， 居住在古代湖南称之为梅山
峒一带(今娄底、邵阳、益阳市等)广大区域内
的人民， 世世代代传承创造的具有浓郁特点的
地域文化。它是湖湘文化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
重要组成部分。

梅山文化以张五郎、白氏仙娘崇拜为主，杂
合了远古巫文化、图腾崇拜以及佛教文化、儒家
文化等内容， 因保留了远古少数民族信仰的遗
存，反映了族群变迁所引起的文化聚散、变异与
重组过程， 兼具湘中地区强烈的地域特色而弥
足珍贵。改革开放以来，全省、全国和东南亚、西
方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与研究梅山文化， 取得了
颇丰的学术成果。

张少辉悉心照料病瘫叔叔42年———

“叔叔也是最亲的人”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张少辉
仔细询问叔
叔的身体状
况。
陈亚兰 摄

梅山文化园一角。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图③：陈飞虎（前排右四）与“飞虎
队”队员合影。（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图②：5月22日，安化县仙溪镇，梅
山文化园博物馆展品。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图①：5月22日，安化县仙溪镇，山
水相依，古香古色的梅山文化园。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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