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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建华

原先主动提出接应的人却“放了鸽子”，我们只好自
己问路归园，没想到这一路问过去，虽然颇费周折，却也
十分有趣。

这是9月底一个星期天，正是“秋剥皮”的时候。 蝉鸣
一声紧似一声。 坐在有空调的车内， 也感觉空气有些闷
热。

322国道25.5公里处，左转进入衡南县谭子山镇杨湖
村地面。 村道也是水泥路，修整得平坦结实，但是分岔路
口多，导航不起作用，要想平安顺畅地抵达目的地，看来
并非那么容易。

沿途路旁长着一丛丛百日菊，也叫百日草、火球花，
属于菊科向日葵族。红的，白的，紫的，酒红的，绯红的，琉
璃色，杏黄色，玫瑰色，紫堇色，各种颜色不一而足。 这种
一年生草本植物，曾在两年前随宇航员进入太空，在空间
站成功培育出第一株细苗，长势比地面植物大。现在正当
花期，倘若栽种在房前屋后，未必长得多么好看，旷原野
生反倒十分旺盛，阳光下生机勃勃，断续绵延了几公里。

过湘桂铁路涵洞，第一个分岔口，遇到两个农妇。 询
问大乐皁在哪里，她们一脸茫然。

到一个上坡处，见有一位戴草帽的妇女，手里托着一
个橙黄的柚子，轻移莲步，款款而行。向她问路，说是一直
往前走。 还说，你们晓得吧？ 法太公就葬在这里。 问她是
哪个法太公，说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谢氏法太公。 于是，
停车、倒车、下车。

看那十米之外，真有一块似坟似陵的土堆。前有一个
铝板钉镶的银灰色简陋门楼，进去则是钢管搭建的雨棚，
墓主是学堂谢氏五世高祖谢法贵。其人生前惩恶扬善，除
暴安良，造福百姓，保佑一方，不惟谢氏历代后裔奉若神

明，衡阳南乡人大都知其故事。边沿围栏嵌有一块大理石
涂红的碑铭，简述其生于明朝永乐十七年三月三十日，殁
于弘治十年正月二十八日，享年79岁，葬于此山已有504
年。立碑时间是2003年清明。坟头后方一溜竖了六块碑，
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真是开了眼界。妇人说原来还
有一块碑，断了，总共七块呢！看那立碑人的姓名，却并不
都姓谢，还有周姓、刘姓等旁姓。原来只要信奉法太公的，
凿块碑就可以立在这里，当然现在已经不行了。

继续往前走，遇一骑轻便摩托的鸡贩子。 甫一问路，
即主动引领我们，途中还不时回头，担心跟丢了。 到了枫
树塘分岔口，见有许多橘树，枝头挂满累累青果。 两名农
夫听到喇叭声，从屋内跑了出来，一个叉腰站在后面，一
个上前满面笑容打招呼，热情指引路径，一直上坡，上坡，
上坡。

上到高山处，即是大乐皁，麻石围砌的长城形状，可
不就是归园么？ 半个多世纪前，震惊海峡两岸的“段沄将
军叛乱案”四位主角，就长眠在故乡的土地上。

话说1949年金秋，受中共中央统战部天津特情站的
委派，民国少将段徽楷、谢小球潜入台湾，从事策反与情
报收集工作。翌年，他们成功说服台湾防卫总司令部副总
司令段沄中将及其胞兄段复少将作为内应， 拟配合解放
军攻取台湾时率部阵前起义。 由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
蔡孝乾被捕叛变，1952年8月，他们相继被国民党保密局
逮捕，1954年2月3日惨遭杀害。 素有“华北赵子龙”之誉
的段沄时年48岁，受其牵连的部属很多，影响仅次于后
来的“孙立人事件”。

临刑之前，段氏兄弟均表示殁后愿意安息于故土，谢
小球不仅写下临终绝笔：“余死后，请将余尸交火化，交陈
莹及余侄谢培郁带回大陆，作余妻余子之纪念。 ”并作绝
命词诗二首：

玉雪纷飞六月春，覆盆谁复问假真。
一寸丹心血斗牛，元首应知报国人。

自古圣贤多被囚，豆萁相煎诚堪忧。
天荒地老家何在，万里孤舟泣白头。

由于隐蔽战线工作的需要， 我方一直没有公开他们
的真实身份，茅洞桥段家、谭子山谢家甚至没有出一个拿
国家工资的人。 直到1988年，中共中央统战部才向中组
部、民政部、国家安全部、台盟中央，通报段沄、段复、段徽
楷、谢小球的烈士身份，他们的名字随即镌刻在北京西山
国家森林公园的无名英雄纪念碑上。 2000年11月，谢小
球遗孀段玉从国安部门工作人员手中， 领到丈夫和三位
兄长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听闻此事的人均唏嘘不已。又过
了八年，按照烈士遗愿，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两岸
亲人通力合作，四位烈士的骨灰如愿回到故乡。 2010年
陵园建成，郎舅四兄弟，弟兄三将军，“回去回家回乡里，
归来归祖归故园”。

归园可能是全国唯一民间守护的革命烈士陵园，守
墓人只有谢小球年逾七旬的公子谢培建， 一位初中都没
有毕业，却知书达礼、能说会写、善于应酬的乡贤。他现在
唯一的愿望，是将归园交付民政部门管理，让高山上的树
木花卉，能够有水浇灌四季常青花开不败。

我们默立于九月的艳阳之中，瞻仰真实“余则成”们
的遗容，怀想抗战名将段沄等人的风采，汗水涔涔，湿透
了全身的衣襟。 许是老天动了恻隐之心， 移来一块块白
云，置于瓦蓝的天空之上，气温好像降下去一些。 而身边
不远处，几株七里香和一畦百日菊，却开放得如火如荼，
秋蝉的鸣叫声似乎更高了。

美丽的家乡
西长村

杨梅林

汨罗市白水镇西长村是我的家乡。 我虽
离开老家在外求学和工作已60多年了， 尽管
老家已没有老屋和至亲， 但每年我都还是要
回去一二次。 特别近十多年来，家乡一年更比
一年好， 它早已成为汨罗市乃至岳阳市一张
亮丽的农业名片，先后获得全国美丽百强村、
全国旅游星级园区、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宜
居村庄以及湖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等殊
荣。 从2014年被确定为湖南省全省创业致富
带头人培训参观学习点。

西长村是一个中等规模的村，面积7.2平
方公里，现有人口4062人。它位于汨罗市的西
南边陲，距汨罗市城区15公里。它与湘阴县毗
邻， 从这里驾车走延伸到湘阴县的芙蓉大道
去长沙市只需时40-50分钟。

西长村的主体部分地处丘陵，山多田少。
旧社会它是一个交通闭塞、 贫困落后的偏僻
山村，这里流传着“有女莫嫁西长村，十户人
家九户穷”的民谣。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十
多年来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有力指导
下， 村支两委带领广大群众大力推进新农村
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村里各方面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1年开始， 该村发挥本地丰富的山林
资源优势，组建了生态农业公司，对村里的残
次林、低产田进行了流转和改造，大规模地种
植苗木、果木或药材、蔬菜，并逐步发展林下
经济、立体种养等，村民由以往的外出打工华
丽转身为村内务工，在村级企业上班，这大大
延伸了第一产业链，同时通过兴办旅游业，促
进村内第三产业的发展， 村民的收入也有了
大幅度提高， 近两年全村村民年人均收入达
16000-17000元。 从而出现了村级经济实力
明显增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群众生产生活
条件大为改善、 文明礼貌蔚然成风的崭新局
面。

现在我回到西长村， 所见到的是各具特
色的农村基地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 树木环
绕满山，旧时的荒山秃岭全都披上了绿装，变
成了一片林海。 新打造的700多亩的“西长四
季花海”， 特别是在春回大地时，40多种名贵
花卉竞相开放， 鲜艳夺目所形成的“花的世
界”吸引着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西长村种的果树繁多， 各种时令水果随
时可供品尝或采买。 其中秋季成熟的无花果
最令人称奇。 新疆朋友说它是“长在树上的糖
包子”，而西长村产的无花果比一般的无花果
更胜一筹，果更大，皮更薄，味道更糯、更甜。
吃后使人口齿留香，回味无穷。

坐落在村中心三层村委办公楼装修一
新，设有会议室、接待室、图书室、展览室和文
化活动中心等，这是为村民服务、接待来宾、
游客的“窗口”场所。干净宽阔的柏油马路通
往各家各户，汨罗市的公交车都从村里经过，
出入都十分方便。

既具传统特色、 又有现代气派的一幢幢
农家小院拔地而起，错落有致，宛如颗颗璀璨
的珍珠，成为西长村又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有
的村民还办起了农家乐。 这里空气清新、景色
幽雅，令许多游客流连忘返。

环境美了、村民富了。 昔日的穷乡僻壤变
为今日的“乡村乐园”。 西长村的巨变，主要归
功于党的一系列惠农政策， 充分说明了改革
开放是农民变富、农村变美、农业变强的必由
之路。

龙清霖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能理解
爷爷奶奶的相处模式。 爷爷总是笑
眯眯地，跟你谈感情，而奶奶却一直
是很严肃地，和你讲道理。

比如小时候， 我和弟弟看中了
某样玩具，巴巴儿地盯着看好久，妈
妈和小姨觉得这不是我们需要的东
西，就会把我们扯开，然后头也不回
明显没得商量地走开。只有爷爷，看
不惯我们可怜巴巴的样子， 我和弟
弟只要一哭二闹不用三上吊， 他保
准举手投降，温和又宠溺地说“好好
好”，偷偷地告诉我们“没关系，等会
儿爷爷去给你们买”。

那时爷爷的形象比战神吕布还
要让人仰慕，虽然蹲着身子，声音也
温和，但我立即喜笑颜开，笑呵呵地
捧着战利品昭告天下。

有次爷爷因为一个星期内给我
和弟弟买了三把枪被奶奶一顿臭
骂，声速又快又急，音色也没了方言
的婉转，内容涉及放纵、娇惯，令我
们苦不堪言。

只有爷爷是笑着的， 安静地听
着，很少反驳，但表达了“我的孙女
当然要长乐未央”的中心思想。

后来很多场景也是， 在所有人
咄咄逼问我的学习状况时， 他淡淡
一句“饭要吃好，学习要搞好”，把大
家的话堵了回去。 原本有些尴尬的
我也得以解脱。

以前少不更事， 现在却已懂得
感恩。

于是，努力学习为了让他开心，
自豪他的孙女足以翱翔于天地。

这样的好爷爷， 愿用他一生换
我十年天真无邪的爷爷。 我一直很
清楚， 他与奶奶是怎样风雨无阻地
携手共度了漫长岁月。

因为他们俩的日常永远是这样
的：

奶奶：“那什么什么事干了没
有？ ”

爷爷慢吞吞：“还没。 ”
奶奶气得拍桌而起，开骂。爷爷

甘之如饴。
但奶奶说， 爷爷以前不是这个

样子，锋芒毕露，横冲直撞。她还说，
她以前也不是这个急躁的脾气，只
是原本温和如水的女孩， 为了爷爷
渐渐地有棱有角。

前年春天奶奶脑溢血， 爷爷面
色苍白，一直不肯在手术单上签字，
通宵未眠导致第二天早上心脏病发
了。听妈妈说，原本波澜不惊的爷爷
最后签字的时候，手是颤抖的。幸而
奶奶恢复得好，现在能说会笑。

今年暑假全家例行旅游， 景区
的中转车上我们被人流冲散了只能
分开坐，我坐在奶奶的后面，看到奶
奶叫着爷爷的名字举起手机对着爷
爷照相， 爷爷从远远的前面扭过头
笑着的样子让我领悟到了幸福的模
样。

急躁的爷爷为奶奶变得温润如
玉， 在岁月的齿轮里奶奶因为爷爷
火爆起来。

怎么说呢？ 如人饮水， 冷暖自
知。得成比目何辞死，只羡鸳鸯不羡
仙。

田仁华

后山坡上的墓地
又开白花了

清明细雨里
有没有一炷香
为你报信人间的消息？
有没有一串纸花
在乱坟岗你的旧坟上诉说思念？
也许，那个小镇早忘了
一个不曾出名的诗人

我不去你墓前祭奠
我在心里筑一座小小的庙
供奉你
不为眼泪的去处
只为生活持矛相向时
借一缕悲悯来，它就和解

只要你爱
一个夏日清晨
眼前突然矗着一座豪宅：

庭院有假山，千千万万重
院里有泳池，清流八千里
奇花异草随地载
姹紫嫣红随春来
珍禽异兽为宠物
日月星辰做水晶灯
风声雨声雷声来配乐
亿人大戏共舞台

一把钥匙落在我掌心
门前的一只蝴蝶说：
只要你爱，它就是你的

沁园春·秀美武潭
朱江

马武平湖，明珠碧螺，山水武潭。 有楠木仙寺，竹
筠古庵，天池临极，犀牛望月，群峰滴翠，清溪绕境，青
山绿水沐朝阳。 请君看，若亲临此境，情趣悠长。

前贤代代风骚，数思痛先贤抗日豪，登南极之巅，
基因探道，文坛艺苑，国内名高；才俊描蓝，乡民奋斗，
治水修路建宇楼；兴商贾，建三湘名镇，把握今朝。

注： 武潭碧螺水库是我省大型
水利工程，这里人杰地灵，红军领导
人夏曦、抗战名将夏楚中、中国南极
长城站站长薛祚宏、 著名遗传学家
夏家辉等皆出于此。

刘柯吕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 对门
邻居把楼下的车库， 改成了一
间有茶有书的会友之所。 打那
时起的晚归之日， 只要那里亮
着灯， 就会听到一声亲切的邀
约：“回来了，喝杯茶再上去吧！ ”

渐渐地，这一杯暖心的好茶，让我告别咖啡，回归
“进门一杯茶”的老习惯；这一杯茶，也让我知道，邻居
的老家新化，是一个被茶香熏染了千百年的好地方。

于是，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背起行囊，奔赴雪峰
山拥抱着的新化。

（一）
问茶之旅的第一站， 是有史书记载的名品黑

茶———渠江薄片的发源地， 位于新化县奉家镇的渠江
源。

新化的茶园， 主要分布在雪峰山脉之上的旅游风
景区。云山雾海，清冽幽泉，明媚阳光与皓月繁星，是它
们最寻常的滋养。 这里是历史上的贡茶区、名茶区。 渠
江源茶园，是“全国三十座最美茶园”之一。

这里的客舍， 默默地散发着传统茶文化的脉脉温
情：它的前台即是一个茶水间。占据最大空间的是一个
能坐十来人的大茶桌，桌上摆着成套的茶具，靠墙是一
溜排的热水壶。茶桌后是各种本地产茶叶，黑茶、红茶、
绿茶、白茶，品种齐全。游客们可以坐下来泡茶闲聊，也
可以用自带的旅行杯泡好茶带走。

看不够的古树、巨藤、奇石、瀑布，不知名的花木与
蝴蝶。 渠江源茶溪谷景区的一切， 令人流连忘返，耳
目身心都被这溪谷占有， 恨不得成为其间的一棵古茶
树。

（二）
第二站， 是湖南省渠江薄片茶业有限公司。 在这

里，制茶师将传统工艺与现代化机械完美叠加，沉寂百
年的名茶再现人间。走进大门，一句“我们先喝茶吧”的
招呼，令初见的疏离瞬间消融，不由得赞叹“见面一杯
茶”里的中国智慧。

“渠江薄片是黑茶的鼻祖” ，总经理高德益颇为得
意地说，如今他们不仅生产黑茶，也生产红茶、绿茶和
白茶。产品不仅得到国人的认可，还远销法国、瑞士、越
南、俄罗斯及香港、台湾地区。 董事长陈建明老家就在
新化茶马古道上的茶叶集散地琅塘镇， 爷爷是一家茶
行的制茶人。从他的爷爷算到他的女儿，一家四代都是
新化“茶人”。

去他的老家听他的父亲讲故事时， 发现陈家菜园
的四周，种的是一圈茶树。

陈老先生说，从前的新化“每家每户都有人种茶，
每个村子里都有茶园，每个乡镇都有茶厂”；司机小魏
说，他的老家金凤乡，也是新化高山茶的产地。 炒茶是
他小时候最痛苦的记忆，两个手被茶汁染得黑黑的，做
久了会干枯开裂，生痛生痛的。

这茶，是新化人烙印深刻的乡愁，五味杂陈。

（三）
第三站， 是记载着茶马古道昔日繁华的琅塘镇与

荣华乡。这个曾经“格外牛逼”的乡镇，如今渴望着借美
景与怀旧重生。

朋友小袁说，琅塘的寓意是美玉之池，琅塘老街，
也就是现在的琅塘社区所在地， 旧为全县水运进出口
总汇码头，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是资水在新化境内
的最后出口，曾经茶商云集。 1951年抗美援朝时，10天
之内当地人就捐款2.2万元，相当于认购了一架飞机。

在琅塘，我们遇到的一位长眉毛、头发花白的张姓
老人，已年过八旬。 他无限怀念地谈古论今：“古码头，
看不见了，前些年资江上修坝发电，淹到水里了。 ”“从
前，这里大概有好几十家的茶叶商号，我只记得永记、
曾老二、隆德裕、保聚祥、裕庆和三真堂了……”

即将离开时， 有位热情的当地人力荐我们去附近
的龙湾湿地公园看看。他说，新化有意用旅游与产业相
结合的方式， 重振茶业雄风。 在荣华乡共田村和大乐
村，将建设3000亩高山生态观光茶园，将茶园与古树、
古寺、溯溪结合，打造十里茶叶走廊和茶马古道。

（四）
第四站是天门乡的高山茶园， 去看新化人口中的

“寒茶王”。
位列2018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公示名单的土坪

村，是去寒茶基地的必经之地。 虽然距县城只有60公
里，但山路蜿蜒曲折，车行要一个小时。 过土坪村20分
钟后，到达目的地。

站在茶厂的前坪，看着远远近近的山峦上，色彩丰
富的丛林与金黄的梯田，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仿若一
幅巨大的田园山水画长卷，刹那间就心旷神怡起来。新
化人口中的“寒茶王”，指的是新化县天门香有机茶业
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洪坤。 2013年，他创
立寒茶品牌， 开始打造天门乡这片雪峰山上的高山茶
园。

王洪坤说，“寒茶”是根据中医学理论命名的，因为
茶性寒。他还说，一个人喜欢喝茶，是因为基因记忆，这
其中有“遗传学的科学道理”。而他种茶和制茶，也会以
科学的方法继承与创新。

他们的茶园，一小块一小块地分布在山林之间，茶
树与野花野草共生。王洪坤说，“分散种植的小茶园，更
能充分利用自然生态防虫控害”，要种真正的有机生态
茶，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上，才比较容易做到。

高山上茶树生长缓慢，但牺牲产量获得了品质。王
洪坤说：“根据我们的对比检测，在低海拔地方种的茶，
氨基酸等营养成分的含量，大大低于海拔1200米以上
茶园的茶。 人类需要的营养， 也是茶树需要的能量物
质。 ”

深夜， 站在这1200米之上的寂静山头仰望天空。
回想这一路所有的遇见，默默许下心愿：无论是对一杯
好茶的记忆， 还是种茶人的美好情怀， 只要是饱含真
诚，就让它们镌刻到基因里流传吧！

这一杯好茶 问路归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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