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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村·生长 （报告文学）

在花垣县十八洞

村， 仿佛看到千千万万

个村庄的过去与现在、

变化与生长。

———【题记】

10月29日， 花垣县十八洞村秋意尽显， 色彩斑斓的树叶沐浴在晨曦之中， 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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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湘西莲台山，终年云遮雾罩，山高林
密，很多地方人迹罕至。

夜郎十八洞就隐藏在莲台山庞大的
山体中，这是一个大型岩溶洞穴，洞内有
十八叉洞 ，洞洞相连 ，有巨大的洞室 、奔
涌的暗河和形状各异的石笋、石幔、流石
坝……

莲台山多云雾天，冬长夏短，迟亮早
黑。 建在高山褶皱里的花垣县十八洞村
梨子寨，隐身于云雾之中，如同汪洋中的
小岛。

山高雾冷， 这里的秋天比别处要来
得早。 很长一段时间， 寨子里只剩下老
人，带着幼小的孙辈留守村庄。 缺少了青
壮的村寨不再生长， 年深月久的木屋呈
现凋敝的黑色。

5年前的秋天，“精准扶贫”理念首次
在这里提出，开启了全国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的高质量减贫进程，许许多多的“十
八洞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古老的苗寨赶上了急速行驶的时代
列车 ，十八洞村用3年时间 ，把积年的贫
困甩在了身后。 带着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人们修通了村道，扫净了蛛网，种下了猕
猴桃，养起了蜜蜂，开起了农家乐。 新苗
歌唱了起来 ，新的生活方式 、新的渴望 、
新的人在蓬勃生长， 热气腾腾的新生活
开始了。

2018年，又一个秋天到来的时候，我
们来到十八洞村。 秋天的雨水寒冷干净，
打湿了石板路， 家家户户屋内生着一团
柴火。 从夜雨中踏进梨子寨杨东仕老人
的家，柴火的热气只往人面上扑来，迅速
烤干了身上的湿气，红薯煨在火塘里，腊
肉在燃烧的松枝上方“滋滋”冒油。

杨家的木头房子干燥吸湿， 新换的
被子雪白温暖，接下来的几天，以梨子寨
这个温暖的民房为中心， 我们拜访了十
八洞村里的老人、青壮年人和孩子，在每
一家的火塘边，把一身烤得暖暖融融，就
着火， 聊聊他们被改写的命运和正在展
开的新生活。

龙冬姐的甘酿

一大早， 我们借住的杨家主妇龙冬姐便
起床了。 她细细地梳头，编好辫子，插上簪子，
最后缠上又高又大的青布头帕。

她穿戴整齐了， 是一个清清爽爽体体面
面的72岁苗族大婶， 半旧的青色圆领大襟短
衣和宽脚裤，盘肩、袖口、裤脚有少许绣花，浑
身上下没有首饰。 穿戴完毕便开始洗漱洒扫，
将住宿客人的被子洗得雪白雪白。 寨子里到
处在施工， 屋前的石板路有工人路过便会留
下泥印，龙冬姐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冲洗。

一切清洗妥当， 龙冬姐便安坐在自家酒
铺前，等着游客上门。 一切都干干净净的，让
她心里特别愉悦。

梨子寨干净舒适的生活， 是这几年才有
的。 丈夫杨东仕是梨子寨第一个“读书出去”
的人，在排碧学校任教多年，一家人因此住到
了镇上。 2004年杨东仕退休，人人尊称“杨老
师”，杨家是当地的体面人家。

杨东仕说起从前梨子寨的苦：“粮食倒不
愁吃，我们这有梯田，但就是只有吃的，没有
钱，不敢害病，不敢求享受。 ” 村民主要的经
济收入，除外出打工外，就是卖木材。

杨家是“好人家”，却也好不到哪里去。 木
房子是1983年修建的，年久失修，破败不堪。
出门便是泥泞，厕所是旱厕，爱干净的龙冬姐
每次回梨子寨都会觉得不便。

直到这几年，村子的道路硬化了，厕所改
好了，电网改好了，山泉水引进来了……寨子
里的生活环境比镇上还好。 杨东仕把木房子
重新用桐油漆过，卧房改成了4间民宿，又把
正厅让给侄子杨超文开农家乐， 另外建了个
酒铺。 每日人来人往，欢笑盈庭，老房子似乎
新生了。 侄子的“幸福人家”农家乐生意红火，
杨超文三年换了三台车， 从小三轮车换成大
三轮车最后变成了红色的本田小汽车。

龙冬姐汉语说得不是很流利， 但这不妨
碍她守着一个酒铺，经营一家民宿，赚取一份
不菲的收入。 这个安静的家庭主妇心里，获得
了极大的价值感。

大酒缸里装的是家酿的猕猴桃酒、 桃花
酒、糯米酒、苞谷烧……她取了猕猴桃酒邀我
们共饮，酒精度低，甜度高，这微醺的感觉，对
一个勤劳本分的主妇来说，是陌生而甜美的。
生活在向十八洞村的老人展示更多甜美。

杨姐的苗歌

10月14日，梨子寨的第一缕炊烟从“杨姐
饭庄”的屋顶上升起。 这天，杨姐家要竖新屋，
在老房子旁建一座吊脚楼。

按当地民俗，结亲要晴、立屋要淋，这天
寒雨如雾，正是主家建房的吉日良辰。 前来帮
忙的邻居陆续聚齐在杨姐家的大火塘旁，等
待主家丰盛的早餐。

厨房内烟火缭绕， 杨姐在一口硕大的铁
锅前双手持铲，把一锅腊肉炒得虎虎生风。

杨姐是寨子里最有人缘的主妇， 是远近
有名的苗歌好手。 她其实不姓杨，她姓龙，叫
龙拔二，丈夫姓杨，叫杨秀富，家里开了一个
农家乐餐厅，叫“杨姐饭庄”（后改为“爱在拉
萨”），大家便称呼她杨姐了。 她是饭庄掌锅的
大师傅，也无疑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

杨姐62岁了，细眉毛，长眼睛，脸部线条
流畅，仍旧辨认得出昔日清秀苗女的轮廓。 苗
女大多能歌善舞， 杨姐从小跟着母亲和姐姐
唱苗歌。 最爱的是放牛的时候在山上起高腔，
歌声穿云破雾，是艰辛童年里最轻盈的时刻。

成年后，生活越过越沉重，苗歌渐渐就不
大唱了。 40多岁的时候，丈夫生病，四个孩子
和稻田要照顾，她常常一个人下到山脚犁田、
耕地、打谷子……这样的日子里，杨姐的歌声
沉寂了。

孩子们慢慢长大，纷纷外出上学或打工，
杨姐守着老房子，等来了精准扶贫的工作队。
多年来几乎停止建设的寨子， 开始每天都有
新变化， 游客一天比一天多， 杨姐的心活动
了。 她把在外打工的女儿女婿叫回家，在自己
屋里开起了农家乐饭庄，堂屋摆了四张桌子，
两边火坑上各摆两桌， 杨姐的好厨艺让饭庄
每日都宾客盈门。 一家人团团圆圆， 热热闹
闹。 最小的儿子杨永华，从华东师大本科毕业
后，远赴西藏支教，那是一家人也是全寨人的
骄傲。

有一天，晒着秋日的阳光，择着菜，她觉
得胸中有什么盈盈欲出， 那些好久不见的苗
歌就在这时候流泻出来。

从那以后， 杨姐的苗歌就常常在梨子寨
响起，村里不少年轻人来跟她学苗歌。 闲的时
候，杨姐还会编新苗歌，路修好了，编一个；农
家乐开张了，编一个，歌词大多是“我们冷暖
有人知”“太阳出来心里暖”“欢迎来到十八
洞”……即使你听不懂苗语，也听得出温暖明
亮的调子。

梨子寨还新修了一架“八人秋”，“竖秋
千，八人坐，谁转上面就唱歌”，秋日金色的山
野，高大的秋千架上，青年男女款款对歌，衣
袂飘飘。

等杨姐得空的时候，我央她唱支老苗歌。
“老苗歌都是谈情说爱的，你们不要笑。 ”

杨姐看向丈夫。
杨秀富始终安静地陪坐在一旁， 在柴火

边半闭着眼，像在打瞌睡，又像在静听。
杨姐的苗歌响了起来，歌声随烟火升腾，

是飘渺过去的回音， 也是幸福的当下生长出
来的欢歌。

老支书的村道

老人是村庄的底色，他们更熟悉土地，更

加勤劳本分。
清早的时候， 杨五玉在家门前的晒谷坪

上猛力刷牙， 满口白沫翻飞， “噗” 的一声
喷出大口水珠， 气势不凡。

这个退伍老兵、 老村支书， 1949年出
生， 常年保持着早起的习惯， 身材清瘦健
朗， 衣服整整齐齐， 家里3亩地， 也由他亲
自操劳。 又在扶贫队的帮助下开了一个小卖
部， 卖点日用品， 价格公道。

有天我们去找他买牙刷牙膏， 他正坐在
火边瞌睡。 下雨天， 木屋里很昏暗， 他也不
开灯。 见我们来了， 才摸索着扯亮了电灯。
待我们告辞出来， 他便立刻关了灯。

勤俭节约， 吃苦耐劳， 是这位老人多年
的习惯。

十八洞村原来的进村道路， 便是杨五玉
带着全村人一锄头一锄头“挖” 出来的。

建在半坡上的苗族山寨， 因大山阻隔而
贫穷闭塞， 到上世纪90年代， 十八洞村还没
有一条可以通车的公路， 村口距最近的国道
有5公里。 当地的顺口溜说： “梨子寨穷，
梨子寨苦， 肩挑背驮磨破皮， 养头肥猪卖不
出。”

杨五玉是当时的村支书， 他把5公里长
的线路， 细分到每家每户， 把难度最大的路
段留给了自己。 那是1998年的夏天， 炎炎烈
日下， 家家户户、 老老小小都到了路上。

那时候没有挖机铲车， 修路只能靠大家
用锄头挖。 3年时间， 农忙时大家干农活，
农闲时各自从家里吃饭后去义务修路， 不论
严冬酷暑， 终于从半山腰上辟出了一条通车
的村道。

村道通车那天， 苗鼓欢天喜地， 拖拉机
“突突” 开进寨子， 杨五玉像卸下了千斤重
担， 无比畅快。

54岁那年， 杨五玉从村支书的位置上退
下来， 这条村道， 是他留下的最为骄傲的
“政绩”。 遗憾的是， 这条两米多宽的村道，
并没有改变全村人穷苦的命运。

直到2014年， 随着各类建设的兴起， 狭
窄的村道已经不合时宜了。 扶贫工作队决定
重修通村公路， 村民们让地的让地、 投工的
投工， 在工程机械的大刀阔斧下， 一条8米
宽的柏油路修好了， 还全程安装了防护栏。

大道好行车， 这两年， 村里好多人家都
买了汽车， 杨五玉的二儿子也买了台面包
车， 既运货也载人， 很方便。

“还是机器厉害， 比我们当年那路强多
了。” 杨五玉在路上溜达的时候， 又失落又
骄傲———那路的底子是全村人挖的， 大家都
不会忘记。

杨再康的珍宝

孩子是生命的延续与希望， 每一个小生
命的到来， 都温暖了一家人， 点亮了一片天
空。

星期一的早上， 三岁半的莎莎被杨再康
用皮卡车送去花垣县城上幼儿园， 但她又哭
又闹， 硬是跟着皮卡车又回了梨子寨。

回到家， 奶奶正在洗锅做饭， 用一块绣
花的黑色长巾把一岁多的小孙子绑在背上，
孩子看到姐姐回来很快乐。

“佬佬， 下来玩。” 莎莎跟他招手， 湘
西土话里， 把弟弟称作“佬佬”。 莎莎央求
奶奶把“佬佬” 放下来， 和“佬佬” 一人抱
着一只小土狗， 从屋前走到屋后。

杨再康忙碌之际， 看到此情此景， 即刻
有了淌下热泪的冲动。

杨再康家在“杨姐饭庄” 的后面， 地势

高， 屋旁有一棵大梨树， 据称是迁入此处的
祖先所植， 也是梨子寨名字的由来， 颇有占
据梨子寨中心位置的气势。

杨再康也是这个村里的中坚， 个子不高
但身板扎实， 五官端正， 苗歌唱得好， 是个
踏实的苗汉子， 只是生在梨子寨， 穷得读不
起书， 父亲去世得早， 他只能外出务工。
2016年， 跟很多青壮年一样， 看到村里发生
的变化， 再康决定留在梨子寨创业。 此时他
已经42岁， 漂泊半生， 尚未成家， 家中只有
老母亲， 守着空房子。

老房子一经收拾， 便焕然一新， “再康
农家乐” 开张了。 再康为人勤劳本分， 农家
乐生意很不错， 比在外面打工收入还要高。
经人介绍， 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从此有了一
个正正经经、 稳稳当当的家。

妻子嫁到梨子寨时， 带来了莎莎， 再康
视其如珠如宝， 疼爱有加。 隔了一年， 妻子
给再康添了一个儿子。

有了孩子， 生活更添了动力。 再康起早
贪黑， 农家乐经营得红红火火。 莲台山里油
茶树多， 他又琢磨着新建一个茶油榨油坊，
让游客们体验苗家原生态的榨油方式。

如今， 莎莎已经三岁多， 儿子走路也很
稳了， 两个孩子亲亲热热， 将一个家每天都
闹得热气腾腾。

妻子娘家在县城， 就回到县城去上班，
顺便带莎莎在县城上幼儿园。 可莎莎周末一
回梨子寨便不愿走了， 她就喜欢天天赖在爸
爸身边。

星期二的早上， 再康再次送莎莎去上幼
儿园。 然而这一次又没送成， 莎莎有的是办
法对付爸爸。

龙建梅的邀请

很长一段时间， 婚姻于十八洞的光棍而
言， 几乎只要是个女的愿意嫁进来就行， 至
于长相性格脾气，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生个
一男半女， 这桩婚姻便算是大功告成了。

杨远章和龙建梅不这么想。 两人自由恋
爱成功， 一起生活三年多了， 在村里是惹人
注目的一对， 穿着相对比较讲究， 感情非常
好， 每天都成双成对地出入。 两人年纪都在
40岁上下了， 却一直没有办结婚酒， 也没有
生小孩。

他们觉得结婚这个形式并不重要， 孩子
也从来不是生活唯一的目的， 两个人各有各
的爱好。 杨远章是一个奇石爱好者 ， 龙建
梅则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 房子前坪 ， 杨
远章用石头布置了一个有水有山的大盆
景， 颇为别致。 他们家没办农家乐， 把房子
租了出去， 也卖点零食土特产， 还入股了村
里的猕猴桃种植基地， 每年都有固定的分红
收入。

龙建梅在寨子里的存在感比杨远章更
强， 她身材丰满， 声音甜美， 穿一双跟很高
的松糕鞋， 化浓妆， 假睫毛接得又密又长，
总之这个人是喜欢浓墨重彩的。 因为她说话
富有表现力， 很多记者采访都会找到她， 她
因此上了很多次电视。

十八洞村有意发展民俗旅游， 让村里的
年轻人都学打苗鼓唱苗歌， 龙建梅是这些人
中的活跃分子。 她原本是镇上的音乐教师，
现在就在梨子寨教大家唱歌， 虽然做这些并
没有收入， 她仍旧很乐意。

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十八洞村猕猴桃的形
象代言人， 身穿苗服出现在海报上， 也是她
特别骄傲的事情。 猕猴桃树长在距村30公里
的道二乡， 是大山中难得的一块平地， 这块

“借鸡生蛋” 的飞地， 当初不被村民看好， 现
在却真的有了收成。

苗寨人淳朴好客， 而龙建梅是最为热情
的一个。 很多次， 她邀请路过的学生去家里
喝茶、 吃饭， 并不收钱， 她就是喜欢交朋友，
跟他们分享自己被电视台采访的视频和照
片。

“锦鸡飞过彩云崖 ， 歇住羽翎落山
寨， 远方的朋友 ， 远方的客， 请到我们苗
寨来……” 这首改编的歌曲， 龙建梅唱得情
真意切。 她住到十八洞村， 是因为这里有爱
人， 有摄像机， 有她唱歌的舞台。 她希望有
更多的人来十八洞村， 人多起来， 才有更多
的机会。

龙先兰的月亮

这个秋天， 莲台山的五倍子花和野菊花
开得特别多， 都是极好的蜜源。 十八洞村竹
子寨的龙先兰得空时去查看蜂箱， 晶莹的黄
褐色蜂蜜已经不少了， 但他不急着取， 根据
前辈的经验， 立冬后再收蜂蜜， 味道更佳且
更宜保存。

这几天龙先兰在给自家的老房子盖楼
板， 来了一帮邻居帮忙， 晚上家里开了两桌
饭， 摆了酒。 妻子吴满金和一群媳妇围着柴
火闲谈， 不时看一眼在吃饭的龙先兰， 提醒
他少喝酒。

火光映照下， 吴满金脸如满月， 她是照
亮龙先兰的那轮月亮。

孤儿龙先兰因为心无所依， 一度过着极
为“荒唐” 的生活， 东家西家地蹭饭， 喝醉
了睡在路边。

成年后， 龙先兰便出去打工， 直到十八
洞村第一任扶贫工作队队长龙秀林把他找回
来， 跟他谈心， 支持他到农校培训， 认他做
弟弟， 过年时带他回家里一起过年， 还给了
他压岁钱。

龙秀林让龙先兰感受到了巨大的温暖与
支持， 骨子里， 先兰是个感恩又聪明的孩
子， 一经引导， 便自己想到了养蜂这条路，
认认真真地干了起来。

满金看上他什么呢， 她自己也说不清
楚， 她第一次见龙先兰时， 龙先兰还没有脱
贫， 也许是因为他长得高大帅气， 也许是因
为同情他的身世， 也许是看到他的聪明勤
奋， 又或者并没有什么具体原因， 只是两个
正当好年华的青年男女自然而然的化学反
应。

满金进了龙先兰的家， 将他的生活照
亮。 有她在， 先兰不酗酒了， 还在龙秀林的
引导下成立了养蜂合作社， 成了村里的致富
带头人。

村里有十来户农户跟着龙先兰一起养
蜂， 26岁的龙金彪就是其中一个。 今年开
春， 龙金彪主动向龙先兰拜师学艺， 成功养
了28箱蜜蜂， 每箱蜜蜂可取4至5公斤蜂蜜，
原生态的十八洞蜂蜜每公斤卖300元， 可以
赚到4万元左右。 龙金彪觉得这个师傅真拜
对了。

满金长相喜庆又大方热情， 在村民中也
很有人缘， 被大家选为村妇女主任。 现在，
两人已经有200多个蜂箱， 还在县城买了新
房。

秋天的十八洞村， 到处开满娇媚的野
棉花， 先兰和满金一起去山上检查蜂箱，
相依相偎， 有说有笑， 最好的日子不过如
此。

施六金的焦虑

对幸福生活的渴望， 是人类前进的动
力， 也给人带来了焦虑。

44岁的施六金无疑是梨子寨的“名人”
“网红”。 今年中秋节， 他的婚礼可是来了数
十家媒体记者。

施六金家很好找， 进寨子第二家就是，
家里还贴着大红的喜字， 装饰着各色彩带。
不过， 自从婚姻大事被各界高度关注以后，
他似乎对各路到访者有些不耐烦了。

施六金身材壮实， 满面红光， 嗓门粗
大。 这天他穿了套新西装， 新理了发， 晚餐
的饭桌上有鸡、 有鱼、 有腊肉， 他喝了点
酒， 就着烧旺的柴火， 谈兴大发。

他说自己吃过很多苦。 因父亲患病， 家
庭负担沉重， 初中没毕业就弃学打工， 那时
他是一个懂事的淳朴少年。

在外20多年， 他去过广东、 广西、 越南
等地， 长了见识， 长了心眼， 只是一直没找
到老婆。

2014年， 施六金回到花垣县， 在一个矿
山打工， 一边留心看村里有没有什么好机
会。 此时的十八洞村正是需要青壮年建设的
时候， 扶贫工作队到处寻找在外打工的十八
洞村青壮年， 邀请大家回村就业创业。

施六金反反复复在心里盘算过， 在外面
打工看起来赚得多， 回来却有回来的好， 照
顾老母亲， 娶妻生子， 都是大事要事。

虽然初中没毕业， 他却是个能干人， 回
到寨子也算干得风生水起， 成了村民组长，
当了旅游解说员， 开农家乐， 酿苞谷烧， 种
猕猴桃， 后来又开始在家附近的十八洞村山
泉水厂上班。 今年更是娶了漂亮媳妇，日子好
上加好、锦上添花。

荩荩（下转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