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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乡市

衣冠端正，身姿挺拔。 他拿着一个文件袋走进房间，里面塞
满了一沓沓的讲义。 你仿佛能想象，几十年前的易伯衡，也是这
样走进教室，开始一天的课程。

事实上，82 岁的易伯衡从未远离课堂。 从语文老师，到联
校校长，再到退休后的志愿授课，易伯衡着实见证了宁乡教育
史 40年来的发展历程。

1953 年， 刚走出学校的易伯衡成了宁乡城东中学的一名
语文老师。 昏暗的小教室、潮湿的土地板、漏风的土砖墙，构成
了他记忆最深刻的一部分。

彼时，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在贫困中苦苦挣扎。 一个红
薯，是一名普通学生一天的伙食。 更有甚者，家中连红薯都带不
起，只能饿着肚子上课。

每到冷雨严寒时，孩子们淌着水上学，鞋袜湿得可以拧出
水来。 湿冷的教室不足以御寒，孩子们扎堆挤在墙角取暖，顾不
上破旧的棉衣蹭满墙灰。

拿着一个月 25斤米工资的易伯衡看着焦急，却无能为力。
更令人揪心的是，每逢新学期，教室里总会空掉几个座位———
多是因为家里无法供养而辍学。

学校时常派老师上门给家长做工作，但大多时候都无功而

返。 锅里无米的家长抹着眼泪问一句：“饭都吃不起， 怎么上
学？ ”常常使老师们落荒而逃。

当时的学校，大多也是在苦苦支撑。 易伯衡所在的城东中
学还算条件不错，当时宁乡县城十来所学校里，半数以上都属
危房。 不仅漏雨漏风，甚至有垮塌的风险。

易伯衡记得学校教室大门曾经因为年久失修破了一个大
洞，学校没有经费换门，只好找来木工师傅，在大门里面钉上一
块木板，打上了“补丁”。 孩子们觉得新鲜，偷偷拿着石头粉笔在
上门刻刻画画，反倒成了独特的“木板画”。

苦中作乐的日子，就这样过到了 1978年。
“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 ”“要让学生

在最好的房子里读书！ ”改革开放明确了教育地位，一个个激动
人心的消息传来。

然而，当时的易伯衡并没有太过在意。 他觉得这些梦想太
过遥远，难以实现。

1983 年，已经在城西中学任职的易伯衡得到消息，学校获
得一笔拨款，对原本的旧校区进行改造。

这件事情仿佛成了一个拐点，越来越多的变化接踵而来。
1984年，镇区普及小学教育；
1985 年，宁乡县城镇、街、村学校通过市级验收全部合格。

同年，城北中学先后接纳城南、城西中学；
1997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
从上个世纪 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宁乡人考上高中、考

上大学。“宁乡人会读书，宁乡人会喂猪”的美誉飘到了外地。不
少邻近县市的孩子，也来到了宁乡求学。 一时间，宁乡教育成了
一块金字招牌。

为什么宁乡人会读书？ 易伯衡缓缓说道：“穷则思变。 ”
易伯衡教过不少有出息的学生， 他们家境大多不太好，但

家长霸蛮供，学生霸蛮学，老师霸蛮教。 这几股韧劲，正源自宁
乡人的血性。

时至今日，易伯衡已经退休 19 年了。 但他热爱教育工作，
坚持每年到机关、学校、社区、企业志愿授课。 每当易伯衡走在
路上，远远看见崭新整洁的楼房，他便知道那是学校。

“40 年前，政府说要让学校有最好的房子。 没想到今天真
的成了现实。 ”易伯衡每每来到校园，都感叹万分。 空调、电脑、
操场……这些曾经不敢想象的设备已配备在宁乡各个学校。 在
易伯衡看来，无论是赶上了新时代的自己，还是一出生便享受
到新时代生活的当代学生，都享受着改革开放的红利。

“昔日的建设者，发展的受益者，当今的志愿者。 ”这是易伯
衡给自己的定位。 享受了改革开放“福报”的他，不愿停下“服
务”的脚步，也不愿停下“见证”的脚步。

改革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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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 40 年来的改

革历程，无数宁乡人挺

身在前，为幸福家园拼

搏奋斗。 他们在不同的

时期， 以不同的身份，

在不同的行业，共同参

与并见证了这场伟大

的变革。

今天，我们拾起其

中一些往日记忆，与奋

斗者一起穿越时光隧

道，聆听那些平凡而伟

大的改革故事。

11月 23日，暖阳高照，宁乡黄材镇石龙洞村芭
蕉组村民王寄高来到自家的苗木地里，对苗木进行
修剪等管护。 眼下，他正着手流转一些土地，扩大自
家的种植规模。 因为人热情，脑筋活，今年 51 岁的
他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老王。 回顾近 40年的发展，
老王跟笔者谈起了他家所经历的几件大事。 这些事
情，促使他家生产生活水平获得大幅提升。

在 1979 年， 当地将水田分开， 只不过是分到
组，没有直接到户。 1980年，家有 7口人的老王，分
到了 4.9亩水田。分田到户，所带来的直接效果是农
民积极性大大提升。 单季稻谷平均亩产量由原来的
不足 150 公斤左右，增至 250 公斤左右，有的亩产
甚至达了 400多公斤。当年，老王家早、晚两季收获
稻谷 2000多公斤，每餐锅中米饭一下多了许多，有
时甚至不放杂粮煮净饭。

1985 年，老王家告别煤油灯，用上电灯，山村
的夜晚一下明亮许多。 此前，老王家的煤油灯有镜
灯、美孚灯、马灯等多种，用途各有侧重。 谁家办喜
事唱花鼓戏， 在戏台前面两侧用铁丝吊两个大棉
球，浸上煤油或柴油点燃照亮。 每隔一段时间，就用
盛有煤油或柴油的大碗去浸泡一下，使之能够持续
燃烧发光。

通电头几年， 老王家用的是清一色的白炽灯
泡，每间房内挂一个，功率从 5 瓦到 25 瓦不等。 不
过，在大门口，老王的哥哥特意装了一个 100 瓦的
大灯泡。平时，这个灯泡一般不开。双抢时晚上收地
坪里的稻谷，秋天晚上洗红薯打红薯粉剁红薯米就
打开，一片通亮，特别方便。

在石龙洞村，曾有一个金柱水泥厂，属乡办企
业。 该水泥厂选址于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产上
好品质的石灰石。 而石灰石，是制造水泥的重要原
料之一。 1991 年，金柱水泥厂正式投产，老王应聘
成为厂里的一名员工。 在此之前，水泥厂进行了一
年多的建设，老王也是参与者之一。

在金柱水泥厂，老王工作了 15年多。 厂子离家
很近，他上下班十分方便。 普通员工、班组长、车间
主任、化验室主任、供应科科长，在这里，他干过不
少岗位的工作。 才开始时，月工资 300 多元。 而当
时，当地请零工的日工资是 5元。 后来，他所领取的
工资不断上涨，多的时候月工资达 900多元。这样，
他家的经济收入状况也越来越好。

眼下，老王正在当地着手流转一些土地，准备
扩大生态种养业。 几年前，他流转荒山 150亩，种植
杉树苗。 同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建了一个小型苗
木基地，所种植的绿化观赏苗木有紫薇、红叶石楠
等品种，共 1000多株。

今年，黄材镇大力开展产业结构调整，为老王
流转土地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一次有余粮的时候，觉得日子好到顶了。 没
想到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老王笑着说，他准备流转
土地 120 亩左右， 以不适合种植水稻的高滩田为
主。 这些土地，他计划种植果树、中药材，并发展林
下养殖业。 今年冬天，将地翻耕整理到位。 明天春
天，便着手种植果树苗。 他认定，适度规模的生态种
养业，将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从没有高楼，到高楼林立；从空荡小巷，到熙攘大街；从
物资贫乏，到商圈繁华。 作为土生土长的“玉潭人”，蔡跃武
一路见证了宁乡城区的发展与繁荣。 而几十年来的建筑一
线工作经历，也使他成为一名“改革者”，参与了城市的风云
变幻。

在蔡跃武的幼时记忆里，县城不过只有东南西北四条
正街， 来回溜达一圈不过半小时的功夫。 在没有游乐场的
年代，蔡跃武和他的伙伴们喜欢在西门附近那唯一的一条

水泥路上玩闹。
一到晚上 8时，城市变得昏暗。 西门的电影院，是整个

县城最热闹的地方。 劳累一天后， 一场电影是对人们最好
的犒劳。 当时， 电影放映员和照相员是最受欢迎的两个职
业。

看完电影，人们回到昏暗潮湿的土砖房里，过着一切都
被计划好的生活。

1978年，改革开放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然而，这对当

时 12岁的蔡跃武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更令他雀跃
的是，他家正计划明年搭上 2间红砖房，住上新房子。

1979年，蔡跃武家的红砖房成了县城里一抹亮眼的颜
色。 很快，这股旋风开始蔓延。 家家户户搭起煤炉，烧窑、拌
灰、砌砖，全家齐动员。

红砖房的风潮还未过，供销社、商业局、物资公司等大
楼慢慢出现。建筑垒起的同时，意味着越来越丰富的物资拥
来。

“1982年，百货公司里的‘常德’烟放开了随便买。听到
消息，我赶紧跑去买了 1整条，那种兴奋现在难以想象了。”
蔡跃武和他的朋友们捧着一整条烟，如获至宝。 一晚上，他
们就着煤油灯，抽了整整一条‘常德’烟。这也是蔡跃武第一
次了解“醉烟”是什么感觉。

上世纪 80 年代末， 玉潭镇的人们开始在房子外墙贴
上瓷砖，时不时走出门看看，“臭美”一番。也正是这个时候，
蔡跃武进入宁乡县城建二公司，开始了自己的建筑人生。

宁乡县广播电视大楼， 是蔡跃武接触的第一个工程。
在没有机械化时代，人们只得手挑肩扛。 整整一年，蔡跃武
日夜待在工地， 如 10 多年前与父母修建红砖房时一般精
心对待。

随着和灰机、搅拌机、门吊……人们把更多工作分配给
机器，建筑难度、高度与品质也逐渐攀升。

百货公司、县政府大楼、邮电大楼、商贸步行街……越
来越多的城市地标拔地而起， 宁乡县城渐渐有了城市的模
样。

1998年，对蔡跃武来说是人生的转折点。当时，宁乡县
城建二公司濒临破产，蔡跃武临危受命，担任公司总经理，
带领着这个举步维艰的企业走出困境。

上任后，蔡跃武大刀阔斧进行资产重组与体制改革，组
建长沙金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从最初的县城山水洲城的
打造、灰汤温泉资源的开发、关山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宁乡
一中、宁乡人民医院、宁乡实验小学等一大批宁乡地标性建
筑均出自蔡跃武之手。

“从‘见证者’到‘建设者’，是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家乡
的发展，造就了我的今天。”蔡跃武如此说道。在他第一次尝
试建起自家红砖房时，他未曾想过会有今天。 正如 40年前
的小县城，也未曾想过能有今日蜕变一样。

“昔日的建设者，发展的受益者，当今的志愿者”

“没想到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见证者名片】

王寄高， 宁乡市黄材镇石龙洞村芭蕉组村
民，从事生态种养业。

【见证者名片】
蔡跃武，男，宁乡市玉潭街道居民。 宁乡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常委、宁乡市工商联副会长、宁

乡市建筑业协会会长、长沙金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见证者名片】
易伯衡，玉潭街道学庵社区人。 在职时，他是省、市、

县优秀教师，县美德之星，十佳党员；退休后，他担任玉潭
街道关工委主任、老科协会会长、老龄协会会长、禁毒协会
会长等。

“家乡的发展，造就了我的今天”

大屯营镇的美丽农村。 黄智斌 摄

如今的学校，已非昔日可比。 课间闲暇时光，学生们在操
场上嬉戏。 欧剑锋 摄

———看宁乡市改革开放 40周年巨变之四

李曼斯

关山古镇。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宁乡市委宣传部提供）

一弯碧水穿城，两岸郁郁葱葱。 如今的
宁乡，已是一派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