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想 “带着孩子们一起回湖南过
春节”

大年三十， 左若军和妻子一直在田间忙碌。
大女儿在湖南出生， 4岁多放在宁乡老家由父母带
着， 直到上中学才到海南来。 小儿子在海南出生，
今年9岁。 父母在田间劳作， 家中就是姐姐带弟
弟。

“我们1997年到海南来时， 条件非常艰苦，
住的是帐篷， 吃的也很不习惯。 当年一起到科技
园打工的湖南、 四川的18人， 只有我们夫妻两个
留下来了， 并找到了一条杂交水稻制种的路子，
所以非常珍惜。” 左若军说。

常年在外闯荡， 随着年岁增长， 对父母的亏
欠之情也越来越深。 左若军兄妹4人， 为支持他开
荒创业， 哥哥、 弟弟及70多岁的老父母和岳母，
一有空闲也来海南帮忙。

“去年春节， 我父母亲帮我守工棚。 由于太
忙， 一家人的团年饭很晚才吃上。 因身体吃不消，
今年父母亲就没来了， 在湖南老家过春节。 大年
三十那天， 我们用视频团年， 看到父母一年一年
老去， 不能带着孩子们一起回湖南过春节， 心中
挺愧疚的。” 说到这， 左若军将脸转了过去……

此刻， 工棚外的火焰花开得正艳。 火焰花树
下， 两条护家的狗围着左若军的腿转了一圈又一
圈， 像是知道主人的心思似的。

�山问

� � � �山背这边客人多人气旺，虎形山那边却冷火清烟。
一样的山，一样的天，为什么境况却不一样？
瑶山在呼喊！
面对溆浦山背花瑶文化旅游的火旺景象， 隆回虎形

山的花瑶同胞坐不住了。
花瑶是瑶族的分支， 居住在雪峰山北麓溆浦与隆回

两县交界之处。 这里海拔1000多米，人口1万多人。 花瑶
被誉为“云端上的民族”，原来都归属溆浦县，上世纪50年
代一分为二，分属两地，从此相邻却相隔。

花瑶文化历史悠久。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其祖
先“积织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花瑶”也因此而
得名。

花瑶人非常聪慧， 他们把太阳的七彩光芒编织在服
饰上，艳丽无比、火辣抢眼。古朴、精致的花瑶挑花被列为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的“呜哇山歌”“滩头
年画”也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里的纸扎艺术、
雕花工艺以及草龙灯、蚕灯、吆喝灯、鹅颈灯等，上世纪50
年代就被拍成电影纪录片；打泥巴订婚、顿屁股等婚礼习
俗，完整地保留了母系氏族时代的遗风。

尤其是始建于秦汉的花瑶梯田，从海拔300米的山谷
一直伸展到1400米的山顶，层层叠叠1000多级，蔚为大
观，是我国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原始梯田之一。

因其特有的花瑶文化和雄伟、 辽阔、 壮丽的花瑶梯
田，“花瑶奇观”备受世人瞩目。

隆回县退休干部老后，本名刘启后，人称“花瑶通”。
他几十年来奔波在瑶山，记录、挖掘、研究花瑶文化，花瑶
人很多都认得他。 而今满头白发、矮矮墩墩的他，背着相
机满山跑，闲余时还来个“金鸡独立”。因为在研究花瑶文
化方面的突出贡献，他获得了“全球华人2014中华文化人
物”殊荣。

花瑶文化的光环和魅力，也曾让隆回虎形山跃跃欲试。
可是，梦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最初开办的农家客栈， 大多用来接待单位请来的客

人。 引进的投资商建了个半拉子工程，开溜了。
虎形山花瑶风景区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由于多

种因素的影响，尽管起了个大早，命名近20年也没有真正
搞起来。

“山还是那座雪峰山，人还是那些花瑶人，为什么山
背旅游风生水起，虎形山就没个响动？ ”隆回北网“三剑
客”之一的“湖南雪峰山”说，他们一帮热血网友多次向县
里呼吁走融合路，打“大花瑶”牌。

“虎形山要融入雪峰山旅游。 ”湖南省旅游学会会长
熊健在隆回召开的研讨会上态度鲜明地提出， 要按照省

里构建的雪峰山旅游大格局发展思路， 拓展旅游扶贫的
“雪峰山模式”，惠及更多百姓。

顺应花瑶同胞关切、雪峰山文旅融合的大势，隆回县
委书记王永红带队来到雪峰山公司，请陈黎明团队出山，
共同开发虎形山旅游。

雪峰山区的溆浦、隆回交界之处属高山台地，空气清
新，气候宜人，是旅游度假的好去处。 雪峰山公司早有跨
区域开发的想法，隆回登门请贤正中下怀。

双方一拍即合。
2018年9月，雪峰山公司进驻后，经过短短几个月时

间奋斗，成功把虎形山打造成了国家3A景区。

�情切

依照花瑶的礼数，拜年是要回拜的。
陈黎明每年坚持回拜， 今年不同的是， 他要回拜山

背、虎形山两处。
大年初三，他先去山背花瑶古寨，再到虎形山瑶王古

寨。
在虎形山瑶王古寨，适逢修复开工仪式，冲天的炮声

回荡在瑶山的春天里。
工地指挥部负责人周生明是陈黎明团队的得力干

将，曾负责开发山背花瑶古寨。 他自豪地说：“我们就是要
把民族的东西修复好，联手打造‘中国最美花瑶景区’。 ”

这一天，虎形山花瑶同胞以最隆重的礼仪接待。
一众花瑶姑娘，身穿艳丽服饰，手持橘红伞子，分成

两队相迎，跳起欢快的迎宾舞。敬拦门酒，唱瑶山歌，围着
篝火一起疯狂。

是啊！ 这段时间， 虎形山已经开始变了。 到山背的
路连通了， 瀑布景区修复了， 游步道建起来了， 瑶王古
寨的门楼也正在修复之中。 花瑶同胞的脸上绽放了笑
颜。

2018年12月24日，是雪峰山公司给民工发工资的日
子。 虎形山瑶族乡崇木凼村贫困瑶胞沈诗凡高兴地领到
当月4000余元工资。 当天，虎形山景区内参工参建的231
位贫困农民，也像沈诗凡一样领到了工钱。

在家门口建景区，在家门口领工钱，对于花瑶同胞来
说，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旅游热，产业兴。 步要妹是一位年轻的省级花瑶挑花
非遗传承人。她与120名瑶族妇女组成了挑花艺术合作
社， 生产的挑花产品十分走俏。 步要妹的挑花作品
《蛙鱼戏水》入选2018潮州国际刺绣艺术双年展。花瑶
歌王蒲德奇也拉起了队伍，演出深受游客欢迎。

神韵雪峰如诗如画，“大花瑶”从中款款走来。
以绚烂的文化为魂，以奇绝的山水为景，“大花瑶”无

疑是湖南文旅融合的一个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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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年年春节都是在海南度过的”
2019年农历正月初四。 湖南农村还沉浸在节

日的惬意中， 海南省东方市新龙镇龙佑村的杂交
水稻制种稻田上已是一片繁忙景象。

年前播种的水稻秧苗已长成绿油油的一大片，
待翻耕的稻田上， 旋耕机、 平整机在工人作业下，
正忙得欢。

湖南宁乡人左若军头戴草帽、 腰挎水壶、 脚
穿一双长筒塑料套鞋， 站在田埂上， 与几个来自
湖南汉寿县的农民商议第二天插秧的事情。

远处工棚处， 左若军的哥哥左若权刚从湖南赶
来， 驱车20多小时未休息的他， 放下行李就立即
带着从湖南带来的4名农民与弟弟会合。

左若军来海南闯荡已整整22年了。 1997年，
他和妻子从湖南来到海南东方市一个农业科技园
打工， 从保安干起， 先后当过科技园保安队长、
办公室主任等职。 2010年， 左若军从科技园辞
职， 开始承包土地搞杂交水稻制种， 一晃又是9
年。

“海南杂交水稻制种的时间是每年1月到6月，
尤其是1月到2月最忙， 根本没有时间回湖南。 年
年春节都是在海南度过的。” 左若军说。

“看着水田， 我就高兴”

今年2月海南气温比往年高， 秧苗长得快。 而
用工却比往年紧张。 左若军在龙佑村承租的400
多亩稻田， 年前到位的仅5到6位工人。 哥哥左若
权不得不在年前返回湖南招募种田人。

杂交水稻制种是门技术活， 需要熟练的种田
人。 左若军的妻子是湖南汉寿县人， 过去一直都
是从妻子的老家雇人到海南制种， 偶尔也请一些
贵州人、 江西人。 74岁的高新初， 是湖南汉寿县
朱家铺镇罗坪村的老支书， 种田能手。 他跟左若
军在海南制种已经有8年时间了。

“我在海南过了8个春节了。 头两年， 确实很
想家的。 不过， 海南气候好， 我年龄大了， 回湖
南就生病， 倒是在海南种种田， 身体还好些。 也
慢慢习惯了。” 考虑到高新初的年龄， 今年本来安
排他看守工地的， 没想到他自己还是愿意下田忙
碌。 他说： “看着水田， 我就高兴。”

左若军承租的400亩稻田， 以前是长满了杂
草和小树的荒地， 2015年承租下来后， 他和哥哥
左若权苦干了1个多月， 将其翻耕成水田。 经过3
年的耕种， 如今400多亩水田沟渠整齐规范， 田
埂上栽种的树木已茵茵如盖， 水稻秧苗长势喜人，
一派迷人的田园风光。

“大年三十那天，我们用视频团
年，看到父母一年一年老去，不能带
着孩子们一起回湖南过春节， 心中
挺愧疚的。 ”———

海南制种的湖南人：

春节是一种思念

虎形山篝火会。

枫香瑶寨舞龙灯。

记者采访左氏兄弟。 左为左若军，
右为左若权。 通讯员 摄

被誉为“云端上的民族”的花瑶，
是瑶族的一个分支， 居住在雪峰山北
麓溆浦与隆回两县交界之处。 这里海
拔1000多米，人口1万多，原来都归属

溆浦县，上世纪50年代一分为二，分属
两地，从此相邻却相隔。文旅融合打破
了地域界限，带来了花瑶的大团聚、大
融合。 花瑶一家亲，文旅一线牵。 人们

由衷感叹：“这是雪峰山多年未见的大
花瑶盛景！ ”以绚烂文化为魂，以奇绝
山水为景，“大花瑶” 这一湖南文旅融
合的新地标脱颖而出。

湖南文旅融合新地标：

湖南日报记者 金中基

“枫香瑶寨，农历正月初二花瑶大拜年。 ”
大年初一晚， 我从微信朋友圈里得知这个消

息，翌日一大早就从老家溆浦思蒙赶去看热闹。 从
思蒙到枫香瑶寨要经过县城，思蒙到县城的路还算
顺畅，出县城之后车辆便似蚂蚁搬家一般排起了长
龙，拥堵不堪，一打听都是去枫香瑶寨的，本来不到
一小时的车程，却走了两个多小时。

岁在己亥，春来景丽。挂在半山腰的枫香瑶寨，
早已人声鼎沸，热气腾腾。 一座四合院式的木楼大
红灯笼高高挂起， 欢庆的锣鼓在浓浓的年味中敲
响。 200多名花瑶同胞，身着节日盛装，一路吹吹打
打、龙腾狮舞，从高山瑶寨赶来拜大年。

这次来拜年的花瑶同胞来自溆浦、 隆回两地。
他们相隔在山这边与山那边，由于行政区域分属两
县，平时少有联系往来，这也是许多年来头一回相
聚在一起。两地花瑶习俗相同，言语相通，在分隔几
十年之后，今天又走到一起，亲热之劲似山水相依
相拥，如歌舞欢腾不绝。

为什么他们今天能相聚在这里， 一起喝酒，一
起唱歌，一起欢笑？

世事皆有缘。 是文旅融合打破了地域界限，带
来了花瑶的大团聚、大融合。

花瑶一家亲，文旅一线牵。 人们由衷感叹：“这
是雪峰山多年未见的大花瑶盛景！ ”

�缘起

� � � �说起花瑶的今天，必然要说到一个人。 他就是
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实控人陈黎明。

做过伐木工，当过兵，下过岗，他没想到，与3个
战友筹了3万元钱养猪，却成了气候，当上了上市公
司董事长。可就在几年前，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
他却选择退出职位，归隐山林。

对他的选择，人们深表惊异：一个大公司的老
板，不去一线城市、国外发展，却偏偏到这大山里做
什么？

他在雪峰山腹地穿岩山的小木屋里住了下来，
开始了二次创业，成立了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
公司。

在山里转悠了一阵子， 他请来篾匠赶制龙身、
龙尾、蚌壳灯，又找来会舞灯的好“角子”，再找来一
帮年轻人排练，那一年春节，山里失传多年的龙灯
舞了起来。

搞旅游，不是建宾馆，修游乐设施？为什么要去
弄老皇历的龙灯？ 人们不理解。

他又把失落在民间的渔鼓、三棒鼓、木脑壳戏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找回来，还给他们每月发
补贴。

“流芳千古的雪峰山文化，已经浸入我的骨髓
里。 ”陈黎明当时是这样说的，“这些民间老艺术家
生活贫困，乐于坚守，他们是我的父辈，永远值得尊
敬！ ”

忽然有一天， 枫香瑶寨的游客像牵线似地来
了，他们是奔着龙灯、鼓舞等民俗文化表演来的。宽
大的院落里里外外站满了人，楼上也是密密麻麻的
人，公司为安全起见，只好请执勤的把住几个楼梯
口不准再上人。

文化的巨力，对于旅游的推动之大，人们没有
想到，可能陈黎明最初也没有想到这一层。

枫香瑶寨火了！
“这是无中生有！”湘籍作家彭见明对此事如此

评价。 我认为，既对，也否。 确实，如彭见明所说，在
看似无张家界一样独特自然景观的情况下，“枫香
瑶寨”创造了湘西旅游新传奇，但它有绵延几千年
的雪峰山瑰丽的民俗文化作底色。尽管有的民间传
统技艺已经失传，可文化的根依然在那里，生息不
灭。

光有一个枫香瑶寨是不够的。
有人说，陈黎明的眼光要比别人远看30年。
在离枫香瑶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高铁溆浦南

站，在离高铁溆浦南站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山背花瑶
古寨。

高铁站与花瑶古寨，本来是两不搭界，陈黎明
却把它们想到了一块。

“望到屋，行得哭。”瑶山千百年来行路最难。雪
峰山公司投资，把30公里的水泥路拉进了瑶山。

“这个机遇抓对了。 ”陈黎明说，非常看好高铁
带来的文化旅游商机。 沪昆高铁开通之际，他组织
了一支十多人的花瑶演出队，随省旅游部门组织的

“沪昆穿越之旅”表演花瑶节目，在上海引起轰动。
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喜欢交朋友，这是陈黎明

的一贯作风。 他与穿岩山“祥婆”、花瑶古寨“瑶王”
称兄道弟，大碗喝酒，好得不得了。

人称“瑶王”的杨庭洪，是溆浦县葛竹坪镇山背
村人，开了一个农家客栈。自从瑶山通水泥路后，他
每年都率众来拜年，今年已是第5个年头了。“旅游
旺季，每天都有游客上山，接待不赢。 ”杨庭洪说，自
己的农家客栈一年赚个几万元，山寨里20多家客栈
生意都不错。 游客有长株潭的，还有香港、台湾的，
就连世界知名徒步专家也慕名而来。

花瑶长桌宴。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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