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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瑜

在临湘市儒矶山顶，有一座临湘塔，又名儒
矶塔。这个塔八方七级，高33米。塔基由条石铺
成，塔身由青砖和条石砌成，是座实心塔。塔的各
层有短檐挑出，檐角上翘，翘首成卷尾状，檐角下
悬风铃。塔身四周设有佛龛，内置佛像，塔顶置莲
花宝顶，宝顶上置有铜尖。

临湘塔建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由时任台
湾道台刘璈捐资主修， 塔身嵌一方汉白玉质、由
清代名士吴獬亲笔撰写的《临湘塔记》。1986年第
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临湘塔被定为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1999年升级为岳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1年晋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承载了两位临湘历史名人
刘璈和吴獬都是临湘人，他们有着惊人的相

似之处。
他们都非常有才，被同为岳阳籍的湘军领袖

人物左宗棠器重。左宗棠任甘肃总督时欲聘吴獬
任其幕僚，吴因身体缘故推辞，后致力于传道授
业，终成一代教育大家，作《一法通》启蒙后人。刘
璈被左宗棠招入麾下，征战浙江，屡立战功，经左
宗棠举荐出任台州知府、甘肃兰州道台，之后两
次入台出任台湾兵备道，主政台湾，抗法护台，功

勋卓越。左宗棠对刘璈信任有加，曾上疏称:“共事
多年，信心有素，于整军治民之事，必能补其缺漏，
仰答恩知者也。”

1885年9月左宗棠去世，刘璈和吴獬不约而
同作了情深义重的挽联。 刘璈挽左宗棠：“相业
亘古今，史凭忠耿一心，内攘外安，尽瘁手擎天
柱赤；思知逾骨肉，适值冤埋三字，山颓木坏，望
洋泪涌海涛红。” 吴獬挽左宗棠：“由乡贤而入
阁，由幕宾而督师，建树虽多，殊遇有人惭地下；
曾辟书以求才，曾俸金以助试，拜瞻未遂，贱名
无路附门生。”

后来， 刘璈和吴獬都因湘军和淮军不和而受
到牵连。左宗棠去世后，淮军首领李鸿章得势，排
挤湘籍人士。 吴獬在科考中受李鸿章之弟主考官
李鸿藻排斥， 论成绩本应点为第一名进士却定为
第二十一名。 刘璈则遭受淮军将领刘铭传打压诬
陷，革职查抄，险被处死，最后流放黑龙江郁郁而
终。

刘璈和吴獬在职时都是爱国爱民的好官。吴
獬曾经任广西荔浦知县，在任内放足禁赌，深得民
心，后恨于不能解百姓之苦，愤然辞官从教。刘璈
去台湾后，在强化国防、抗击法国侵略者外侮的同
时，巡察台湾府城(今台南市)各处，改筑沟渠，清理
污迹，扑灭疫疠，广受民众拥戴。

正因如此，两位临湘知名人士才志趣相投。刘

璈做浙江台州知府时，因当地多年科举不仕而建
塔，九年科举成功者几十人；为家乡文化教育繁
荣发展， 刘璈去台之前也在家乡长江边依样建
塔，并请县令黄庆来作序，黄转请吴獬作《临湘塔
记》，吴獬欣然应允，妙笔成文。

记录了日本鬼子入侵的罪证
1938年11月8日， 侵华日军11军第六师团今

村支队疯狂侵入湖南北大门临湘。 日寇乘坐6艘
汽艇从湖北洪湖新堤出发， 到达临湘塔附近，以
为临湘塔是碉堡有埋伏，用机枪一顿乱扫，随即
从临湘塔上游不远处登陆， 血洗临湘老县城陆
城，临湘成为湖南第一个沦陷的县。后驻扎在附
近的日寇经常以临湘塔作靶子练习射击，使塔身
留下累累弹痕，《临湘塔记》被击落数块，使此文
四字残缺， 至今在临湘塔身还可看到很多弹孔，
里面还有残留的子弹。可以说，临湘塔记录了日
本鬼子的昭昭罪行。

见证了大陆和台湾血脉相连的史实
刘璈作为台湾首任兵备道，在去台任职之前

在家乡的长江边修建临湘塔，长江入海与台湾海
峡相连，证明着台湾在历史上就是中国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2017年5月23日，台湾研究专家来临湘
市史志办查询刘璈史料，听说尚有刘璈修建的临
湘塔，十分高兴，进行了详细了解。他说，刘璈是
作为朝廷命官管理台湾，这是大陆和台湾血脉相
连的证据。 临湘塔是他在家乡留下的宝贵文物，
对研究刘璈乃至两岸关系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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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凌之

眨眼间在那山那沟充实地呆了半个月，眨眼
间，离开那山那沟半个月了。

那山，真不是一般意义的山，其美名、其影响
已响彻了世界。人们不仅听说过她、心往神驰于
她，不少的人还造访过她、瞻仰过她，以后的人们
也不应忽略她、忘记她。她，就是声名显赫的井冈
山。

井冈山位于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
连绵起伏，沟壑纵横，峰回路转。虽有海拔超过
1800米的地方， 但人居集中地块的海拔却只有
800多米， 最具影响力的核心区域只有260多平
方公里。

之前，她默默地藏在深闺里，仿佛隔绝于世，
尘封于史，经传中难找。当历史的脚步迈进1927
年深秋时节，她便不再安安静静、普普通通。从那
以后，她，骤然间便变得不一般起来：惊天动地的
历史事件， 产生了许多为主义为理想而英勇悲
壮、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激
荡着精神的力量。事件的导演者、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曾为她赋词三首：《西江月·
井冈山》《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
山》，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
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等石破天惊之语，道出了
井冈山的历史演变，说出了她有别于其他山的真
谛。

井冈山故事的主角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
大元帅朱德同志曾于1962年重上井冈山， 深情
而虔诚地为她题下了“天下第一山”。天下名山数
不尽， 华夏大地上有天下最高的珠穆朗玛峰，有
天下最大的巍巍昆仑， 有天下奇观张家界武陵
源，有被世人尊崇为“五岳”的泰山、华山、衡山、
恒山、嵩山，有五台山、普陀山、峨眉山、九华山四
大佛教圣地，有龙虎山、武当山、青城山、齐云山
四大道教名山， 它们都未曾被冠以“天下第一
山”，只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庐山和“会当凌绝
顶”的泰山，因宋代书法家米芾曾被其独特山势

和秀丽景色感动，兴之所至留下过此类的
墨宝，此外似乎未曾听说过哪个地方
被称作“天下第一山”。

1927年， 井冈山不再沉睡，
她被秋收起义、南昌起义、湘南
暴动、平江起义而来的革命者们
唤醒，声名鹊起。她变成了一座
伟大而特别的山，有着理想信念
的巍峨， 有着英雄气概的凛然，
有着心灵祭坛的威严，有着不可

亵渎的神圣。她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开篇
的第一块实践之地，成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点燃之地，成了中国共产党
早期革命武装的集合之地，成了中国革命从农村
包围城市道路的开始之地，成了党和人民事业从
胜利走向胜利的出发之地，成了毛泽东思想开始
形成的重要发祥之地，成了中国共产党优良革命
精神传统的开源之地。在所有的山中，她在中国
革命的历史中牺牲最多、 贡献最大、 影响最远。
她，也只有她，才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山”。

再说井冈山上那条特别的沟吧。
那是一条拥有一所名叫中国井冈山干部学

院的沟。 她讲述着这座山里曾经发生的故事，传
播革命的理论，传递红色的基因，提醒来到这里
的人要知道“我是谁”“来自谁”“依靠谁”“为了
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保持“坚定执着追
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
众求胜利”的精神状态。

这条沟位于井冈山茨坪红军北路以西、长坑
路以北，全长也就五六百米，宽不足50米，最宽处
百来米。沟呈马蹄形状，北、西、南三面为山，地势
自西向东而渐次开阔。沟里流水潺潺的溪，原本
是没有名字的，2005年学院建成使用， 取名为濂
溪。濂溪将学院分成南北两块。南块是办公楼和
学员2号楼、3号楼，北块是1号学员楼和从外至里
一字排开并用长廊相连的图书馆、教学楼、专家
楼，后勤综合楼、设备房和网球场依山而建；从山
上到山下，跨溪而过有五座桥，分别取名为修远
桥、尚贤桥、敏行桥、明德桥、崇学桥，将学院连成
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学院紧贴着的山，被茂密的
树林掩映，森林茂密，四季常青，为学院的游园，取
名龙苑， 建有5条登山道， 全部走完足有万米距
离。登山途中，一路数来，还有正气亭、诚心亭、公
明亭、弘道亭、八角亭、听泉亭、揽翠亭、仰日亭、多
云亭、临风亭等10个风雨亭供人休憩。这条沟因
学院的入驻而充满文气，学院却因这里的山水颇
显灵气，真是一个难得的学习充电之地。

特别的山就是一部特别厚重的书，特别的沟
被赋予了传播书中内容精髓的特殊使命。我有幸
受组织派遣， 同来自中央部委和地方的53名学
员一道，在这里参加“坚定文化自信”专题培训。
半个月的时光，这山这沟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
的印象。学院的教学坚持课堂与现场结合、学校
与地方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充分运用山中的
独有禀赋，选择革命烈士陵园、革命博物馆、黄洋
界哨口、红军挑粮小道、茅坪八角楼、红井旧址
群、朱毛旧居等现场，对中华优秀文化开展现场
讲授、现场诠释，可感可触，鲜活生动。瞻仰和学
习之余，再在学院攀登沟里的龙苑，在林中穿行，
在亭中小坐，回味这山与这沟的独有品质和老师
或讲解员的讲解，对中华文化，尤其是对中国革
命文化的博大精深，便有了更切实的感悟，深深
地感受到，优秀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
层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并不断发展壮大的
动力源泉，什么时候都应该予以旗帜鲜明地弘扬
和传承。唯如此，才对得起这山与这沟的馈赠。

特别的山给人以特别的力量，特别的沟给人
以特别的清新。

刘伦策

湖南对口援疆到去年已经有20
年了。从1998年省委派出第一批援疆
干部到现在， 已经有8批衡阳的同志
在吐鲁番这块热土上，奉献自己的青
春和热血。在衡阳疆友庆祝援疆20周
年的聚会上， 大家不由感慨万千。时
间过得真快！当年的青葱小伙，回首
时，已是满头银丝了。谈及在新疆工
作的点点滴滴， 疆友们顿时青春绽
放，我记忆的闸门也随之洞开。

1998年初，衡阳市委在静园宾馆
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会中，时任市委
组织部副部长唐际香告诉我，根据中
央精神，湖南要派一批干部到新疆吐
鲁番地区工作，市委认为我是合适人
选，请我考虑一下。当时，我的孩子正
值高中毕业的冲刺阶段，母亲已近八
旬高龄， 且身体状况堪忧。“父母在，
不远游。”孩子和母亲的现状，让我有
所犹豫。 太太知情后， 给我鼓劲说：
“好男儿志在四方。为边疆人民服务，
值得！” 母亲不顾自己年迈多病也鼓
励我：“‘父母在，不远游，游之有方。’
国家有召唤，孩儿责无旁贷。”家人做
后盾让我有了底气。在顺利通过了组
织的考察和选拔后，我做好了到新疆
工作的准备。

进疆前，湖南第一批援疆干部集
结在长沙蓉园宾馆培训，我系统了解
了湖南与新疆的不解之缘：从左宗棠
抬着棺材决战疆场， 收复新疆的壮

举， 到王震将军请缨入疆，
凯歌西进， 铁腕治疆的
吏政； 从红色大管家毛
泽民整顿新疆财政，促
进工农牧业发展， 宁死
不屈的壮行， 到八千湘
女上天山， 屯垦戍边的

张扬血性，这些都让我无比
震撼，终身受益。培训期间，时任湖南
省委领导对我说：你作为湖南第一批
援疆干部的领队，一定不要辜负省委
的重托，要率先垂范，做湘新两地经
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做促进民族团结
的模范，为助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力量。

1998年3月12日， 中国植树节，
我和同志们带着使命奔赴新疆。我戏
称：22个同志就是22棵青松。 我们一
定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火州”
增添一片绿。

从长沙到乌鲁木齐的飞机穿云
破雾飞行了4个多小时。 走出航站楼
的一刻，我们受到了新疆同志的盛情
接待，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下榻
宾馆后，激动的队友们聚集在一起彻
夜难眠，叙说情怀。我跟大家说，当前
首要的任务是要实现角色的转换。来
新疆前，我们是湖南人，而现在呢，我
们是新疆人，是新疆的湖南人，要与
吐鲁番人民一道沉下身子做好工作。
大家个个信心百倍，纷纷表示“要像
西域红柳一样，做合格的吐鲁番人”。

经过在乌鲁木齐的短训，我们开
始向吐鲁番进发。车过达坂城，越过
天山，穿过戈壁，路经小草湖，前面豁
然绿洲一片，第二故乡吐鲁番到了。

按照吐鲁番地委的统一部署，我
们第一批湖南援疆干部被安排在地
区机关、 地区直属单位及鄯善县、托
克逊县工作。托克逊县的高粱和棉花
资源丰富，我们派出衡阳啤酒厂的罗
雪峰和湘潭的彭毅对口参与白梁液
酒厂和棉纺厂的管理； 鄯善县的化
工、金矿资源丰富，我们派出衡阳化
工厂的周名扬和省直黄金集团的王
亲雄主管鄯善化工厂和金矿的技术；
吐鲁番教育薄弱， 生源外流严重，老
百姓有些怨言，我们发挥湖南教育大
省的优势，把有教学经验与管理特长
的樊其顺、陈培、罗成恩等同志分别
安排到地区的实验中学、职校和农校
工作；地区医院专业人员匮乏，我们
将最好的医生衡阳的曾偶成、湘潭的
潘抗美，安排到地区医院和医疗条件
落后的托克逊县医院。同时，我们派
出一批同志分别在地区的旅游、乡镇
企业、外经贸、畜牧等管理部门工作，

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 施展才华，建
功立业。

1999年是地区瓜果大丰收之年，
受地委、行署的委托，我与来自衡阳
的时任地区乡镇企业局局长李富国
一道，带队赴北方地区的瓜果市场进
行考察，发现吐鲁番的瓜果在北方深
受市民喜爱和欢迎，大有市场。为此，
我们写出了有分量的调研报告，就扩
大北方市场的吐鲁番瓜果销售提出
具体意见， 得到了地区行署的采纳，
为吐鲁番瓜果走出新疆， 走向全国，
提供了范本。

其时，我在吐鲁番地区行署任副
专员，分管地区的旅游、文物、外经贸
和粮食工作。

当年一位中央领导考察吐鲁番
时， 地区领导曾提出八字发展方针：
“重工、强农、拓旅、活贸”。中央领导
说，根据吐鲁番的资源和实际，就是
要两手抓，即一手抓葡萄，一手抓旅
游。行署分工让我抓旅游，我深感责任
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吐鲁番地区旅
游资源十分丰富，既有生态的，也有文
物的。然而，当年蜚声中外的葡萄沟景
点却状如盆景，设施简陋；历史悠久的
苏公塔交通不便，游客进不去、出不
来；交河古城是世界遗产级的文物景
点，却连个像样的停车场也没有；所有
的景点都是旱厕，既有损形象，又影响
卫生。作为一个国际化的旅游城市，吐
鲁番的差距显而易见。

上任伊始，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调查研究， 针对地区旅游现状找不
足，定方向，立目标。我组织地区旅游
局等相关部门赴敦煌、 嘉峪关等地学
习取经，５天时间行程3000多公里。结
合地区旅游的实际情况，我与计委（现
在的发改委）主任梁开桃一道，提出了
打造吐鲁番地区旅游的“4510”工程，
即改造４条景区道路， 改建５个旅游
景点，拆除景点旱厕，新上10个免水冲
厕所。 项目得到了地委和行署领导的
充分肯定。 我与湖南派出的时任地区
旅游局局长王全昌一道， 组织地区旅
游局、文物局等相关部门全力实施。在
不长的时间里，苏公塔、葡萄沟、火焰
山、交河古城等景点旧貌换新颜。

当时“苏公塔”景点正面有两座
高耸的烟囱，比苏公塔还要高，老百
姓说是苏公塔生了两个崽， 大煞风
景， 我们大胆提出实施炸毁的方案。
两个烟囱轰然倒地，苏公塔景区的景
观环境得到了净化。这也标志着吐鲁
番旅游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从北京请来专家作旅游发
展规划，目标是持续发展好吐鲁番的
旅游产业， 打造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通过两年的努力，经过申报、创建、自
检、初审、验收，吐鲁番市终于在1999
年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博
大，不到吐鲁番不知道新疆之精深。”
知名度提高了，吐鲁番的旅游收入屡
创新高。“不到吐鲁番等于没有到新
疆”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名片。

如今，吐鲁番地区的旅游如日中
天。鄯善县、托克逊县的旅游如一体
两翼，方兴未艾。进出吐鲁番有高速、
高铁，还有“高飞”，衡阳也开通了到
新疆的航班。两地的交往更多、更方
便了。衡阳对口援助鄯善县，不仅在
经济上、 项目上加大了支持力度，而
且在人才培养上建立了专门的培训
基地， 为助推吐鲁番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

时至今日，21载岁月已逝， 第一
批援疆的我们青春不再，然而，不逝
的是我们在吐鲁番奋斗的印迹，不逝
的是两地合作的纽带与桥梁，不逝的
是我们与吐鲁番人民纯朴的友情与
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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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沧桑临湘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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