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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仲池

雨后牛角山，茶园碧如玉

盛夏，湘西的雨一连下了几天。湘西古丈县牛角山村，那些坐落在山
腰和沟谷溪岸的古老苗寨的房屋，在烟霞般朦胧的雨雾里时隐时现，唯有
夯吾溪哗哗的水声打破了山野的宁静。车子爬上盘山的柏油公路，打开车
窗，用手触摸天空飘下的水雾，心便感觉异常清爽，仿佛置身春天的怀抱，
正在呼吸和感受生命的纵情绽放。

我是慕名到这里采访山村巨变的奇迹，寻找春天走进牛角山的足迹。
2019年3月，我在央视人物专栏《底气》里，听到了牛角山村党总支书

记龙献文讲述自己带领村民脱贫攻坚致富的故事， 他的形象深深地印进
了我的脑海。我想去牛角山村亲身感受他的为民情怀、奋斗精神，感受这
里的山水乡愁和民族情谊。

雨后的阳光明媚滋润，连空气也变得柔软清新。一下车，龙献文就热
情地领我们去看牛角山的茶园。站在山顶，重重叠叠、如棋如格、错落有致
的茶园，像一块块碧玉镶嵌在绿融融的山峦，在太阳照射下闪耀着翠绿的
光芒，随山势铺展延伸。龙献文摘下两片嫩绿的茶叶对我们说：“2014年，
我参加在澳大利亚举办的中华文化节暨茶博会， 带的就是这山顶茶园产
的‘黛勾黛丫’（苗语：阿哥阿妹），这是我取的茶叶品牌名。我想让牛角山
的‘阿哥阿妹’，带着我们村全体村民的绿色梦想和美好向往，走遍全世
界。”

我们参观了新建的能生产200吨茶叶的加工厂，大开眼界。在这里，
我感知到种茶、采茶、制茶人的平凡与伟大，看到了珍贵的感情、透明的匠
心、有价值的智慧和放射人性光辉的制茶艺术。

在来牛角山的车上， 县政协向主席对我讲了牛角山村种茶的辛酸和
曲折探索过程———

大山深处的庄严承诺

2009年7月21日深夜，牛角山村苗寨民房突然燃起大火，只几个小时
就烧毁了31栋民房。受灾村民跪在地上伤心地哭喊。龙献文含着泪对大
家说：“我是共产党员，是村上的党总支书记，你们放心，我一定帮助大家
重建房子，还要带领大家脱贫致富。我若做不到，死也不瞑目！”

就在这天夜晚， 龙献文找来从部队复员回来的村支部副书记龙启国
商量灾后重建。沐着清淡的月辉，他俩久久地站在被烧毁的房屋前，闻着
从风里飘来的焦土味，沉思细语。不知不觉，他们身后来了许多党员、村干
部、村民。龙献文转过身来，用坚定的语气说：“我和启国商量，从明天开
始，全村党员和村干部带头抗灾救灾，做到五统一：统一规划，统一施工，
统一贷款，统一安排生活，统一组织发展生产。年底时，受灾户一定要住进
新房！”

这是大山深处一个基层党组织对受灾村民的庄严承诺。
重建三十几栋房子，谈何容易！一边救灾一边发展生产，出路在哪里？

龙献文遇到了他没有想到的困难和困惑。
最难的是筹集资金。牛角山村原本就是特困村，村上无力筹助分文。

尽管各级政府都拨来救灾款，可傍着岩层建房造价高，资金缺口大。龙献
文除自己带头捐款两万元外， 东奔西跑请求各方捐助， 磨破嘴皮筹得了
210万元。重建房屋的164个日日夜夜，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嗓子哑
了，吐出的痰带着血丝，乡亲们劝他休息，他总是说：“我扛得住。”

就这样，党员个个上阵，村民一齐跟上，五个多月时间，一排排整齐宽
敞、具有苗族特色的新楼房耸立在了牛角山的怀抱，受灾的村民全部住进
新房。从此村上大人小孩都亲切地叫龙献文“龙三哥”。这个称呼不胫而
走，在牛角山、默戎镇，在古丈县、湘西州流传。这是村民们用心里的那杆
秤称出的称呼。

种茶，走一村一品产业发展之路

牛角山村党支部支委石秀姐说：“重建住房的那些日子里， 龙三哥就
在心里规划种茶的蓝图。这是龙三哥经过反复思考后拿出的主张。他多次
找支委商量沟通，要大家支持他。我说：你说干，我就跟你干。”

龙三哥是个爱学习、 敢想敢干的苗家汉子， 发动村民种茶是有来由
的。他告诉我，牛角山海拔800至1200米，位于北纬28-30度，山高林密，
溪涧纵横，云雾缭绕，土壤富含磷硒，很适合种茶。他从资料中得知，古丈
种茶历史悠久，唐时属溪州，唐代杜佑《通典》记载：“溪州等地均有茶芽入
贡。”古丈河西白鹤湾出土的古文物中，有大量战国时期的茶具，可以断
定，古丈是湘西最早的茶叶产地之一。可当他提出牛角山要走一村一品产
业发展之路，把种茶这个龙头舞起来时，大家都怔住了，七嘴八舌地说：这
茶村上早就没人种了，价格卖不起，销路打不开，没有资金，不懂制茶技
术，还不如种玉米、水稻靠得住。

看大家犹豫，龙三哥一字一句说：“你们不种，我一个人种。”第二天，
他就带着一家人上了山岗，将灌木丛生、荒芜已久的山坡开垦出来种茶，
而且一种就是50亩。看着龙三哥一个人干起来，龙启国领着支委动了起
来。村支部成员带头种茶，村上的积极分子也一个个跟着干了起来。一年
后，村上成立了牛角山茶业专业合作社，以农户土地、资金、劳力入股的方
式发展茶叶产业。

行船频遇当头浪，遇难不退好收成

不料2010年冬天湘西地区发生严重的冰灾，厚厚的冰层压倒、冻死
了一片片茶树。龙三哥日夜带领村民冒着严寒补苗。不少种茶的村民动摇
了，有人风言风语：“我早说种茶靠不住。”更有村上帮助补苗的户主竟然
晚上悄悄扯掉了树苗。龙三哥含泪无言，仰天长叹。

知夫莫若妻。 龙献文的妻子张新凤小他三岁，1986年他们在一次赶
边边场时相识， 龙献文对新凤一见钟情， 婚后新凤全力支持龙三哥的工

作。为了当好三哥
发展茶叶

产业的得力助手，新凤自己外出拜师学种茶、制茶、泡茶。她操持家务节衣
缩食，精打细算，家里办的小卖店、加油站和原来办企业赚的钱，都积蓄起
来支持三哥的工作。近10年来，龙三哥从新凤手里拿出投入村办企业的
资金达1400多万元，一分利息都不要。张新凤常对村民说：“只要村集体
办得好，他什么都舍得。”现在三哥遇到难关了，她知道三哥需要她，便主
动办起了“妇女之家”，组织妇女种茶、采茶，参加村里的各种活动，还动员
妇女回家做男人的工作，把心思放到种茶上来；对缺资金的农户，她主动
借钱，有的还买茶苗送到家门口。

在龙三哥夫妇和村支委、党员们带头种茶的榜样力量感召下，村民
们种茶的热情又一次被点燃。

正当种茶产业在艰难中重振生机时，谁料到2013年又遇旱灾，龙献
文再一次陷入极度焦虑中，日夜苦思怎样战胜旱灾，终于从冬天栽树用
塑料袋补充营养液的方法中得到启示，想出用塑料袋装水打孔，挂在茶
苗上补水的妙计。他买回几万个塑料袋，发动家家户户男女老少一齐出
动，将塑料袋灌满水挂在茶树上。在炎炎烈日烘烤下枯萎的茶树，驮着装
满清水的白色塑料袋，一两天后竟昂起了头，被晒得干枯的茶树恢复了
生命活力！

旱灾抗住了，虫灾又逼近。看着爬满茶树吞噬嫩绿茶叶的毛虫，村民
们心如刀绞，再次把目光投向了龙三哥。龙三哥相信，只要发挥好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动群众，就一定能战胜任何灾害。他反复叮嘱大
家：为了保护好生态有机茶，绝不能打农药灭虫，只能用手捉虫。妻子张新
凤二话没说，主动带领姐妹们戴着口罩和长手套，把茶树上的虫子一条
一条捉下来……

成功总是赐予能遇艰难而不退却的人。这一年，全村茶叶获得了好
收成！

精准扶贫吹春风，整村脱贫奔小康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湘西十八洞村，作出了精准扶贫
的重要指示，如同春风迅速吹遍三湘四水、神州大地，更温暖着与十八洞
村相隔只几十公里的牛角山村村民的心。

龙三哥当即带领村支委去十八洞村学习，回到村里商量如何尽快把
种茶产业做大做强做优。龙献文知道，要把产业做大，关键是要开拓茶叶
市场，创出自己的品牌。次年春天新茶做出来后，龙三哥带着妻子、女儿
和村上的姑娘小伙四处参加各类茶展，到企业到城市宣传、推销牛角山
的茶叶。这期间发生的每一个故事都十分感人。有次去参加深圳茶展，龙
三哥肩扛一箱茶叶坐火车，进展厅，摆好产品，挂好宣传海报，然后去酒
店房间梳洗一番， 穿上苗族服装， 站在展台前热情地对参观的顾客说：

“我叫龙献文，是湘西古丈县牛角山村的党总支书记，全国人大代表，我
给你们送村上种植的高山云雾生态有机茶来了……”这个深山农村党总
支书记的行为，感动了大家，他的展台前，常常出现排队争相购买茶叶的
情景。

茶叶创出了品牌，有了广阔的市场，村民们看到了希望，全村313户
都加入了茶叶专业合作社，新开发茶园7500公顷。

听说牛角山村脱贫致富的事迹后，2016年12月1日，省委书记杜家毫
亲自到牛角山村讲党课，充分肯定他们取得的成绩，勉励牛角山村党组
织充分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 带领全村村民一心一意奔向全面小康。这
进一步激发了党员和村民们的斗志。这年全村人均纯收入9700元。

当年12月12日，龙献文庄严地向村民们宣布：“从今天起，牛角山村
整村脱贫，从此我们要挺起腰杆奔小康！”听到龙三哥铿锵的话语，全村
男女老少回报以雷鸣般的掌声，都流出了喜悦和激动的热泪。

产业立村道路广，精神富足日子甜

村民大会一散，龙三哥沿着靠近夯吾溪的街道，朝正在修建的茶叶
展览大厅走去。小街的两边摆满了湘西各乡镇山民带来的农副产品和苗
绣、苗药、银饰。看着眼前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产品，端详脚下街道的青
石板闪着温润的光泽，映衬着楼阁的光影弯曲地伸向深巷，他的心又开
始驿动：山上变成了金山银山，山脚又该怎样呢？

这一夜龙三哥未能入睡。他从书架上抽出自己最爱读的家乡作家沈
从文的书翻读起来， 耳边仿佛传来沈从文讲的湘西话：“这种好歌手，通
常必然还是个在本村本乡出力得用的人……他们的天才，在当地起得作
用，使得彼此情感流注，生命丰富润泽，更加鼓舞人热爱生活和工作。”
（沈从文《湘西苗族的艺术》）龙三哥激动地望着山寨如繁星闪烁的灯光、
天空银亮的星光、溪水里晃动的楼阁倒影，驰骋着自己的奇妙遐想。他知
道，生活富足了，必须精神富足才能行稳致远。他心上闪过一道亮光，决
心通过开辟乡村旅游，弘扬民族文化，传递时代风尚，淳化民风民俗。

在龙献文和大家的努力下，村里的旅游火了。近年来，每天都有三四
千人来牛角山夯吾苗寨旅游，为村里带来上亿元的年收入。产业立村的
道路越走越广， 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甜，2017年村民人均收入达13618元。
牛角山村还带动了周边山村5000农户种茶； 牛角山片区4000多公顷白
茶开发项目，也于2018年7月7日正式启动。

背着牛角山茶叶走进人民大会堂

2018年全国两会召开，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龙献文背着
牛角山的茶叶，唱着《挑担茶叶上北京》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成为中央媒
体争相报道的亮点人物。龙献文全心全意为村民办事，带领村民脱贫致
富奔小康，牛角山村获得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国家农民合作示范
社”光荣称号，龙献文获得了第六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全国
农业劳动模范”等荣誉。2018年3月12日，李克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了龙献文，并与他亲切握手、交谈……

随同我采访牛角山村的一位年轻电影编剧对龙献文说：“龙三哥，我
想把你的事迹搬上银幕，让全国人民都认识你。”龙三哥听了只是憨厚地
笑着。他明白肩上的担子依然很重，他说：“现在脱贫了，走进全面小康
了，可我最担心的是返贫。”我握住他的手说：“只要初心不改，一切都会
如你所愿。”

龙三哥，我知道，春天会永远在你心里的。

奉荣梅

益阳古城与山水的千年对话

“溪山入城郭，户口半渔樵。月满弹琴夜，花香漉酒朝。”雨雾中，行
走在益阳城区资江南岸， 就突然冒出唐代诗人杜荀鹤《寄益阳武灌明
府》的意境。

白鹿湾广场，阁亭轩廊点缀在绿阴中，四角亭里花鼓戏的清唱酣畅
淋漓。广场西靠会龙山，山中古木苍郁，白鹿寺与栖霞寺千年香火不绝。
江北是沿河而建的长而弯的益阳古城，魏公庙巷、玉陵坡巷、灯笼馆巷，
那些明清时期的古街巷与残存的古城墙，都模糊在雨雾中的楼宇之间。

河对岸有1800多年前的三国遗迹，如传说中关羽单刀赴会地碧津
渡，以及鲁肃堤、诸葛井等，一座双曲拱桥横跨资江，仿佛要将三国的历
史烟云拉近，一并收入会龙山的葱茏。

从会龙山大桥一路往东，漫步在资江风光带上，有会龙山大桥、龙
洲大桥、西流湾大桥、清水潭大桥、青龙洲大桥等。志溪帆落、会龙栖霞、
裴亭云树、碧津晓渡、斗魁凌云……我在寻找“益阳十景”，并一一对应。

资江匆匆东去，带走了益阳古城与山水的两千年对话，我记忆中益
阳与资江的记忆却泛滥起来……

味道，关于益阳的最初记忆

在我少年时代最初的记忆里，关于益阳的记忆就是吃，是香脆的麻
香糕和清凉的松花皮蛋的味道。

20世纪80年代初，兄长从湘南山城北上益阳求学两年，第一个寒
假他回家时从行囊里拿出的礼物，是纸盒包装的麻香糕和松花皮蛋，路
途迢迢，舟车辗转，薄脆的麻香糕都碎散了，青绿的皮蛋壳也挤碎了。

在当时，麻香糕算是豪奢的糕点，糯米粉中掺了芝麻与白糖，加了
些许洞庭湖特有的藜蒿粉、芦笋粉，粉质细腻，疏松香甜，燥脆爽口，落
口消融，各种香气一层层在口腔里铺开，很有韵味。这些朴素的点心中
那一缕浅淡的香甜，让少年寡淡的口舌十分惦念，算是当时的美味了。

剥开青绿的皮蛋壳， 只见晶莹碧透的蛋白表层松花朵朵， 若隐若
现，我一时间竟舍不得吃。哥哥学着益阳城里人的样子，将皮蛋切开分
食，茶色蛋白，橙色蛋黄，如琥珀含珠，入口有种醇香，清凉凉的爽口。

在哥哥的描述里，益阳城冬天的雪很大很厚，资江河很宽很大，水
很清很深，资江边的田沟、池塘里满是泥鳅，益阳人却不会吃。周末他常
和同学相约去资江边抓泥鳅，小半天就装满一桶；或在资江边看人撒网
捞鱼，收网时是沉甸甸的收获。

当年繁华，遍地巫风

90年代末期，资江边的益阳在我的眼里是“遍地巫风”，充满神秘色
彩。那时，我结识了益阳籍女作家叶梦，她送我一本散文集《遍地巫风》，黄
与黑的封面上有“资水一条河”“遍地神话”“谣言季节”等，是集子里散文的
标题。叶梦的童年，就是在资江支流兰溪河边的三里桥小镇度过。

在叶梦笔下， 三里桥当年的繁华真是了得。“由拱桥往东去是制作经
营纸伞的作坊和货栈。这条街上的油纸伞很有名，产品在这里集中，从资
江里用船运到汉口、芜湖、南京等地……除了金银首饰，你能在三里桥这
条街上买到城里能买到的一切。几乎家家都经商，户户都有房产……”

湘楚之地巫风甚炽，自屈原之后，流传于沅湘之地的“九歌”祭星
神、云神、山神、河神、雷神、日神、鬼神和司命等等，充分表现出巫觋文
化的发达，对自然神的崇拜。从“遍地巫风”的资江边走出来的叶梦，文
字中充斥着抗争与宿命的矛盾，具有无处不在的透人脊髓的孤独气质，
飘散着大江大湖特有的神秘“巫气”。这种“巫风”曾在资江两岸历史苍
茫的旷野中拂过，在湘楚文化浸染中，叶梦在寻觅母地上最深厚和亘古
的一种文化，挖掘人类的深层精神世界。

街景，似乎凝固了百年的光阴

叶梦行走异乡时， 总是想念那条终年碧绿清澈的资水河。 读她的
《蝴蝶子过河》时，我才知道，益阳人从前为何对泥鳅之类不屑一顾。益
阳是鱼米之乡，对吃鱼很有讲究，喜欢吃资江河里的清水河鱼，春鲶夏
鲤秋鲫冬鳊，还有河里产的大鲑鱼，连鲢鱼、鳙鱼、财鱼都不爱吃，何况
满田畈的小泥鳅呢？

《吃遍长街》里，资江北岸一条15里商业长街，流动的都是美味小
吃，令人垂涎不已。岸边已是高楼林立，那些益阳小吃不知掩藏在哪条
街巷的深处？古老的城墙还是那么黑沉沉地存在吗？

21世纪初，我第一次随叶梦到她的生长地三里桥小镇寻访。她家祖
居在兰溪河石拱桥边，桥西是纸烛铺、待诏铺、发粑粑铺、饭铺、烟叶子
铺，然后就是她家的中药铺，隔壁还有豆腐店、米粉馆、杂货铺、油盐南
货行等。

叶梦在狭窄的街道踽踽独行， 边走边指点着曾经街坊邻居的铺面
所在。她的身影在一家家的木门、砖墙拖曳而过，时而停滞在一架货柜
上，她的双手与一双双青筋暴突的枯槁的手握在一起，用益阳方言招呼
着。三里桥的街景似乎凝固了百年的光阴。

我追随在她身后，一路细致打量，抓拍她的表情，并猜想哪栋房子、
哪个人物是她笔下的何种店铺、哪个人物。其实，我最想遇见的是卖麻
香糕的店铺，走到街的尽头也没能如愿。

这水这城，无声无息植入了我的记忆

“人与河的关系不会只是存在于诗意的感动之中，更多的时候，是
一种世俗的琐碎的日常生活的依存关系。”正如叶梦所说，益阳古城河
街沿资江而建，悠长而弯曲，挑水、洗菜、汰衣、过渡、出行，益阳人的日
常曾经都绕不开这条河。

在益阳大码头乘船，上可至邵阳武冈，下可达汉口芜湖南京上海。
当年，陶澍就是从安化顺资江出发，赴任两江总督；胡林翼从资江的支
流志溪河到资江，再下汉口走马上任湖北巡抚；魏源、蔡锷则是从资水
上游邵阳乘舟沿资江到下游益阳，走向长沙，再向北行的……

龙洲大桥西侧有七级宝塔“斗魁塔”镇守江岸，在濛濛雨雾中显得
挺拔而凝重。塔基碑文显示此塔始建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1873年
重建。塔身八角砌级，30米高，鱼尾状上翘，内有螺旋状石梯可登塔顶，
可惜门已落锁，不能登高览胜。江北还有座三台塔，二塔隔江相望，是资
江一大景观。

河边巨石突兀，像巨大的乌龟头，卵石铺伸至河中，我随手从河里
捞起几个石头，花纹都很漂亮，顺势感受资水的温度与温柔。寒风冷雨
中有人在垂钓，翻看鱼篓，有一只甲鱼，同行人一阵惊喜。

龙洲大桥以湖南四大书院龙洲书院命名，书院旧址在桥东侧龟台山，
创建于1551年，规模盛大，可与岳麓书院、石鼓书院比肩，现存三五亭、洞
源亭等旧迹。附近有兔子山遗址公园，完整保留了楚、秦、汉、三国吴越时
期的遗迹遗存。突然看见“三里桥安置小区”的字样，我惊呼，养育了叶梦
生命与灵魂的三里桥，还有那条兰溪河，如今该是怎样一番模样了呢？

资江在我的记忆里流淌了30多年，混合了麻香糕和松花皮蛋物质
的气息，也渗透着一种神秘的精神气息。在叶梦灵魂深处永远无法抹去
的古老城池益阳城，也无声无息地植入了我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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