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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回虎形山石瀑 刘启后 摄

藏了四千年的“独立王国”

飞地、国中之国、开满梅花的地方

5000

年，一个王国的面纱才徐徐揭开

梅山，是一座我们俯视才能看见的山。

它藏在历史里。据《安化县志》和《湖南通

志》记载，它是汉代长沙王吴芮的部将梅鋗的

封地，其地在新化和安化。 而《宋史》更详细：

“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潭，南接

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据研究梅山文化的

专家仔细比照，一致认定：范围包括今天的长

沙、湘潭、益阳、常德、怀化、娄底、邵阳等市

25

个县级行政区域的全部或部分，总面积达

5

万

平方公里。

它藏在学者研究里。著名民俗专家、北京

师范大学教授陈子艾论证， 梅山是中华民族

三祖之一蚩尤部族的世居地之一。 湖南省民

间文艺家协会梅山文化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新吾有理有据： 神农氏族的炎帝和蚩尤虽

然被黄帝打败了， 但在湖南中部保留了最后

一块世外桃源式的“飞地”，这就是梅山。这完

全是一个“国中之国”，直至黄帝的北方王朝

发展了

4000

年， 到公元

1072

年宋神宗开梅山

才融入“大一统”的政治版图。

奇怪的是， 岁月又悄悄溜走了差不多一

个千年，梅山依然隐在暗处。 今天，我们深呼

吸，庄重地、缓缓地，来揭开一张蒙了

5000

年

的面纱。

打开地图，手指画出一个圈，停住：难道，

梅山就是芙蓉国的心脏？就在我们的脚下？在

洞庭、澧水、沅江、湘江的怀抱里，资水如蛇蜿

蜒，雪峰山东西斜穿，山水相融，如一把巨大

的铁叉，插在湖南的心脏。为何她以这样独特

的姿态耸立了

5000

年，我们却毫不知晓？邵阳

市九三学社研究梅山文化的马铁鹰老师给了

我们一个更浪漫的想象： 隆回和安化有梅子

井、梅子岭、梅家冲、梅子湾、梅子园的地名近

百处，梅山地区曾经生长着一片广阔的梅林，

寒冬，漫山遍野都是怒放的红梅……

出发，我们去寻找梅山。

资水、茶马古道、大熊山

5

万平方公里，一个走不出的巨大迷宫

从长沙往西，沿资水，过雪峰，我们走进

梅山的腹地：安化、隆回、新化去探寻一个王

国的秘密。

把貌似平庸的湘中重新打量， 密码其实

散落了一地，滚落在我们熟视无睹的地方。

打桃江、安化、新化、冷水江、隆回、双峰

走过， 民居的屋檐大多长着两只弯而有力的

角，他们是头上长角的蚩尤部族的后裔（冷水

江市还被中国民协命名为中国蚩尤文化保护

基地）；堂屋神龛上供奉着梅王助福正神（带

领梅山人反抗朝廷统治的首领扶汉阳）；人们

信奉着同一个猎神：两脚朝天倒立行走，眼睛

鼓鼓的张五郎。 那些繁复神秘的“梅山教”傩

戏巫术更是遍及我们走过的任一地方， 那些

原始的枫树崇拜、蝴蝶符号、上刀山表演、资

水边小溪旁的吊脚楼和风雨桥，让我相信，这

里就是苗瑶的祖山， 是迁徙到周边省市及东

南亚的苗瑶文化的发源地。

身边的资水如娴静的湘女悠悠流淌，青

山倒映，偶尔闪过一片白杨林或平坦田园。难

道在湖南的心脏地带， 曾经允许过这样稻香

鱼肥的独立王国存在？ 长在资水边， 拉过纤

绳，用双脚丈量过

650

公里整整一条资水的作

家廖静仁告诉我， 资水的本性绝不是沉静贤

淑的女子，而是习惯兴风作浪的大汉，它是湖

南四水中最刚烈的一条河。 河上有着七十二

险滩，滩高浪急。 有句民谚叫：资江河里有个

鬼，三点麻雨涨大水。不知有多少驾着毛板船

的水手把命丢在了河里。河边的岩石上，还存

留着纤夫们用脚掌抠出来的纤道。 只是后来

资水河上修起了好几座水库， 炸掉了江中的

巨石，资水才变成现在的温柔模样，才有了美

丽的雪峰湖地质公园。

沿着这样一条曾经刚烈的资水河深入，

深入到茶马古道，那“过滩哪———嗬嘿，不惜

命哪———嗬嘿”的《过滩谣》还响在耳边，南方

最后一支马帮的马蹄声却惊醒了我的梦。哦，

梅山是没有路的，除了那喜怒无常的资水，就

是眼前这样山高林密的大山。 伴着一条堆满

奇形怪状石头的峡谷， 一条羊肠似的石板小

道钻进浓密阴暗的原始次生林里， 马儿驮着

安化的红茶、黑茶从这里翻过大山，下资水、

进洞庭，到边疆，漂洋过海。而今天，他们驮的

是对这神秘的茶马古道无限神往的游客。 突

然，密林中走出来七八个赤膊的汉子，中间两

个抬着一头野猪， 五六只猎狗欢天喜地紧跟

着，浩浩荡荡下山去。

但只有穿过茶马古道， 登上安化与新化

的界山大熊山，站在湘中第一高峰，海拔

1622

米的九龙池上， 我们才能解开一个独立王国

存在

4000

年的地理谜团。四周山峰群聚，但长

相各异，毫无章法地陈列着，你想看清一点玄

机，却愈看愈迷茫，愈看愈紧张。 这些山峰如

头头怪兽

,

呼啸着向你狂奔而来，你陷在找不

到一丝出路的疯狂和绝望中。

是的， 整个梅山地区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

迷宫，仅安化

1000

米以上的山峰就有

72

座，山峰

里沟壑纵横，

48

条大溪，

1200

多条小溪， 溶洞密

布，地下阴河相连。 而新化，资水边上的梅山龙

宫（原叫藏兵洞）就是最好的藏身之所，是亚洲

最美的地质博物园，有着“哪吒出世”、“远古河

床”、“玉皇天宫”、“峡谷云天”、“水中金山”五个

惊世奇观，也许古代的梅山人在这里安过家。

除了梅山人， 只有凶猛的野兽敢在这里

出没。

50

年前，新化县打虎队还打死过

10

多只

老虎。 长沙动物园的那只引起轰动的华南虎

就是新化奉家山的黄金城抓的，有

7

只老虎成

为他的猎物。隆回花瑶的回云省老人，年轻时

还单手夹死过一只金钱豹。

那么，梅山

5

万平方公里的范围里，到底

有多少座布局诡异如兵阵的山峰？ 有多少个

无法探知的溶洞？有多少条曲折的溪流？有多

少只咆哮的猛兽？ 有多少还被大雾和森林隐

藏的峡谷？

没有人知道。当年，连烧杀抢掠如野兽的

日本人到了梅山边边上， 都战战兢兢不敢贸

然踏进一步。感谢大自然，为梅山人构建了一

个巨大的封闭的迷宫，使他们的“国中之国”

得以依附存在。

紫鹊界梯田、虎形山石瀑、金竹山煤矿

8

万亩梯田，一个秦人雕刻的世外桃源

在高高的雪峰山密林里， 在汹涌的资水

边，梅山人靠什么生活呢？ “上峒梅山赶山打

猎，中峒梅山掮棚看鸭

,

下峒梅山打鱼摸虾”。

但安化的辰山梯田、隆回的草原梯田、万贯冲

梯田， 尤其是近年才被人所知的新化紫鹊界

梯田，那神奇的梯田之海，质疑了梅山人的渔

猎生活。

是诗人在群山间写下的一行行自由诗，

长句短句， 一气呵成； 是作曲家谱下的交响

曲， 五线谱在山间飞舞

,

奏响美妙的天籁之

音； 是画家随意绘就的水彩画， 线条重重叠

叠，铺向山顶天边。是谁在新化的水车镇雕刻

了这样的梯田奇观？是梅山人，是

2000

多年前

的苗瑶人。 它比云南哈尼梯田和广西龙胜梯

田更久远。 而它的灌溉系统更是令水利专家

叹为观止，无塘无库，无需挖沟引渠，山有多

高，水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是特殊

的岩石土壤储水渗水，加上人工的巧妙设计，

才有了这媲美都江堰、灵渠的灌溉工程奇迹。

有了稻谷飘香， 才有梅山人丰衣足食的

桃源生活。

梅山有富足的矿产和工匠。 至今， 在涟

源、冷水江都有丰富的煤矿、锑矿，谭谈的《山

道弯弯》，写的就是金竹山煤矿。 多个乡镇保

留着古采矿、冶炼和制陶遗址，而冷水江市至

今还有

6

位

60

岁以上的铜匠。 这说明，梅山人

掌握了先进的冶铸技术，兵器制作技术，才满

足了“不与中国通”的封闭环境里生产生活的

需要，直至公元

1072

年宋神宗大规模开梅山，

才与汉民族融合。

聆听溪水的交响，在绿色的波涛里飘浮，

一不小心就闯入了新化与溆浦交界的奉家山

古桃花源。 再随紫鹊界的

8

万亩梯田峰回路

转，又盘旋至了隆回的虎形山大托瑶寨。站在

高约

400

米、宽过一公里的石瀑下俯看点缀在

山谷里的民居， 遥想着安化与溆浦交界处的

另一个秦汉桃源，蓦然发觉，整个梅山地区就

是一个巨大的世外桃源。 生活在这里的梅山

人只敬畏自己的神灵， 他们既是乐山乐水的

儒家盛赞的仁者和智者， 又有着独与天地精

神往来的道家气质。

于是，梅山从历史和传说中渐渐丰满，徐

徐崛起，随着交通的便捷，梅山必将高耸于天

地间，让我们不得不变俯视为仰望。

中华蚩尤始祖文化园

该园位于大熊山国家森林公园，

2009

年湖南旅游

20

个重点项目之一 ， 投资

1.18

亿元。占地面积

1000

亩。文化园分始

祖文化区（在规划中）和宗教文化区（

2008

年

12

月奠基）。 宗教文化区里正建熊山古

寺。

游雪峰湖，看冰碛岩，

住秦汉桃源

雪峰湖地质公园

2008

年

12

月

29

日才举

行开园仪式，地跨益阳市安化县

10

个乡镇，

著名的柘溪水库正处于中心地带。 已建立

了马路风景区、六步溪自然保护区等

4

个风

景旅游区。这里有世人所罕见的“金镶碧玉

竹”。 震旦纪南沱组冰碛砾泥岩遍布全区，

其规模和岩石质量，均称“世界之最”。

小贴士： 从长沙出发， 走长益高速公

路，在

69

公里处转

308

国道至安化县城，沿

河街往西走

28

公里到柘溪镇再往马路镇

方向走

500

米，可看到

6

亿年的冰碛岩。 然

后

25

公里到马路镇，游龙泉洞 ，再前行

35

公里可至奎溪镇看秦汉桃源景区。

登大熊山，游梅山龙宫，

看梯田王国

紫鹊界梯田成形于秦汉，堪称“世界奇

迹”。大熊山国家森林公园半山有中华银杏

王，有摇钱树等奇树。梅山龙宫位于资水河

畔，被专家称为“亚洲最美的地质博物园”。

小贴士：从长沙上长潭高速，再上潭邵

高速到娄底，转娄临公路到新化县城。午饭

后去大熊山国家森林公园

,

晚上可住大熊

山农家乐，享受炎夏清凉。 第二天早上

8

时

去梅山龙宫，游

2

小时后，返回县城吃午餐。

饭后上炉奉公路

55

公里至紫鹊界梯田，晚

上可住梯田农家乐。 或继续往前去奉家山

的古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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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湖南旅游

中部崛起

省旅游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高扬先

行走湘中，走入梅山文化的腹地。我没

有想到，在湖南旅游的版图上，在大长沙、

大湘西和大湘南三大板块之外， 湘中竟然

藏着如此神秘、 丰富的山水和文化旅游资

源（湖南印象·旅游副刊将以梅山文化地理

篇、文化篇、人物篇、风物篇整体推介），这

或许是湖南旅游的最后一块处女地。

这些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旅游宝藏，如

何开发、保护和利用，造福百姓，促进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相关市县和部门齐心

联手，既遵循市场规律，又发挥政府主导作

用，共同打造“大梅山文化旅游经济圈”，培

育湖南旅游的增长极，促进湖南旅游“中部

崛起”！ 为此，我诚邀有识之士为之献计献

策 ， 将真知灼见发至我的邮箱 ：

yangxi鄄

anus@yahoo.com

，不胜感谢！

·旅 游 副 刊

２００9

年

8

月

13

日 星期四

11

� � � �山总在那里，让我们看见。

西北望，是刺向苍穹的串串惊叹号张家界；西南望，是秀丽圆润的

崀

山；南望，是起伏连绵的南岳和神秘莫测的莽山；东望，是巍然傲立

的湖南第一峰酃峰，它们都以高耸的姿态让我们仰望。

梅山是山吗？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她的形状？ 梅山没有山？ 为什么

那么多人自称梅山人？ 为什么所有的苗瑶人都信仰梅山神？ 为什么那

些散居四海的瑶人离世前都念念不忘要回到梅山去？

梅山到底在哪里？

■

快乐自驾

■

美景在建

：湘中，世外，

梅山龙宫 严伯林摄

二

□

本报记者 易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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