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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名山 ， 都有其独有的特点 ： 泰山之雄

伟、 华山之险峻、 衡山之秀美， 庐山之飞瀑、 雁

荡山之巧石、 峨眉山之清凉， 阳明山却以生态美

而甲山水。

阳明山位于我省西南部， 潇水之东， 属五岭

山脉。 相传， 远古这里是终年云遮雾罩的无名

地， 后来两个地仙闯到这里。 地仙是一对孪生兄

弟， 兄弟俩看地寻龙， 哥哥拿一根一丈二尺长的

银针在地上走， 弟弟手托一个纽扣般大小的铜钱

在土内行， 每走三步， 银针向地下插一次， 如果

银针插在铜钱眼孔里， 那里就是一块风水宝地。

兄弟俩虽有通天入地的本事， 但在阳明山却接二

连三都未能闯入这云封雾锁里面去， 兄弟俩双双

跪拜天地： “此处是人杰之地， 还是仙山名地或

是佛刹宝地？ 好让我们看个明白！” 祷告三日三

夜， 感动了玉皇大帝， 白云浓雾袅袅升腾而去，

青天白日下， 只见靠北是一条 “黄龙”， 靠南是

一条 “青龙”， 二龙盘踞山脊， 会首处是一颗硕

大的 “珍珠”， 原来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制服的两

条孽龙。 好一个 “二龙戏珠” 的所在， 是人地、

是仙地， 是一块佛刹宝地 ！ 兄弟两人感叹了一

回， 对苍天三叩而起， 正欲离去， 却见别处阳光

灿烂， 而这里竟没有太阳照耀。 于是兄弟俩又跪

告天庭， 请求赐给太阳光热， 玉皇大帝准奏， 派

太阳神下凡到这里， 将随身携带的一盏天灯挂在

这片土地的上空， 并将此地命名为 “阳明山”。

从此， 这里最先享受到太阳的照耀 。 正如

《永州市志》 所载： “朝阳甫出而山已明者， 阳

明山也……” 虽是神话传说， 但自古以来， 阳明

山就是天下名山， 参禅拜佛的胜地； 名山古寺两

相彰， 白云绿树雾茫茫， 构筑了神秘莫测灵异非

常的佛教文化氛围， 被誉为人间 “灵山福地 ”。

据传当年蒋介石崇尚阳明山， 曾上山拜佛， 在万

寿寺抽签得到 “胜不离川， 败不离湾” 的签语，

逃到台湾后住在草山上 ， 遂将草山改名为阳明

山。 自此， 两座阳明山， 一海之隔， 遥遥相望，

包含着两岸深深的亲情与期望。

阳明山山高林密， 树种繁多， 奇山奇石奇花

异草比比皆是。

1982

年这里被批准为省级自然保

护区，

1992

年被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 是国内少

数尚未大面积开发的旅游宝地。 阳明山境内

70%

以上的山地海拔在千米以上， 其主峰

1625

米。 群

山连绵， 山峰环立， 登峰远瞭， 极目千里。 方圆

数十里间， 山高水秀， 林木茂密， 环境幽美， 景

色迷人。 当你走近阳明山 ， 古树苍郁 ， 古藤缠

树， 浓荫为盖， 恍若隔世。 走进阳明山， 山高谷

幽， 石怪峰奇， 松涛和鸣 ， 秀竹滴翠 ， 流泉飞

瀑， 鸟语虫鸣， 奇花异草， 相互辉映， 宛若进入

“鸟鸣山更幽” 的人间仙境。 阳明山更是国内罕

见的生态宝库， 境内森林覆盖率达

96%

， 山脚的

竹， 山腰的原始次生林， 山顶的杜鹃花构成了奇

特丰富的生态画卷。 据专家测试， 空气中负氧离

子浓度极高， 有 “天然氧吧”、 “湘粤凉岛” 之

美称。 当你走在阳明山简陋的公路上， 南方红豆

杉、 华东黄杉等国家珍稀植物随处可见， 白鹇、

红腹锦鸡等小生灵的欢叫声不时入耳。 据当地人

介绍， 中国一、 二级保护动植物在这里已探明的

就超过百多种， 数万亩成片的野生红杜鹃已载入

世界吉尼斯纪录， 是 “中国最大的野生红杜鹃基

地”， 被誉为 “天下第一杜鹃红”。

每年阳春时节， 阳明山数万亩高山红杜鹃如

血怒放， 蔚为壮观。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

为此写下了 《天下第一杜鹃红》， “层层飞红波

浪， 叠叠香雪万千” 描绘了一片自然生长的杜鹃

花海。

走下阳明山， 心难以平静。 这里蓝天白云，

鸟语花香， 一派人与自然和谐的氛围。 这里野生

动物种类繁多， 处于野生状态的植物处处可见，

但不见猎手也不见移花接木者。 阳明山， 叫人动

情的阳明山， 你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无限美好的

同时， 也在告诫我们： 在享受前所未有的物质文

明的同时， 千万不能再让污染 、 钢筋水泥 “森

林” 等破坏我们的青山绿水； 在追求物质财富的

同时， 必须加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 让我们

的山更青、 水更绿， 让祖先留下的丰富多彩的自

然资源等文化遗产代代相传。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2009

年

11

月

6

日上午 ， 冷水江市铎山镇党委 、

政府所在地， 突然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突发事件？！

“请大家散开， 散开！” 镇党委、 镇政府的干部

对着村民们喊。 只是， 他们的喊声， 竟有些哽咽。

“要余书记、 张镇长出来， 再见我们一面。 他

俩不出来， 我们就不走！” 村民中有人喊。

村民说的余书记、 张镇长， 就是刚被免职的铎

山镇原党委书记余禄初、 镇长张翔。

半个小时前， 冷水江市委副书记易振、 政法委

书记刘杰、 组织部部长李彦文， 宣布了市委决定免

去余禄初、 张翔职务的决定。

在冷水江市委决定免去他俩现任职务的头一

天， 铎山镇的一些干部、 村支书、 主任找到了市委

书记刘小龙。 请市委书记手下留情收回决定， 让余

张二人继续留在铎山镇。

“怎么， 来了这么多人要集体说情吗？” 平日

和气、 特别尊重基层干部的刘小龙， 板起了面孔。

“你们难道不知道对干部

的责任追究制吗？” 刘小龙口

气严厉。

“知道， 知道。 可余禄初

和张翔……”

“既然知道， 就不要再说

了 ！” “说情 ” 的话刚出口 ，

就被刘小龙毫不客气地打断，

“告诉你们， 我的态度非常明

确， 不管你们要说情的那两位

在铎山的政绩有多大， 功劳有

多高， 但按照责任追究制， 非

免职不可！ 你们是怀着对他俩

的朴素感情而来， 我就不追究

你们的责任了 。 但上级的决

定， 必须执行！”

大家在无奈之下， 只得改

口说余 、 张二人要是真的走

了， 市委可得派像他俩那样的

人来加强镇党委、 镇政府的班

子啊！

“集体说情” 的人走后，

刘小龙的心里却翻腾开了。 当

初派余禄初和张翔去铎山， 是

他还在当市长时力荐的。 铎山

之复杂难搞， 仅从班子和村委

村支部的改选就可见一斑。 在

余、 张之前的镇党委书记、 镇

长， 双双因经济问题而进了班

房， 几个村委的换届选举， 成

了全市的老大难———村民都不

参加 ； 全镇的财政亏损竟达

700

多万元， 干部工资拖欠

3

个

月 ；

11

个煤矿 ， 偷税漏税严

重； 过磅煤车， 瞒量通行……

一个拥有较丰富资源的镇， 竟

然还向民间借了

140

万元高利

息贷款， 以维持运转……问题

出在哪里？ 问题当然就在镇党

委、 镇政府班子的领导人身上！ 当初他之所以力荐

余、 张二人， 就是他看准了余禄初敢作敢为， 敢于

果断决策， 又出身农民， 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 张

翔则办事扎实、 稳当……这两个人去了铎山镇后，

果然不负期望， 廉洁自律， 班子团结， 深入村组和

农民交朋友， 不但顺利完成老大难村委的选举， 迅

速扭转了亏损局面， 还清高利息借款， 而且使得铎

山经济快速发展。 刘小龙对数字记忆非常准确， 铎

山镇在

2008

年完成生产总值

7.23

亿元， 增长

7.9%

，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12%

……

2009

年又是形势喜

人， 而且在维稳 、 计划生育等方面都开创了新局

面， 没有向市里上交一起矛盾纠纷。

“这是两个优秀干部 ， 也确实是自己的爱将

啊！” 刘小龙在心里感喟。 可优秀干部、 爱将就能

网开一面吗？ 不行！ 既然有了问责制， 就得按责而

查， 违反了哪条， 就得按哪条处理！

刘小龙很有点 “挥泪斩马谡 ” 的感慨 。 但用

“马谡” 来比喻余、 张二人 ， 他又觉得有点不妥 。

马谡是言过其实， 而余、 张二人是扎扎实实干出了

成绩。 他不能不想到了自己对自己提出的 “不避

事， 不畏事” 的要求。 全市

16

个乡镇 （办）， 在全

面考察的基础上， 调整了

10

个乡镇正职书记， 真正

重用能干事， 干实事的干部；

2009

年公选了

19

名

80

后干部， 不少乡镇领导是从普通岗位上选拔的。 不

管是新上任的也好 ， 资格较老的也好 ， 落实问责

制， 对谁都不能含糊 。 过去因为怕得罪人 ， 讲得

多， 做得少， 这个问责制也就常常流于形式。

安全生产， 就是问责制的一项主要内容。 在这

之前， 有一个乡的党政一把手就因此而被免职， 市

煤炭局长也被问责制免了职， 可这个局长还是自己

的老乡。

此刻， 余、 张二位， 又因小煤窑安全生产问题

被免掉， 他心里不免有点惘然， 但 “安全生产大于

天” 啊！

“请市委副书记易振、 政法委书记刘杰、 组织

部部长李彦文立即找余禄初、 张翔二人谈话！” 刘

小龙拿起电话。

当易振、 刘杰、 李彦文分别找余禄初和张翔谈

话时， 余、 张二人对组织决定的回复态度几乎一模

一样： 他俩没有强调任何客观原因， 没有讲半句自

己的功劳苦劳， 而是一句话： 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于是， 宣布免除职务的会议， 就由被免职的余

禄初、 张翔组织， 在镇党委、 镇政府全体干部参加

的会议上， 余、 张二人又说了同样的一句话： 全体

干部要像支持他们两人一样支持新班子的工作， 把

铎山建设好！

余、 张二人被免职的消息迅速传开。 开始， 当

村民们听到一些非正式消息时， 还不相信， 说他们

两个是近些年来难得的好领导啊 ， 怎么会被免职

呢？ 但是消息一经证实 ， 村民们就再也控制不住

了。

村民们倒不是因为铎山镇

的经济增长了多少多少百分

比， 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多大

多大成绩， 而主要是因为一件

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大事———房

屋倒塌、 沉陷。

铎山镇的新台等

6

个村 ，

因原来一个国有大矿在地下采

煤形成的采空区， 造成房屋倒

塌、 沉陷， 仅新台村就有

67

栋

房屋完全被毁，

600

多栋受损

严重， 整个村子的地面出现的

裂缝如蟒蛇般忽地暴现在房子

前面， 忽地暴现在房子后面，

以至于不少房子都打了木撑，

怕突然垮了、 陷了。

这个危房问题多年来一直

未得到解决， 因为原来的那个

国有大矿已经改制。

然而， 自余禄初、 张翔上

任后， 这个让村民们提心吊胆

的房屋问题， 却有了转机， 他

俩在上任伊始， 余禄初便对要

群体上访的村民说： “我也是

农村里出来的， 农民一辈子最

大的心愿是什么？ 就是有栋自

己的房子， 有了房子， 儿子才

能把老婆娶回来， 父母才能把

儿媳妇迎进家， 没有房子， 哪

个人家的女儿愿意嫁给你啊！

没有房子 ， 儿子就只能打光

棍！ 为了这栋房子， 累到死都

没有建起的有 ， 负债累累的

有， 如今你们的房子变成这样

子， 一辈子的心血就毁在这上

面了， 没人管， 没人负责， 没

人赔偿， 能行吗？ 我在这里跟

大家说， 大家可以把我的话记

录下来， 在我和张镇长的任期

内，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自动取下乌纱帽。”

两个说到做到， 通过多方奔走， 上下左右协调， 已

经争取到了

1000

万元赔偿金。 采空沉陷区危房户，

能得到搬迁安置， 老百姓忘不了他们啊！

百姓心中有杆秤！

于是， 余、 张二人被免职的消息得到证实后，

不少村民自发地围到了镇政府门口。

人越来越多， 他们大声地呼喊着 “余书记、 张

镇长！”

已经“躲”进车里准备离开的余禄初和张翔不得

不从车里钻了出来。这一出来，局面似乎失控，一见

到他俩，有人失声大哭起来。这一哭，所有在场的镇

领导、机关干部、村民全都哭了起来。一个老太太边

哭边嚷：“好人啊，好人！”抱住了余禄初。

身高一米八多的余禄初， 这条坚强的汉子， 顿

时泪水模糊。

不只是余禄初哭了， 张翔哭了， 就连易振、 刘

杰、 李彦文也流下了泪水。 这样的场面， 这样因免

职而离开的场面， 也许， 只有在电影电视中才会出

现， 但实实在在就发生在市委副书记 、 政法委书

记、 组织部部长亲眼目睹的铎山镇现场……

被免掉正职的余、 张， 第二天就到担任副职的

新单位报到上班了 。 他俩一提起离开铎山镇的场

面， 眼眶就止不住发红 。 “老百姓是最讲感情的

啊， 你只要为他们真心实意地办了一点事， 他们就

永远记得你。 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只有在新的

工作岗位上， 多为老百姓着想！”

余、 张离开了铎山镇， 最讲感情的老百姓又说

开了刘小龙 ， 说这个市委书记 ， 硬是个不戴面具

（即不讲私情） 的书记。 那个什么问责制， 在他手

里， 是真家伙啊！ 接着又嘀咕： “这安全生产， 可

不光是领导的事， 我们大家都要注意呵！”

登阳明山有感

□

文

/

图 王克英

时间的流逝和记忆的消失总会带来心灵的焦虑， 而守护记忆和抵抗

遗忘则成为心灵的第一要务。 对长沙城内菜地的回忆不断勾起我对现代

化城市建设的反思， 我常在思考： 我们要的现代化城市就是这样的吗？

在上世纪

50

、

60

年代的长沙， 甚至伸延到改革开放初期的长沙

城， 菜地一直是守护在城内的绿色地毯， 而与菜地伴生的池塘则是镶

嵌在绿色地毯上的明珠。 在我的记忆中， 南门口以南， 老火车站以

东， 开福寺以北， 湘江以西， 均有大片的菜地和单位的围墙犬牙交

错。

50

年代时， 我住在雨花亭———现在的牛婆塘， 社区就是由像牛婆

形状的上下两塘和中间联带的一大片菜地组成的。 菜地整齐规范， 土

地肥沃。 夏天， 瓜架联成一片绿色的走廊。 我放学回家时， 往往避开

马路而行走在有瓜架的田埂上。 冬瓜硕大油绿， 苦瓜在深绿的菜叶下

露出白净的脸， 丝瓜和菜叶混然一色， 黄瓜微弯的身躯……这一切总

是在诱惑我， 让我油然而生馋涎欲滴的感觉。 长豆角架、 扁豆架也加

入瓜果架的行列。 我每天观察瓜果的变化， 感觉季节的推移； 闻着瓜

果的清香， 感受空气的清新； 踏着潮湿的菜地小路， 从土壤中感受土

地的肥沃。 偶尔， 地里爬出的蚯蚓在腐烂的菜叶上的翻滚也会引起我

的注意。 我留意白菜是否长虫， 追寻小黑蚂蚁的窝到底在哪， 享受直

捣蚁窝的快乐。 有时， 我也沿着连接上下两塘的水渠小道而行， 看一

群群小鱼快速逃匿到水草之中， 是否还有稍大一点的小鲫鱼。 麻雀成

群地在菜地上雀跃， 老鹰偶尔也在牛婆塘的上空盘旋。 我曾在上学途

中经历了这样一种场面： 清晨， 初升的太阳把塘面映得波光粼粼， 一

群鲢鱼浮在水面， 安静地吸着微生物。 突然， 一只盘旋已久的老鹰收

缩翅膀， 疾落如电， 两爪扎入水中， 抓起一条一斤多重的鲢鱼， 掠过

水面， 落入菜地， 准备享受这顿美餐。 我见此情景， 大呼一声， 追了

过去， 老鹰不得不弃鱼而逃。

长沙城内菜地的灵魂是池塘， 没有池塘就没有菜地。 东塘就是由

池塘和菜地组成的。 类似的还有砂子塘、 扫把塘、 左家塘、 侯家塘等

地方。 过去的池塘和菜地现在都已消失， 只有地名还在坚定地守护着

过去。 唯一例外的可能就是清水塘了， 这是伟人的故居地之一。 我在

60

年代中期参观时， 清水塘还有上下两口塘。 在毛主席住的屋前， 依

然是一片菜地。 我已

40

多年没有再进去了， 不知清水塘现在是不是还

有塘， 但我想， 菜地恐怕已经消失了。

长沙城已经变宽了， 长沙城变大了， 长沙城也长高了。 但是在这水

泥森林中， 长沙城也硬化了， 大气也被污染了， 气温升高， 水位下降，

湿地面积大幅减少。 这时， 我更想念那穿插在城市之中的大片菜地。

我们在扩大城区建设的同时， 为什么没想到保留这片城市的绿洲

呢？

高楼大厦与菜地相互交错， 至少不会使城市建筑显得这么集中，

这么拥挤。 如果说， 现代城市的管理者和设计者对逝去的农业社会还

有一点怀念的话， 就是在城市中心区域挤出了巴掌大的地方去种植花

草和树木。 但它们是那么支离破碎， 是那么逼仄， 以至于登高远眺，

除了房子还是房子， 最后的视线也只能停落在远处的大厦。 这令我想

起了已经高度现代化的德国城市。 在慕尼黑， 在法兰克福， 在我所经

过的德国城市， 高大的树木， 成片的树林总把城市藏在绿色中。 行进

在莱茵河上， 清澈的河面和茂密的树林， 只有偶尔露出的现代建筑在

提醒你， 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我们的城市难道不应有这样的追求

吗？ 丰衣足食， 恪守宁静， 尊重自然， 依土地而生存的传统难道就这

样轻易地消失了吗？

长沙， 逝去的菜地， 一个农业经济传统而形成的美丽回忆。 它本

应该坚定地穿插于城市之中， 体现传统和现代的有机融合。 但它已经

远去了。 它还会回来吗？ 但愿今天的黎托、 黄兴、 莲花等新城镇建设

不再是这样的命运。 因为， 城市郊区化是世界城市的共同追求。

送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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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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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

童年尾随着妈妈的背影

追赶在乡间的小路上

妈妈草帽下的邮包

拉近了一个村庄和另一个村庄

传递春的消息

炊烟犹如升腾的云彩

开出各色的花朵结出各色的果实

妈妈草帽下的邮包

与时间无关， 与村庄有关

许多温暖的东西

那片熟悉的土地一直都在等待

妈妈草帽下的邮包

□

亮 毛

长沙城菜地记忆

□

文 龙承海 摄影 王勇

文化专刊部主办 邮箱

:ruoyu995@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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