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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在字典上只是一个地名。
顾名思义，郴州乃林中之城，本应蓝

天白云、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风景秀丽。
但是，以前的郴州可不是这样。

郴州有首民谣：“船到郴州止， 马到
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这首小民谣
流传了很久很久。

郴州有块三绝碑，说的也是一件事。
秦观写的《踏莎行》：“雾失楼台，月迷津

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
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
无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并由苏轼作跋，米芾书写，故称三绝碑。

这可能是瘴气作怪。 后来陶铸反其
意而用之，在三绝碑旁边写了一首新词，
耀邦同志说陶铸的新词写得很好， 但为
他写序和跋的人找错了。

耀邦同志视察郴州时说，那时他还是
个十几岁红小鬼，也在郴州打过“摆子”。

瘴气危害这么大，怎么治理？恐怕只

有水。三绝碑里秦观也曾暗示了这一点。
国务院管水利的领导曾到郴州视察，

同意修建东江水库。但由于移民问题很大，
动工之后又停了，直到1978年才开始复工。

修建时期我任郴州地委书记， 为了
妥善解决移民问题， 我们采用后靠10公
里的办法， 由移民自己安排自己的生产
和生活，能围垦的围垦，能栽水果的栽水
果， 能养殖的就发展养殖。 移民非常高
兴，说国家帮他们修了一个南洞庭湖，全
是一级饮用水。 青岛啤酒就在这里兴建
了一个年产量20万吨的啤酒厂。

这一湖好水不但生产了啤酒，还养了
红鳟鱼和鱼籽，出口创汇，赚了不少外汇。

这里还有一个传奇故事，“骑天岒上
一将军”，塑造了萧克的铜像。萧克将军
挖过煤、伐过木，从士兵到排、连、营、师
长，至上将，而且出版过长篇小说《浴血
罗霄》，曾获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无独有偶，郴州还有一宝，就是热水河

温泉。这个温泉温度很高，好多老百姓在那
里杀猪宰羊不用烧水。 我在那里写了一首
歌词：热水河，热水河，洗洗脚、煮煮蛋、跳
跳舞，可爱的热水河呀，你看欢乐不欢乐。

说到郴州崛起，郴州崛起靠人、靠改
革创新。 而郴州的经济崛起， 不是什么
“小打小闹”，而是“大手笔”、“大作为”。
时任郴州市委书记戴道晋、 市长向力力
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省委让他们做
承接产业转移的“桥头堡”，他们就在这
方面把“文章”越做越大，搞了34条特殊
政策， 学当年习仲勋、 任仲夷在广东搞
“特殊政策”、 灵活措施和特事特办等那
一套。所以经济发展很快，很有底气。

为了体验郴州经济发展速度， 我特
意跑到现任市委书记向力力的联系点上
去看看。他蹲的点是和平村，一个好听的
名字，世界和平，进入大同，这是多少伟
人的梦想呀！

想不到和平村在短短3年内，竟然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村3年前人均
年纯收入2000多元，现在是13000元。

我问他蹲点的经验何在？ 他说还是
小平同志听了袁隆平院士汇报后说的那
句话：“看来发展农业， 还是要靠科技化
生产，集约化经营。”三十多年来，我们是
在执行小平同志的遗训。 如果说有什么
发展，那就是“大改革，大开放，大变样”，
就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下手”，就是
“集约化经营，信息化管理”。

我要他举例，他说：“例如养猪，我们
搞了智能猪场，计划养120万头猪，全听
电脑管理，每头猪的耳朵上安一块芯片，
何时进食，何时睡觉，何时喝水，何时游
圏，悉听电脑指挥。”

为什么要建在山沟里？ 一是避免参观
的多，污染多；二是好搞循环经济：猪粪产
沼气，沼气照明、煮饭，沼渣养鱼养鸭养鸡。

向力力还说郴州的新能源， 例如地
热发电、水力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发
电、垃圾发电等都在积极推进。

郴州的崛起，可贵的是文化的崛起。
记得萧克将军曾把煤黑子爱听昆曲的故
事讲给我听，要我记住这个剧种。我记住
了， 而且请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车文仪
从上海请来一些师傅传艺， 我还为他们
题字：“昆曲乃百戏之祖”。我调任省委书
记后，到郴州去时总想听听昆剧折子戏，
那时的团长张文光还得过梅花奖。

郴州市竟拨款4000万元建了一个昆
曲学校， 包括一个现代化的戏台。 离休之
后，我曾到郴州看过一场昆剧，梅花奖得主
雷琳女士，表演得出神入化，看后大有“此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之感。

更可喜的是我们的科学技术发达
了，嫦娥3号发射成功，大家就可以看到
翩翩起舞的“嫦娥”了！

嫦娥3号发射成功的第二天， 是我87
岁的生日，听到嫦娥3号发射成功的消息，
我心情非常激动，即席写了一首打油诗：

八十七岁非高寿，长征载我过银河。
不用吴刚桂花酒，翩翩起舞看嫦娥。
广寒宫里多传说，今日登门探几何。
婵娟玉兔应无恙，晴空万里听凯歌。

头枕湘江，背靠大山。故乡是一个山清水秀，沃野如膏，
精致宁静的好地方。

巍巍大山，云遮雾罩，即使四季更替，也没多少变化。山
上道路崎岖，松林耸立，据说常有野猪出没，自然也就成了
孩子们的禁区。唯有那悠悠湘江水，从春到夏，从秋到冬，不
舍昼夜汪汪流淌，流转千年的传说和守候，点亮故乡的生活
与闲情。多少繁华落尽，多少旧事前尘，纠缠在岁月的最深
处，湮灭在这流淌的江水里。

闲坐江边，是难得的享受。看荷花在春风中舞蹈，在秋
风里飘曳，把生命的清苦与散淡，诉与清风和流水；望云帆
过往，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江水天际流 ，把一抹悠悠的诗
情展示在蓝天碧野。这样的日子，即使锅碗里清淡寡味，也
能扯出几许滋味。

最是夏日，滔滔江水声声召唤，让人向往。孩子们不约
而同地聚集在一起，成群结队一丝不挂地在浅水滩上嬉戏，
朗朗笑声漫过远方，尽情地泼洒生命的原色，这样的好日子
从初夏一直延续到深秋。

大堤是乡土文化的集散地，也是男女爱情的温床。
乡亲们劳累一天，在河里泡个凉水澡，然后搬个竹床或

凉席到大堤上乘凉，享受凉爽的风，也享受或荤或素或古或
今的故事。情窦初开而又敢藐视传统的青年男女，则偷偷相
约到那人迹罕至远离烟火的长堤或稠密阔大的杨树林里
去谈情说爱。

孩子们爱听故事，却还不够资格做故事中人。为了讨得
诉说者的喜欢，掏出他肚中所有的故事，就得殷勤地给他挥
扇驱蚊，或者捶背搔痒，或点烟续水。小孩子都抢着做这类
事，并以此为荣。那个时候，乡村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偶
尔也有露天电影，一年难得三五次。只有这口耳相传的民间
文学，在工闲饭余繁衍滋生漫延传播，自成心灵的绿洲，滋
润跋涉者的焦渴。

能滋润心田的还有，云一样过往的船帆。
上世纪七十年代，湘江比现在要宽阔，水运也比现在发

达。但水上行使的大多是帆船，机船少之又少。船大且深，一
律木船，上着深色的桐油，挂着高大的布帆，全靠人力行驶。

未见船影，就远远望到从地平线下冒出一片片白云。云
朵排成队，一列列的，渐行渐大渐高，最后填满整个天空。白
云前面是赤膊短裤的纤夫，奇瘦而黑，乱发鸠首，一如列宾
的伏尔加纤夫黑瘦。其中有老人，也有少年，都默默地埋着
头，身子弯成一张弓。

看见云帆和纤夫，就能闻到远方的气息。也因为云帆和
纤夫，在蒙昧少年的意识里，便懂得这个世界上除了家，还
有一个叫远方的所在；除了乡音，还有许多陌生的口音。大
人们说，船帆要去的地方叫长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城市，
那里高楼林立，马路宽敞。每当云帆由远及近时，孩子们兴
奋激动，身心膨胀，感到血液在奔流，无不有一种跃跃欲试
的冲动。而当云帆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在地平线下时，孩子们
就会丧魂落魄，甚至气息微弱，长久的目送伫望，最是消耗
体力和生命的。

曾经有段时间，我离开这条生养我的河流，徜徉在另一条
河流上。在远离湘江的一千多个日子里，我简直就变成了一株
脱水打蔫萎缩毫无生气的秧苗。那时，我才发现，无论走得多
远，湘江仍是自己的魂牵梦萦所在。也许，喝湘江水长大的我，
原本与湘江就是相通的， 这种缘分就像血缘关系一样根本就
无法更改。 我庆幸现在就停留在少年向往的那个叫远方的大
城市长沙， 仍然依偎在湘江的怀抱， 仍然枕着这一脉悠悠清
流，听她诉说一个个永远的童话。在梦里，江上仍有白绸子似
的沙鸥升落翩跹，仍有千里不歇时高时低的娇莺婉转。

去年中秋钓鱼， 终于没有遗憾收场，
一条七斤半的鲤鱼从河里钓了上来。

溆浦思蒙这条河是鱼和人决定胜负
的战场，对许多来此钓鱼的人来说，有过
太多的梦想和遗憾。

当然也有胜者，在岸上油渔船的戴木
匠说，在我们下钩的地方，他就网到了一
条四十三斤的鲤鱼。戴木匠是思蒙有名的
木匠，60多岁，自银珍电站蓄水后，他就转
行成了渔民，他说每年捕鱼收入有二三万
元，年轻人能够达到五六万元。

溆浦县城“老莫”是思蒙的老钓客，说
起钓鱼大话连篇，说任何鱼只要上钩都逃
不出他的手掌， 终于在思蒙被教训了一
次。那天他和一个钓友“苦战”了几个小
时，才把一条大鱼拉到了岸边，但网兜根
本捞不进去，他自作聪明想用手臂去穿过
鱼鳃，结果鱼在岸边扑腾两下就跑掉了。

“老莫”悔青了肠子似地说，“我钓了一辈
子的鱼只碰到一次这么大的鱼啊。”闻讯赶来的
当地渔夫嘿嘿地说，对付这样的大鱼，唯有渔
叉才行， 你不把鱼往死里整， 你就根本弄不上
来。这河里五十多斤的大鲤鱼，劲比牛还要大。

“思蒙是一个天然的大鱼盘。”放网箱
的渔民说， 水深三四米就最适合鱼的生
长，而这样的水面仅中心村的回水湾就有
上千亩，没有大鱼才怪。

但我深知，现在思蒙的鱼虽大，但跟
过去比就微不足道了。

过去的天更蓝，水更清，云更白，那时
候没有现在这样电鱼，毒鱼，炸鱼等赶尽
杀绝的手段，也没有这样高20米的深水大
网。就在大白天，你能看成群结队的鱼自

由地游荡。小时候我凭着水性，赤手空拳
一天都能抓几斤鱼回家。

那时鱼的密度不可想象， 每到初冬的
季节，村前的岩儿潭水清澈见底，几层鱼围
着圈打转，上面一层是小杂鱼，中间一层是
鲫鲤鱼，最下面一层是鲶鱼。渔夫下雪天去
大河里装龙网，最怕的是“横子”下滩，因为
每条“横子”都有一百到几百斤重，当时龙
网是自制麻网线，根本挡不住“横子”那势
如破竹的力量，多是“网破鱼不死”。

鱼和人战斗在上世纪80年代后就发生
了根本转变，因为过度捕捞，使这条充满生
机的河流变得绝望。特别是现在，一个抬网
可将鱼子鱼孙捞尽， 大马力的柴油发电机
可以把十多米深的鱼都打上来， 还有如同
龙门阵的各种网具，鱼儿是无处可逃。

在这种不计成本的掠夺中，人类也付
出了贪婪的代价，沿河的村子每年都会传
来炸鱼被炸断了手脚，电鱼丢了性命的消
息，思蒙的渔业资源也越来越少，渔夫脸
上也很难找到往昔的笑容，钓客也因为经
常“吃蛋”， 再也看不到沿河连排的太阳
伞，听不到上鱼时的吆喝声。

好在人类总有一些善于反思的人。
首先醒悟过来的，是思蒙上游辰溪苏

木溪乡的几个村，从前年开始，几个村制
定了村规民约， 禁止任何炸鱼、 电鱼、毒
鱼、网鱼的行为。去年春天有人在溪里电
鱼，发现后除了被当地村民一顿“毛打”，
还罚了五千元，从此再也没人敢造次了。

而今，这条溪河边的村民家家都有一
个小竹笼，一根钓鱼竿，想吃鱼的时候，村
民就去溪里钓鱼。晴好天气，沿溪都可看
到三五成群在钓鱼的大人小孩，竹笼里少
则三五两，多则三五斤。

但愿苏木溪乡的这种好风尚，如同溪
水一样流进思蒙，流进溆水。

湘江源

如果我是一滴水
就让我成为一滴湘江源头的水
让我从蓝山出发
作一次八百里的壮游
让我以气吞万里的气势
走向洞庭 、走向长江 ，走向我心

中的海洋

如果我是一滴水
就让我成为一滴湘江源头的水
让我一路奔腾
阅尽两岸的景色
让我一路欢歌
唱尽一滴水对于一条江的祝愿

怀素公园

狂草、狂草、狂草
狂草需要取之不尽的笔墨与宣纸
大唐的文化被你的笔醮尽了，还

不够
大唐的豪华被你的笔写完了，还

不够
狂草、狂草、狂草
狂草的怀素只适宜以江河为墨、

以天地为纸
以造化为师，以风雷为神
狂草的怀素奋力一挥

起笔在大唐的长安
落笔在今天的永州

老三界

七十年前，东安，老三界
子弹追赶着一群红色的队伍
正义与理想 在疲惫中奔走
阴谋布下了重重陷阱，并且
准备好了庆功的美酒与狞笑
此时，冲锋的号角响了
前进、前进、前进
主义抓牢了旗杆，信念踩实了土地
终于，红旗跃上了高峰
那猎猎的声音，至今
仍响彻在中国的上空

悠悠湘江水
□刘少云

郴
州
正
在
崛
起

□

熊
清
泉

鱼人之战
□金中平

汉诗新韵

溯源·永州（组诗）

□欧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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