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说城步长安营一带讲普通话。 这在

一个被汉语方言包围、 苗语侗语为主的地

域， 实在令人吃惊。

5月底， 我们来到长安营镇
大寨村，与阳忠政、阳开芳（村主
任）父子交谈。他们是侗胞，与记
者交流按他们的说法是“长安营
话”。而在记者耳里，除了那种后
鼻音“NG”元素外，其他如发音、
读音、语调，与普通话中完全一
致。最典型的是三句话：“您去哪
儿？ ”“您吃饭了吗？ ”“您说什
么？ ”

只要对湖南地区语言有过
琢磨的人， 就会知道，“哪儿”在
湖南地区一般是“哪里”；“吃饭”
一般是“呷（qia）饭”，在湘西一

带则是“吃（qi）饭”。“什么”则复
杂了，在长沙、株洲、湘潭、邵阳
地区是“么子”， 在湘北是“么
里”，在常德是“么得”，在自治州
则是“么个”，在衡阳是“玛格”，
在永州是“甚么”，而在罗霄山脉
东麓是“咋个”，有点像四川话。

而长安营话中则是规规矩
矩的“哪儿”、“吃饭”、“什么”。正
因为如此，长安营人与中国东南
西北的人交流没有语言障碍。

一个疑问是，在湖南省西南
边陲一个弹丸之地为什么讲普
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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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建文

如果您捡到5斤多重的黄金会怎么
办？ 很多人在回答前都可能会犹豫，而
他———27岁的公交司机程文翔没有。

几日前， 一对在长沙做珠宝批发
生意的夫妇将5.2斤黄金首饰落在了
301路公交车上。程文翔在车上监控失
修、无旁人在场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将
这价值近百万的黄金饰品， 一个不少
地交还了失主。（6月18日《湖南日报》）

这则引起网络热议的拾金不昧新

闻， 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从这则新闻
中， 人们真切地感受到拾金不昧的崇
高品德。

良知在心，才能收获美德。
我们身处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当占

有 、 冷漠成为一些人的存在哲学 ，奉
献、诚信的意义和价值在怀疑中消解，
一位27岁的年轻司机，面对巨额财富却
心静如水 。有人问他心动过吗 ？他说 ，
这些并不属于自己的财物， 拿了也会
良心不安。报道中小程坦诚、畅快的笑
脸或许正在提醒世人： 社会上善良人

不少，在诱惑面前克制住自己的贪念，
在纷繁尘世中守住心灵的安宁， 就会
赢得人们的尊重。

人们对程文翔的赞许，还集中在一
点，那就是他“慎独”的秉性。

《大学》有言：诚于中，形于外，故君
子必慎其独也。《中庸》也有表述：莫见
乎隐 ，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独也 。慎
独，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依我看，“正
其心”是慎独，“诚其意”是慎独。

正如许衡面对满树香梨时泰然自
若的感慨 ：梨虽无主 ，我心有主 。在程

文翔眼里，即使黄金再值钱，也不能占
为己有，因为它不是自己的，虽然监控
失修 ，虽然无旁人在场 。因为有主 ，所
以心正，因为心正，所以知君子有所为
亦有所不为。

人们为程文翔拾金不昧的事迹深
深感动。生活中，正是这些敬业、诚信、
友善的价值理念， 鼓励我们追求更饱
满的意义， 引领我们走进更丰盈的人
生， 并把砝码添加在我们价值天平上
属于精神的那一端， 提示我们回答好
生命的考题。

任小康

每天下午3时，小学低年级
学生就放学了， 中高年级学生
下午4时半也普遍放学。 然而，
很多双职工家长此时根本就无
法下班。于是，因家长的现实需
求，催生了大量托管班。记者近
日走访发现， 目前长沙市场的
这些托管班，基本无准入门槛，
没有卫生资质、物价收费批文，
更没有办学资质。 这样的 “脱
管”状态，安全隐患重重 。（6月
18日湖南在线）

有需求，就有市场。托管班
为孩子提供了一个活动场所 ，
确实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
之急。暑期即将来临，这种托管
需求无疑会更加旺盛。然而，看
到托管班环境封闭、管理无章、
卫生状况堪忧的种种乱象 ，很
多家长肯定会更加犯愁： 孩子
到底该“何处安顿”？

从目前来看， 托管行业之
所以呈现出 “黑 、滥 ”的尴尬现
状， 根源还在于托管班缺乏一

个管事的 “婆家 ”。从行业性质
来看，托管班以盈利为目的，涉
及饮食、住宿和辅导，属于服务
类行业， 应到工商部门办理营
业执照， 但工商管理的行业分
类中却没有 “学生临时托管服
务 ”，工商部门 “不好管 、管不
着 ”。从服务对象来讲 ，它的主
体是学生， 但托管班又不是严
格意义上的办学机构， 也不属
于教育部门的管理范畴。

怎么办？当务之急是给托管
班一张“身份证”。有关部门应立
即对托管行业现状进行调研，明
确校外托管服务的性质类别、管
理办法，并一一落实工商、教育、
卫生、消防等部门在监管中承担
的具体责任。事实上，广东中山、
江西九江等城市已经进行了有
益的探索，其经验可资借鉴。

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说
过：“许多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
等待 ，但孩子不能等 。”相关部
门应该尽快拿出实际行动 ，给
孩子一个安全的托管环境 ，给
家长和社会一颗“定心丸”。

离婚率攀升
与社会进步无关

何勇海

6月17日，民政部发布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
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全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
的共有350万对，比上年增长12.8％。这是自2004
年以来， 我国离婚率连续10年递增。（6月18日
《京华时报》）

消息甫出，网上跟帖热议，不少网友认为，
“这表明国民越来越讲究婚姻质量， 合则过，不
合则离，双方都解脱，而不是痛苦地凑合着过”。
还有网友认为， 离婚率不断递增，“帮助了新家
庭的组建，提高了房地产、家用电器以及家具的
需求，刺激了经济活跃”，“离婚还促使更多女性
进入劳动力市场”。诸如此类的说法，是不是有
欠慎重和科学？

因婚姻质量成问题而离婚， 从正面来看是
追求婚姻的幸福， 但如果从家庭责任和维系亲
情的角度来看呢？一些人视婚姻为儿戏而闪婚，
缺乏家庭责任而闪离，能说这是一种进步吗？

再者，连续10年递增的离婚行为中，恐怕有
一部分并不是出于单纯的情感考虑。 在我们周
围，有人为征地时多点拆迁款而离婚；有人为了
申请限价房、 办理低保而离婚…… “功利性离
婚”、“技术性离婚”， 经历这番看似无奈实则极
端的“折腾”，当事人日后即使复婚，也给婚姻生
活埋下了隐患。

至于说离婚率不断递增能促进经济改善，
就更有些虚妄了。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
会的细胞，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社会才
会稳定、和谐，进而迸发经济活力。相反，婚姻这
个家庭的基础都不存在了，家庭又如何安放，社
会又如何和谐、发展？一些人婚姻道德和家庭责
任观念淡漠， 最终付出代价的将是社会风气和
公序良俗。

看来，科学、健康的现代婚姻观培养体系亟
待建立。比如，倡导年轻人慎重对待婚姻；建立
一系列的婚姻家庭社会救疗机制， 尽可能挽救
赌气式离婚、盲目离婚等。

闵安

6月12日，娄底一名女性轻
生跳河。当轻生者被救上岸后，
当地警方拟对其做出治安拘留
处罚， 但鉴于其带有哺乳期婴
儿，可不执行 。对此 ，当地警方
负责人的解释是： 因为该女子
的行为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了
危害，“草率自杀， 是对自己和
他人都极不负责的行为”。

轻生者被救起反而可能面
临治安处罚，看似不近人情，但
背后既是对当事者非理性行为
的矫正， 又是对公共秩序的维
护。现代社会，个人的行为都有
可能延伸到公共安全的范畴 。
本月初，同样是在娄底市，来自
河南的汉子殷晓非， 就是为了
挽救一名自杀的女性而献出了
自己年轻的生命。转眼间，一次
轻率的举动酿成一桩悲剧 ，给
两个家庭带来的是无法拂去的
悲痛。

生命既宝贵又脆弱。学会对
生命负责，是现代人应当具备的
基本素质。现代社会，生活节奏
越来越快，少数心理承受能力不

够强的人，面对无法释怀的压力、
困境，容易选择轻生的极端方式
了结生命。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不
负责任的行为———不仅是对自
己不负责任，更是对家庭以及社
会的不负责任。

从容应对， 本来就是生命
的一部分。人生在世，不如意之
事十之八九。 如何学会释放自
己的压力， 身处困境中如何调
整好心态， 面对挫折时怎样才
能拥有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
等， 这些都是人生一辈子必须
直面的问题。

人生其实可以改变， 放弃
才是真正的失败。 有些人把时
间都浪费在对生活的灰心丧气
里，而不是努力改变这种困境，
这才是真正的可悲。

生活的内涵，很大程度上是
一种心境。坐下来，泡上一杯茶，
听几曲自己喜欢的歌，看一本自
己喜欢的书；或者是放下手中的
工作，背上旅行包，来一场说走就
走的旅行，让外面的景色洗涤自
己的内心。这样，你会发现生活其
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过，前方
总会有希望在等着你。

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目
前已有9个被巡视单位针对2013年
中央第二轮巡视反馈问题公布了整
改报告。吉林、安徽省的整改报告显
示，“副秘书长” 岗位超配现象尤为
突出，其中，吉林省便发现超配23名
“副秘书长”。

———编制 “减副 ”，需权力 “控
副”。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6月17
日确认， 将对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

公司开出2.6亿元的罚单，以惩罚该
公司侵犯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
为。如果这一罚单成为事实，将创下
国内处罚互联网企业侵犯知识产权
行为金额之最。

———罚得狠，才可能改得快、改
得彻底。

你听说过全球销量排名前十的
基伍手机吗？没听说过也毫不奇怪。
这家由湖南隆回人张文学一手创
办，2010年手机销售额已达15亿美

元的手机集团，产品主要销往印度、
伊朗、缅甸及非洲的发展中国家。目
前， 有意拓展国内市场的基伍已布
子浏阳经开区， 这也是目前湖南唯
一的手机整机制造项目。据悉，张文
学从一名模具技术员，到白酒销售，
到创立自己的手机品牌， 演绎了一
段创业传奇。

———要做一匹行业 “黑马”，高
调做事，低调做人是秘诀。

点评：高录

良知在心，才能收获美德 给托管一张“身份证”

学会对生命负责

■一句话评论

近日，北京大学2010级古生物
专业学生薛逸凡网络爆红，她在社
区网站发布了一张“一个人的毕业
照”，引起网友围观。据北京大学元

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介绍 ，“这是
全中国唯一只有1名学生的专业 ，
差不多是每个年级只有一个人，还
有的年级是零 。”（6月18日湖南在

线）
看到这则新闻，想起学界泰斗

季羡林。有记者曾去看望当时96岁
高龄的季羡林 ，谈话间提到 “关于
古代东方语言的研究对现在有什
么用？” 季羡林答之，“学问不能拿
有用无用来衡量，当年牛顿研究万
有引力有什么用？”

季羡林的回答睿智尖锐，直指
当前一些学校、学生的唯利是图的
学问观、就业观。

的确 ，就业很重要 ，大学也要
为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是
大学的重要使命 。但问题是 ，这是
不是大学的全部使命？ 追求知识，
追求真理 ， 才是大学最根本的使
命 。 并不是说大学要完全排斥功
利 ，而是说要分清孰先孰后 ，孰轻
孰重。这就是古生物专业存在的意
义 ，哪怕只有一个人学 ，也要继续
战斗的意义。向“寂寞”的钻研者薛
逸凡及其背后的教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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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漫画

“一个人的毕业照”

那场战争不仅仅留下一座长安营， 也不仅仅是普通话，还
有很多很多。

首先是留下一串地名。那些地名让我们揣摩出那场战争过
程。 现在长安营政府所在地叫岩寨，往城步县城方向去的地方
叫老寨，往长安营遗址方向走有大寨。 这其实是清兵一条进兵
路线图：清兵从现在县城方向攻来，翻过“上三十里、下三十里”
的乌鸡坳，在隔战场不远的地方扎寨，也就有了“老寨”之名；随
着战事的进展，拔寨起行，在一个悬崖下扎下，寨因地形而得
名———“岩寨”；再战又胜，便在一个进可攻、退可守，有水有粮、
视线开阔地方设立大寨，中军帐也设在这里。

接下来， 他们攻下起义兵的最后一道防线———南山界，也
就将营地搬到了现在的长安营地。这里，背靠大山，脚踏南山下
那片开阔地，安全无虞。如果想前行，可直下通道、广西龙胜；往
右，可抵绥宁、靖州；往左可出新宁、东安，掌控湘桂黔边区。

再就是留下了长安堡、三才堡、长宁堡、大寨堡、横坡堡等
18个堡。堡就是据点，里头设兵镇守。这里实行的是屯兵制，驻守
的兵丁“战时为兵，闲时为民”。史载：这里“设立一十八堡，安置堡
兵四百八十名，每卒给田八、九亩……以均且耕且守之计”。

因为屯兵，这里也就热闹起来。
驻守长安营的文武官员和兵丁大多来自京、鄂、湘、桂、川

等地。他们先到县城，然而沿着镇压农民起义而开辟的140多里
的营道，从县城儒林镇来到长安营。 镇守，也得居家过日子，自
然也会生儿育女。

据清道光版《城步县志》记载：极盛之时长安营的常居人口达
6000余人，加上流动人口达万余人。城内有主街道8条，大小寺庙
10座，“人群络绎，香客不绝”，一个闭塞荒凉之地，一时成为湘西
南的繁华重镇之一。营道成了长安营的生命线。一时古营道上兵
车辚辚，战马啸啸；南北商贾，布囊沉重，行色匆匆……

古道上，更有一道风景，那就是古道上的蓬头污面的流囚，
这里也是充军和流放的地方。 清廷流放之地，看来并不仅仅是
宁古塔、新疆伊犁、云南大理。 甚至有传说，乾隆帝曾将在皇宫
中犯错的几百宫女全流放过来。 这些女性在这里嫁人生子，将
漂亮的基因留在这方，因此长安营尽出美人胚。 据乡人大主席
团杨主席说，他们曾评选过“十大风情小姐”，结果七八个“出
口”了。

屯兵、官员和犯事的宫女、满族宗亲，自然北京话在“二里
八分”的范围内流行开来。

长安营的落寞，始于鸦片战争。清王朝江河日下，对外患都
是勉强应付，对长安营的管治也就日趋松弛。宣统二年，长安营
被迫裁撤，刀枪均填埋于洞中，官兵能回籍的返回原籍，不能回
籍的落籍城步。延续170年的长安营也就脱离“军籍”，成为这方
百姓生活、繁衍之地。长安营最后一任游击关常兴即落籍城步，
现其谪系子孙仍居城步。作为长安营另一个遗存就是城步苗族
自治县在上次人口普查时，还有121位满族同胞。

不过，现在的长安营又是热点。 这里有全国历史文化名村
大寨，南山的风光，独特的民俗，自是旅游的理想目的地；而独
特的气候环境，又是反季蔬菜种植极佳地。

◎责任编辑 李军 李传新
版式编辑 周鑫 李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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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普通话

湖南“普通话飞地”的烽火身世
———城步长安营：“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屡战屡败，视死如归”

本报记者 文热心 蒋剑平 戴勤

这是一个历史遗产，严格地
说是一场战争的遗产。

长安营， 城步的一个地名。
如字面一样，这里曾是屯兵的场
所，寄托着用兵者通过战争达到
“长安”之意。 这里发生的战争，
其实是统治者降伏少数民族的
战争，汉家天子的宋、明如此，少
数民族为皇的元、清也如此。

早在秦汉时期，侗、苗族先

民骆越人与五强蛮人为避战乱
南迁屯居于此。 后经联姻繁衍，
杂住的苗、侗、瑶、汉等多个民
族，在这崇山峻岭之中，开荒垦
地，建设着自己的家园。 因为无
法摆脱统治者的奴役与剥削，山
民经常举行起义。起义、镇压，再
起义、再镇压，硝烟就在这深山
老林里反复弥漫。

宋嘉佑三年（1058），武冈
溪峒， 也就是现在的城步、
新宁、绥宁三县境的九十团
峒苗、 瑶同胞举行大起义。
朝廷对苗、瑶的反抗能镇压
的决不放过，镇压不了的便
采取纳降或封官许愿的手
段招抚 。 元至正十六年
（1356)，城步苗帅杨完者便
受元廷调遣，率宝庆、武冈
二路苗兵十余万人，远征江
浙镇压张士诚的

战争的硝烟

农民起义军。 城步苗兵英勇善战却遭到元廷歧
视。 这样，一部苗兵索性倒向起义军，反戈一
击。

明清时期，这里先后发生了蒙能、李天保、李
再万、吴光亥、蒲寅山、粟贤宇、杨清保等人率领
的苗、瑶、侗、汉等族农民起义。 由于长安营地理
位置的天险，采取“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

去，其去我来”的战术，初为星星之火，旋成燎原
之势，屡败屡战，视死如归。 其中规模最大、持续
时间最长的当属明景泰七年（1456年）4月李天保
率领的起义，有义军40万众，战场遍及湘、桂、黔。
明廷最后调集了四省粮草，七万兵力，数路进攻，
鏖战5年，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战争，是这里普通话“普及”的先导。

我们顺着阳忠政父子的指点，沿着通往南
山的盘山公路，来到长安营村，不过这里现在
属于南山镇管辖。

在当年长安营的旧址上，记者看到了仍存
的清游击将军署。 在村民黄明科的带领下，我
们登上遗存的营墙。 虽然，它的周身长满了青
苔、荒草，这些并不能完全遮掩它昔日的威势：

一米来厚，全是方整的巨石块堆砌，高大约两
米；沿着山脊蜿蜿蜒蜒向山下延伸，将村前的那条
小溪圈在墙外，形成一条天然的护城河。 今年60
岁的黄明科告诉记者，当年营墙周长好几里路，墙
里好几百亩大，有游击总署、同知府署，更多的是
兵营。 他指着一个土堆说，这里当年是炮台……

他的话， 我们也能从有关史料中得到证
实，据《城步县志》中记载：筑城池一座，墙高丈
余，围城二里八分（1400米），城墙上建炮台12
座。 城区有街巷8条，东、南、西面城门分别名为

怀德门、雄粤门、威定门。 城内设有守备署、游
击将军署、千总署、军械局等十余所官司署机
构，城外修有校场坪、跑马槽、点将台、演武厅
等十多处军事设施。 将原驻城步宝庆府理瑶同
知府也移驻过来，分防城步、绥宁两县苗瑶，并
置江头巡检司，分辖莫宜、蓬峒、栏牛三峒，俗
称“宝庆二府”。

清政府其所以设长安营，是因为清乾隆五
年（1740年），这里又发生了粟贤宇、杨清保起
义。 清廷调了两湖、 两广及贵州五省兵力共
13000余人，分五路进攻，才得以镇压下去。 如
今长安营附近的一绝壁石崖上，还留有当时镇
压义军的清军总兵、后长安营的第一任游击刘
策名的诗句：“横枪纵马列山头，帅众英声一战
体；宣布天威传万里，阵前还有老臣谋。 ”

乾隆八年（1743年），为了一方长治久安，
清廷在这里建设长安营城。

一个大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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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是美人胚
大寨， 曾是长安营设立之前的中军帐驻扎地。 通讯员 摄

阳 忠 政
讲 述 古 长 安
营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