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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懿

“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也。 ”可以说，没有家族就
没有民族。

中国的家谱文化与中华文明一起绵延五千年，记
载着家族历史，也承载着炎黄子孙寻根问祖的情结。

在湘中高坪峪，夹杂着周、袁、刘、彭、曾、邹、李、罗、
杨、晏等数十个姓氏，这些姓氏绝大多数与袁氏一样，
是宋朝前后“大移江西之民，以实梅山”迁居而来，各姓
族谱均对此有较为明确的记载。

有人把族谱比喻成永不熄灭的香火，而在我看来，
族谱则是真正原汁原味的史书。 趁着那次到茶山袁氏
宗祠采风的机会，我得以深入家乡，获得几个主要姓氏
的族谱资料，结果发现，这些族谱除了记载各姓氏的世
袭源流外，还对历代名人、典故、古迹、舆地、风土有不
少的记载。

认真翻阅各姓氏族谱， 往往还能发现历史的共性。
在家乡的各姓氏族谱中，几无例外地会提到一个迁出地
“鹅什么大丘”，如鹅江大丘、鹅公大丘、鹅弓大丘、鹅掌大
丘、鹅颈大丘等等，其中以“鹅公大丘”为最多，如《唐氏家
谱》提到吉安府泰和县清平乡白鹤堰鹅公大丘，《袁氏族
谱》中也提到始迁祖伯庸公来自“鹅公大丘”。

无独有偶，在家乡采风期间，《高坪镇志》的主编袁
国新老师不仅亲口确认了袁氏始迁祖确系来自鹅公大

丘， 而且向我讲述了一个有关始迁祖与鹅公大丘的感
人故事。

相传宋时江西境内匪患。 一日， 土匪首领亲率大
军，追杀仓惶逃难的老百姓。 忽见马前不远处有一个妇
人， 背上背着一个孩子， 手里拖着一个孩子艰难地行
走，牵着的不过四五岁，一步一跛，嚎啕大哭，那背着的
却有十来岁。 匪首看在眼里，恼在心头，便策马跑到妇
人跟前，斥道：“汝妇人，好生无理，为甚背大拖小？ ”那
妇人见问，忙抹掉眼泪答道：“大人有所不知，大孩乃妾
小叔，他父母为乱军所杀，唯一的亲人就是贱人，我必
须格外关照他；小的却是贱人骨肉……拖小背大，实出
无奈！ 大人若实在要杀，能否杀小留大？ ”说罢，泪如雨
下。 匪首听罢，大为感动，便抽出一面杏黄旗，叫妇人插
在路旁田里。 又传令三军：所插杏黄旗田里，不许军马
进入，违者斩首。从此，上下军马，不敢入田。 没多久，这
丘田便挤满了人。 那丘田就叫鹅公大丘。

袁国新老师告诉我， 据传当时江西泰和就留下了
这一丘人，这丘人便是高坪峪人各姓氏的祖先。 听得我

惊奇不已。
回到北京后， 我第一时间上网搜索有关鹅公大丘

的资料，发现已经有许多人在找寻这个神秘之地，同时
网上也能找到关于鹅公大丘典故的不同版本。 1954年
版《新化县志》中记载，家乡各姓氏始迁祖均来自江西
吉安府泰和县，与各族族谱的记载基本一致。 说明这个
鹅什么大丘一是确有其地， 二是肯定是在江西泰和县
境内。

而据我个人看来，所谓鹅公大丘、鹅弓大丘、鹅掌
大丘、鹅颈大丘等，极有可能就是同一个地方，理由是
公与弓发音相同，而颈为弓状，在江西古语中有把鹅颈
说成鹅弓的提法，颈发音又与掌相似，考虑方言不同发
音与表达的因素，实际均是指向同一个地块。 至于这个
地块究竟有多大，是不是真的只是一丘田，就不得而知
了。 可以推断，此“鹅公大丘”极有可能是宋时朝廷组织
“江西之民，以实梅山”的移民集中营地。

而抛开故事的真实性不谈，如袁国新老师所讲，在
家乡不同姓氏间共同口口相传的关于鹅公大丘的这个
故事， 我个人认为远不止教会后人如何认祖归宗那么
简单。 我的理解是，无论那位背大拖小的妇人是否真实
存在，这个故事本身已经带有强大的教化意义，那种危
难时刻所体现出来的大爱无私， 足以成为今天故乡人
民的精神宝典。 之所以至今还能流传下来，就说明这个
故事折射出来的传统美德， 已经融入了故乡不同姓氏
的宗祠之中，成为各宗祠无形的精神之源，已经而且还
将继续深远影响着各个宗族的后人。

鹅公大丘的故事还深刻地告诉我们， 我们的祖先
可能不仅来自于同一个“鹅公大丘”，而且还可能曾经
共同面对生死抉择。 祖先们在灾难面前，抛却了姓氏之
别与门户之见，成为事实上同甘苦、共患难的一家人。
历史已经走到了今天，也许我们之间是陌生的，也不管
你姓什么， 不管你来自哪个家族， 我们始终都不能忘
记，我们的祖先们团结一致、亲如一家，共同战胜困境
与灾难的历史。 也可以说，不论你姓什么，只有抛却门
户之见，才能求得生存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站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故乡的每一座祠堂，每一
本家谱，不仅仅属于各个宗族、各个姓氏与堂号，也属
于全体家乡人民，甚至属于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人类。

这才是祠堂与家谱的真正意义所在。

青花瓷的色彩炫晕海洋世界
每一朵浪花都是龙的传人

———兰心

撒开一张历史的网
打捞的是满满的荣耀和血泪

———刚子哥哥

每一寸都是母亲裁剪好的
密密的针脚围住了那片荡漾

———笑宇

长城不止万里， 它的触角
扎根于每一寸固有的高山和深海

———素素

母亲胸襟上的一颗纽扣
只是松了， 得重新把它钉牢

———张边阿土

每朵浪花都会歌咏唐诗
每只海鸥都能吟颂宋词

———李福全

即使万里之遥
也有巨臂庇护整个疆土

———冀瑞敏

躺在蔚蓝的海域
纯净， 真诚， 不卑不亢

———楚衣飞雪

一汪深蓝如同脸庞上深邃的眼
再微的风也会皱动母亲心海的涟漪

———毛毛雨

根如磐石， 在漩涡中挺立
每滴汹涌的海水都说在一起

———杨帅

岳伯父
蒋鸣鸣

今年春节， 我携妻女随舅老爷们一道， 奔
赴湘潭县霞岭乡某山村， 去祭拜长眠在青山绿
树之下的岳父岳母。

瑞雪飘舞， 寒风呼啸。 离亲戚家老远， 遥
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 站立皑皑白雪中迎接
我们。 他， 就是我岳父的哥哥———91岁高龄的
岳伯父。

待车停稳， 大家纷纷下车向老人家寒暄问
好。 我也紧趋几步， 握住他温暖的双手， 致新
年问候。

岳伯父原系株洲某厂工人。 70多岁那年，
感觉不适， 到医院看病， 被诊断为“癌症”。
治疗数月， 不见好转。 他琢磨：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我年纪一把了， 反正活不长久， 与
其躺着等死， 不如回老家， 任其自生自灭罢
了！” 想到这， 他一把掀掉身上的被子， 双脚
边往鞋里塞， 边对守候在病床边的儿子说：

“我回老家去， 不住院了！” 儿子嘴皮都磨破
了， 仍劝阻不住， 只得喊来医生， 扯掉父亲手
上的吊针， 办理了出院手续。 一到家， 岳伯父
便打点行装， 几天后， 携老伴乘着租来的车，
赶往湘潭县霞岭乡的乡下老家， 住进了飘摇欲
坠的祖屋里。

安顿下来后， 他便手脚不停地整修屋面、
加固地基； 屋前屋后栽种蔬菜、 喂鸡养鸭； 跋
山涉水， 拾柴生火、 购东买西， 忙个不停。 岳
伯父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渐渐忘却了病情，
忘怀了尘世的烦扰。 几年过去， 他体重增加
了， 人也变得神清气爽起来。 好几个村民关切
地说： “老肖， 看你这样子， 病应该好了。 为
了保险， 再去复查一下吧！” 岳伯父朗声笑道：

“谢谢你们关心， 不用去医院， 病魔早就被我
吓跑了！”

时间一晃， 他定居老家快20年了。 年近九
旬的老伴， 和他一样硬朗。 老两口在这山岭环
抱的小山村里粗衣淡食， 辛勤劳作， 吃的是香
喷喷的柴火饭， 喝的是清凌凌的山泉水。 没有
超市， 没有工厂， 看不到人头攒动， 听不见机
器轰鸣。

2006年， 我岳父病危。 本人心愿： 归葬
老家。 岳伯父每天爬上陡峭的后山， 哼哧哼哧
地用锄头挖穴、 用箢箕运土、 同工匠立碑。 岳
父归葬时， 岳伯父端着弟弟的骨灰盒， 神情庄
重地放入了亲手挖好的墓穴里。 随后几年， 他
常携带农具， 爬上后山， 清除杂草， 将坟墓拾
掇得整整洁洁。 去年， 我岳母驾鹤西去， 同葬
岳父墓中。 从此， 墓穴被三合土筑紧， 不必常
劳动岳伯父去修整坟茔了。 可老人家闲不住，
仍十天半月地登上山清除四邻的枯枝败叶杂
草。

吃过午饭， 众人相互搀扶着往后山攀爬。
坡陡路滑， 好几位中年男女， 途中不小心摔
倒。 大伙费了四五十分钟， 才气喘吁吁地爬到
了墓穴前。 一看， 墓地早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一问， 得知岳伯父昨天已经上山来过了。

事毕， 我们打道回家， 岳伯父站立门口送
行。 寒风中， 他不颤不摇， 含笑的脸上光滑红
润。 我再次握紧他厚实温暖的双手说： “等您
老满一百周岁， 我们定来喝喜酒！”

老人家既没点头又没摇头， 微微地笑着。
我明白， 那笑意里除了不舍， 也饱含淡定和自
信。

鹅公大丘

花之自得， 远胜于我
耿艳菊

南海子公园有湖，非常原生态，湖边草木葱茏，芦
苇、菖蒲居多。沿着湖边走，不多远便可看到翠绿的长
叶片间冒出几串紫色的小花，竟是薰衣草。 初见时真
是有些吃惊，薰衣草怎么也跑来凑热闹了？ 之所以如
此想，是因为这个季节是荷的天下，而有湖水的地方
一定少不了荷花。

夏日里去湖边除了享受风从水面吹来的凉意外，
就是看荷了。 荷真美，从荷叶到花瓣都好看得恰到好
处。花的粉或白，叶的青或碧，干净朗然，招人爱恋。相
比于荷，此时的薰衣草显然逊色了很多。

湖边溜达的时候，听到有人说：“我平素最喜欢薰
衣草的紫，可惜长在这里，我怎么也喜欢不起来。你看
这湖里的荷花太美了。 ”

荷花虽美，长在水中只好远观。紫色的薰衣草却可
以亲近，更是蝴蝶蜜蜂的最爱。 荷花美它自己的，瘦瘦
的薰衣草站在荷的对面似乎也十分泰然自若， 并不理
会我们这些人的喜好和评论。它不管这些没用的，而是
一心想着要尽本分，把自身的香气一丝丝嵌进空气中。

张恨水在《雨丝风片》中写：屋后小院一弓，终年
不履人迹，期间野菜蓬生，开紫花如球结。 启户视之，
有微芳一阵扑人。 觉花之自得，远胜于我。

极喜欢这一段素淡文字，尤其是最后一句“觉花
之自得，远胜于我”。 我想张恨水先生的言外之意，是
说那开紫花的野菜安之若素的脾性，在“终年不履人
迹”的荒凉下，依旧安然自得，保持芳香。 像那句美丽

的诗：你见，或者不见
我，我就在那里，不悲
不喜。

想这湖边的薰衣
草也有张先生笔下野
菜紫花般的脾性。

在湖边，以我们浅
淡的目光去看，或许对
薰衣草来说不是很适
宜。 可是，不适宜就要
罢工不干吗？植物和人
一样，均有生命。 谁能
把握住生命的航向呢？
谁的生命里都会一直铺展着适宜吗？ 答案是否定的。

既然谁也不可能一直在适宜中度过，既来之则安
之吧。 道理都明白，可真正去做的时候却不如花草泰
然。

所以，草木本心，当是最好的人生境界了吧。

（同题诗）

海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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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峰中的
那些奇遇

徐亚平

江河湖泊间穿行，惊涛骇浪中采访，常有意想
不到的奇遇。

7月5日，风雨迷蒙。渡湘江、赴资江，察看湘阴
毛角口险段。这里刚打过一场硬仗，当地干部群众
鏖战15小时，终于用60米长、100米宽的彩条布将
险段盖得严严实实，宛若丙烯绘制的巨龙。

此刻，岳阳益阳交界处的资江江面上，旋起60
厘米高落差的漩涡，但乡亲们举伞看水，抽着烟，
气定神闲。

宝贝
风雨中，我们到堤脚和巡堤队员查险，去南湖

洲镇开防汛会商会。 大水淹没了镇水管会办公楼
一楼。 大伙镇定自若，胸有成竹。

14时许，草草吃了快餐出发时，一位黑皮肤、
戴眼镜的中年人弱弱地问我：“是亚平不？ ” 我答

“是”。他自我介绍他叫林红光，是我湘阴一中81级
同学。

抱歉！分别35年，今日风雨同行6小时，到此刻
才故人相认。

我问他如今做什么工作。他说他学的是水利，
一直干水利。 领导很关心，想为他换个好岗位，他
婉谢了：“湘阴是水乡，两江一湖防汛任重道远，我
就把这事干到底。 ”

在场的县领导听我们热乎， 推介说：“红光是
我们的水利专家，是个宝贝！ 如何处险，都要听他
的。 ”我对红刚翘起大拇指：“我为你骄傲！ ”

女将
7月5日晚， 列席湘阴防汛会商会后， 已是午

夜，随县领导沿湘江大堤南下，暗访静河乡、樟树
镇一线大堤党员干部的值守情况。

战争，没有让女人走开。 堤上，我相继遇见10
多年的老友周义军、张亚玲、陶娜3员女将，她们异
口同声说：“人在堤在！ 请领导放心、记者放心！ ”

真有这么硬？“当然！”周美女解密道，“我们每
个巡查队员手上都戴一个GPS定位仪。 不会偷懒
的。 ”

暴雨呛人， 惊涛拍岸， 女汉子们像一颗颗钉
子，牢牢钉在自己的阵地上。

死士
6日凌晨跃进到白水江前线，巧遇一个叫朱岳

军的汉子。 2011年4月11日，他在湘阴县城西镇镇
长任上，当时湖南日报策划了《春耕时节，乡镇长
在忙什么》的报道，我跟晒得像非洲朋友似的朱岳
军在城西垸相识， 并为引水保苗飙了一天， 写了
《朱岳军：鹤龙湖畔忙碌的身影》。

我问，“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他答曰：“我是漕
溪港街道办事处书记， 和文星镇书记张淼负责白
水江防汛。白水江关系到县城的安危，必须死守！”

初识为引水，再遇为防洪，“缘”还是水。 午夜
漆黑，但我仍然看清了他高大的身影。

无独有偶。次日清晨，在湘阴县城北部的湘江
白泥湖堤段，我又遇朱岳军。他正跟供电公司老总
唐武求援：“请再多上一些工人， 尽快把白泥湖10
公里大堤防汛照明线架好！”唐武快人快语：“一定
办到。看！我们工人还是蛮拼的，已完成2公里的任
务了。 ”

迁客
保大堤，保家园，保民生！ 岳阳人还多一项特

殊任务：保麋鹿！
洞庭湖麋鹿是中国最大的自然野化麋鹿种

群。 高洪压境，国宝被逼上梁山，逃进了华容县团
洲乡团东村一组村民家。

为我开门的，是女主人赵德云。她家菜园东北
角的空心菜、苋菜被不速之客踩成了泥浆，西南角
的菜瓜、辣椒踩得体无完肤。她好痛心：“一亩地的
菜都完了，养的鸡、鸭也被麋鹿搞得‘蛋打鸡飞’。
几个月都没菜吃了。 ”

丈夫安慰她：“没事，麋鹿是国宝、吉祥物，比
鸡鸭重要。 ”

您贵姓？ 我问。 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男子答
曰：徐松辉。

听说姓徐，我多问了一句：“家门老家哪里？ ”
他说：“湘阴。 70年前爷爷带着我父亲移民来的。 ”

湘阴姓徐的不多。说起“湘阴”，那我和他就是
族人。

众里寻他千百度。20年来，我一直在洞庭湖区
寻找农民、渔民中的环保主义者，联手开展保护鸟
类、江豚、麋鹿和中华鲟的行动。今日，烈日下奔走
数小时，跨湖过江，竟在洞庭湖畔一个普通村庄，
在千万人中巧遇500年前的“家人”，而且是一位
环保志愿者。

一头麋鹿将洞庭湖东、 西两岸的徐氏族人紧
紧联系在一起，真是让我兴奋不已，感动莫名。

53岁的徐松辉看似其貌不扬，但高大如“松”，
其公益精神“辉”映洞庭。

洪峰中这些奇遇，也许不是新闻吧。但这些弥
足珍贵的镜头、温暖人心的场景，让我如此刻骨铭
心。我必须将在洪峰压境的日子里巧遇的专家、女
将、死士、迁客、电工这些洞庭赤子，深深镌在岁月
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