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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贵荒

1983年，爱好文学的我高中毕业后，没能
升入高一级学校深造，回乡当了一名农民，这
个打击对我是挺大的。 当时农村普遍还相当
苦，谁都想“跳”出去。 但我只能面对，逃避不
了。 何况对于想当作家的我来说，也许充满坎
坷、磨难的人生还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呢。 心态
调整好后，我一直勇敢和乐观地面对生活，从
没沮丧和泄气，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奋斗。

当时湘西南祁阳农村生产力水平仍十分
低下，为将自己的责任田种好，农民们一年四
季都不空闲，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 我每天都
累得腰酸背痛， 尽管如此我也没有放弃文学
梦。 夜晚，昏黄的煤油灯下，我吸着煤油烟子
读书、看报、写稿子。 结婚成家后，为养家糊
口，我除了种好责任田还承包山塘养鱼，在屋
后山坡上开荒种豆， 农闲时到周边建房工地
帮小工，挑砖、递瓦、拌灰浆。

儿子一年年长大，家庭开支越来越大，
我必须出去打工挣钱养家。 于是我背上行
囊， 离妻别子去了人生地不熟的广州、深
圳，我又到县城郊区红砖厂当出窑工，到县
城街上开运货三轮摩托车。 通过十多年辛
勤打拼，家境渐渐好起来，有了一笔积蓄，
我在县城买了一套三居室二手房。

搬家那天， 想起乡下老家那有半间屋
顶塌陷、 砖墙斑驳的旧土砖屋， 我思绪翻
滚，感慨万千，心中涌起一阵阵冲动必欲吐
之而后快。 不久，我便卖掉开了三年多的借
以谋生的摩托车，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我拿
出文友以前给我的十大本空白介绍信簿，
买了一瓶碳素墨水， 开始了我的“长篇之
旅”。接下来的80多天，天气炎热，我蛰伏在
顶层蒸笼般的斗室里夜以继日奋笔疾书，
顺利写完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前半部16万多
字。 休息两天后，准备续写后半部时，原来
下笔如有神的状态竟然一去不复返， 一连
几天，我吃不好，睡不香。 一个星期后我终

于找到了原因： 男主人公后来当自由撰稿
人采访写稿的生活我一点也不熟悉， 故无
从下笔。 我不得不搁下了后半部的创作。

2002年11月，好友遇到我，说县工商局
退休老干部陈昌世省吃俭用资助7位贫困
大学生的事相当感人。 如果我想写，他愿意
陪我去采访。 我先后两次采访了陈昌世，现
场走访了三个贫困大学生家庭， 写出了人
物通讯《祁阳的“陈嘉庚”》。 我首先想到了
《湖南日报》双休周刊的“周末人物”栏目，
便将稿子寄了出去。 12月27日，《湖南日报》
发表了这篇通讯，我欣喜若狂。 这是我第一
次在《湖南日报》发表作品。 后来这篇作品
获得了2002年度湖南省报纸好新闻通讯二
等奖。

这一炮打响后，许多单位、许多人直接或
间接来找我，邀请我采访，我先后写了多篇稿
件，大都发表在《湖南日报》及《三湘都市报》
《家庭导报》上。 2005年8月4日，《湖南日报》中
国新闻名专栏“老百姓的故事”以《“新闻农民”
邹贵荒》为题报道了我的事迹。

几年的采访写稿经历，让我受益匪浅。
它让我接触到了许多以前想接触也接触不
到的人物，通过采访他们，我眼界大开，生
活积累更加厚实。 2005年1月20日，我抑制
不住创作的冲动，像吃饱喝足的行者，又精
神抖擞地继续起我那未完成的“长篇之
旅”。 这次创作比前半部更顺，灵感的火花
不停地闪烁， 笔下的文字像水一样不断地
流出来， 只用19天时间便写完了后半部18
万多字。 接下来长达十年时间里，我反复打
磨，大改两次，小改无数次，2016年11月终
于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人生没
有重来》。

拿到新书的那一刻， 我首先想到的就
是《湖南日报》。 是湖南日报帮助我扩大了
生活面，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增加了我的
生活积累。 没有湖南日报，就没有我的《人
生没有重来》。

刘静

如果说，母校湖南师
大是我的第一大学课堂，
那么，湖南日报就是我的
第二大学课堂。

初识第二大学课堂
始于大学时代。上世纪90
年代的湖南师大，学生看
报纸主要有两个去处，一
是学校图书馆，一是木兰
路上的宣传橱窗。由于橱
窗内报纸种类齐全，且就
在学生食堂隔壁，得地利
之先， 每到开餐前后，看
报的人群蔚为壮观，我也
是其中一名吃瓜群众。要
看省内要闻， 自然首选
《湖南日报》， 当时没想
到， 日后还会与它结缘，
并因它而改变。

1996年大学毕业留
校工作时，我其实是有些
忐忑的。作为教育专业毕
业的学生，在校报编辑的
岗位上只能算是一名非科
班生。 虽说也做过学生记
者， 发表过一些大大小小
的作品， 但真正从事编辑
工作， 还是感到有些先天
缺钙，特别是当主编调走、
我被应急安排担任一版责

编后。 一版责编按惯例一般由主编兼任，且
需校党委书记、校长审阅后才能付印。 作为
四位编辑中资历最浅者， 我顿感压力山大。
我一方面买了一套人大版新闻专业教材日
夜苦读、临阵磨枪，从理论中找支撑；另一方
面也在琢磨是否能争取去党报实习一段时
间，在实践中提高。

1997年暑假，经学校联系，湖南日报理
论评论部同意接收我去实习，为期两个月。
这两个月， 我正式成为这所第二大学课堂
的学生。 理论评论部很难出差，也鲜有下基
层采访的机会，更多是自己看报，或誊抄编
辑老师改过的稿子。 当时两位编辑老师均
是名牌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杨晓平老师
毕业于北京大学， 姜协军老师毕业于南开
大学，对我来说都是神一样的存在。 他们为
人都极谦和，朴素儒雅，大部分时间在安静
地改稿或写稿。 也许是心静自然凉，虽是七
八月的长沙，却感觉如沐春风。 誊抄文章不
但可以看到画龙点睛的妙处， 还可以找编
辑老师询问何以这样改。 当时的感受是，看

他们修改的稿子， 远比看新闻专业教材管
用。 实习近一个月后，理论评论部负责一版
“随感录”栏目的编辑老师向我约稿。 这是
三四百字左右的小言论， 当时想自己好歹
当过一年编辑，也写过一些评论，这种小稿
子应该不在话下，于是尝试着写了一篇《有
感“有待于”》的文章，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在
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后， 习惯于用“有待
于”作答，却不抓落实的现象进行批评。 虽
说立意受到了编辑老师的肯定， 但遣词造
句过于学生腔，结构也不严谨，三四百字的
初稿发表出来时增删不下一百字。 当那期
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湖南日报摆在我案头
时，既感到激动，又觉得有些脸红，觉得自
己署名有些名不副实。

实习要结束时， 杨老师建议我写一篇
教育理论文章作为这次实习的小结。 我使
出洪荒之力写了一篇并改了几稿， 但一直
难让杨老师满意。 一天下班后他让我留下
来讨论修改，其实主要是他口述，那篇文章
从结构到文字都做了大调整。 我记录下来
已是半夜。 第二天再看记录稿，发现基本上
就是一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的文章。 这便
是杨老师和我一起署名发表的《适应社会
发展需要调整教育结构》一文的由来。

这段实习经历还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新的
机遇和挑战。 7月下旬，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
在《湖南日报》刊登公告，省直机关公开招考
首批工作人员和公务员，省教委招考2名公务
员。编辑老师鼓励我报考，1998年我通过公务
员考试进入省教委工作。 据担任面试考官的
同事事后告诉我， 我在湖南日报实习的这段
经历为我顺利录用加分不少。

此后，我与报社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先
后结识了徐蓉、杨晓丽、张茧、左丹等一批
朋友。 除了坚持每天读《湖南日报》学习，我
还在朋友们的启发和支持下， 将一些理论
思考、工作探索和过往经历形成文字，陆续
在《湖南日报》发表，以此锻炼文字表达，提
升思维层次。 由于在《湖南日报》等报刊发
表的一些文学作品， 我还有幸成为了省作
家协会会员。

我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新闻或中文专
业训练，但与湖南日报的结缘，让我遇到了
一位严格又温暖的良师，收获很多，从业务
生疏的校报编辑成长为经历了多岗锻炼的
省教育厅部门负责人， 是湖南日报这个第
二大学课堂改变了我、滋养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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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僚皈”活动一般由民间自发组织。 这
次的活动则由隆回县政府和湖南雪峰山生
态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共同举办，旨在探索文
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打造具有地域特色、
彰显时代精神的文化品牌，推进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带动雪峰山区乡村振兴。

花瑶居住的雪峰山东西麓地区也是湖
南贫困人口最多和最集中的地区。 这里集中
了全省40%以上的贫困人口，是我省扶贫攻
坚的主战场。雁鹅界是深藏在溆浦雪峰山的
一个瑶族古村落，由于地势较高，远远望去
仿佛在云端之上。 相传人们在这里开荒辟
田，筑屋安家，见秋时南飞的大雁在此栖息，
故取名雁鹅界。早年的雁鹅界没有一条真正

的公路，封闭、落后、贫穷，但这里古韵
犹存，村内古屋古道保存完好，古风古

俗沿袭至今。 湖南雪峰山生态文
化旅游有限公司看中了这里的

古色古香和独特风景， 不断
加大投入， 对传统古村落进
行修缮与保护， 系统挖掘地
方传统文化， 吸引游客来到
这里体会瑶家农耕文化，享
受农家美食，呼吸新鲜空气。

40多岁的贺方礼家在雁鹅界最高处，之
前，全家6人靠务农为生，自己便去广东打工，
每到年底剩下的钱只够买回家的火车票，年年
都为养孩子的费用发愁。 2014年下半年，在湖
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的扶持下，贺方礼
以自家住宅入股，获得扶持资金开起了“雁栖
山庄”客栈。 随着云端上的雁鹅界古村落名气
越来越大，慕名而来的游客常常爆满。2017年7
月贺方礼在老屋后面又修了一栋纯木结构新
房扩大经营范围， 到2018年底收入超过30万
元。

“文化带动旅游，旅游振兴乡村。 ”雪峰
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实控人陈黎明介绍，他
们把文化做成产品给群众用，把节日做成产
品给群众看，文旅深度融合，助力扶贫攻坚，
创造的文旅扶贫“雪峰山模式”得到了省政
府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2017年6月，省委
书记杜家毫来到雪峰山考察，看到贫困户当
上了茶水工，给予高度评价。“陶缸盛满景区
爱，竹筒舀出扶贫情。 ”如今，在每个景点都
有一个这样的凉茶桶，每个凉茶桶公司都安
排了一个当地的贫困人员负责免费给游客
烧茶、舀茶，每月发1800元工资。

文化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软实力，但在雪
峰山，在花瑶村寨，文化却正实实在在地改
进着人们的生活，成为一种真正的生产力。

我与湖南日报征文

助我实现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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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僚皈”是花瑶
同胞祭先祖、 驱邪魔、
追求幸福安康而举办
的传统节日， 隆重、神
圣，沿袭至今已有千年
历史，2009年入选湖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
“讨僚皈”是瑶语音译，
“讨”是汉语中“走”的
意思，“僚”是“诅咒”，
“皈”指菩萨，合起来就
是走过菩萨的诅咒 。
“讨僚皈”每年有两次，
分别于农历七月初二
至初四、农历七月初八
至初十，在隆回虎形山
瑶族乡茅坳村和崇木
凼村举行。每次都要吸
引成千上万的瑶汉同
胞聚在一起，载歌载舞
三天三夜。

为了赶上第二天在隆回县虎形山瑶
族乡崇木凼村举行的花瑶“讨僚皈”纪念
活动，我们从长沙坐1个多小时的高铁，再
驱车40分钟，特地选择了夜宿离崇木凼村
较近的溆浦山背村。

山背村有近两千人，大多数是花瑶。 8
月9日一大早， 当阳光透过薄雾开始照射
这片美丽山峦时，我们被山背连片的梯田
震惊了。 它，线条优美，蜿蜒迂回，气势磅
礴，浩荡凌空。

一位村民告诉我， 山背的梯田落差
大， 从海拔500多米一直铺展到1300多
米，上下1500多级。 以山背为龙头，与洞
上、 夜禾田等20多个邻村的梯田连成一
片，形成面积达1.5万亩、纵横近8公里的
梯田群， 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梯田板块之
一，也是我国的高海拔梯田之一，被誉为
“云端上的梯田”。

山背梯田又称山背花瑶梯田， 开垦
于北宋年间，发展于南宋、元、明时期，距
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是花瑶稻作文
化的代表。如果说，闻名于世的云南的元
阳梯田以壮丽而自豪， 广西的龙脊梯田
以秀美而自居， 那么， 山背梯田则集雄
伟、壮丽、秀美于一身。

花瑶是个苦难的民族，由于部落战争、官
府镇压和驱赶， 历史上他们有过多次迁徙。
“讨僚皈”就是为了纪念两次封建王朝对花瑶
人民的镇压。 首次“讨僚皈”节日，源于元朝末
年。 第二次“讨僚皈”节日，源于清雍正元年。
花瑶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反抗，他们分别举行
了两次隆重的集会。

祭日后来慢慢演化成了节日。 新中国成
立后，“讨僚皈”成了民族团结的活动日，瑶汉
人民载歌载舞，共度花瑶传统佳节。 这个时候
也是商贸交易的黄金时期， 来自全国各地的
生意人云集瑶山。 节日还是花瑶阿哥阿妹自
由恋爱的好时机。

“讨僚皈”集中展示了花瑶文化。 每逢节
日， 花瑶人民都要进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
表演：梅山绝技、挑花绝艺、呜哇山歌、情歌对
唱……五湖四海的宾客络绎不绝，流连忘返。

花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形式是挑
花和呜哇山歌。

挑花是花瑶女子中流传的一种独特手
工艺，这个民族也因女子筒裙上装饰有艳丽
的挑花而被称为“花瑶”。 花瑶挑花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汉代以前就已兴起。据东汉应

劭记载，花瑶祖先“积绩木皮，染以草实，好
五色衣”。 花瑶挑花以简练生动的手法，表现
出复杂的自然形象和抽象的人类思维，且不
用描图设计和模具绣架。 花瑶没有文字，挑
花便成为记载该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著名文学家沈从文先
生称其为“世界第一流的挑花”。2006年花瑶
挑花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呜哇山歌是一种“高腔山歌”，是花瑶人
民在劳作时自我愉悦、抒发情感的歌曲。 呜
哇山歌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号子，具有协调
和指挥劳动的实际功用。2008年呜哇山歌入
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3岁的呜哇山歌传承人陈治安，从小跟
随父亲学习歌唱，2015年他参加全国山歌争
霸赛，获得了最高奖“山歌王”奖，曾多次出
国参加文化交流活动。 他告诉我们，呜哇山
歌与花瑶民歌既相似又有不同，它在民歌演
唱的基础上加了一些衬词，高音部分尤其独
具魅力， 是许多男高音歌唱家达不到的，被
称为“民歌中的绝唱”。

花瑶虽然历经苦难沧桑， 人口也不多，
现有人口一万多，但他们却创造出了绚烂的
民族文化。

吃过早饭，我们驱车20多分钟赶到了崇木
凼村。

崇木凼村是首批中国传统村落。今年的花
瑶“讨僚皈”活动在村子的古树林里举行，与之
同时举行的还有2019中国·花瑶艺术文化旅游
周。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 有来自国内外的游客
和当地的瑶汉同胞近7万人。

雪线上的民族，雪藏中的神韵；石头长的
意志，清泉养的柔情。上午10点半，大型实景表
演《南国雪峰·花飞花瑶》把活动推向高潮。

在风格上，这台演出结合了花瑶古典民族
风与现代歌舞元素，特色浓郁，时代气息强劲；
内容上分为圣山祭祀、花瑶风情、花山恋歌、花
寨喜事四个篇章，把花瑶的生产生活艺术地呈
现在舞台上。 花瑶的婚俗，是中国民俗中最热
烈也是最原始的一种婚俗，其中保留了很多原
始文化的野性密码；节目表现迎婚，遴选了媒
人公、花轿和迎婚用品作为符号，表现闹婚时，
则把对歌、打泥巴、蹾屁股等生活中的环节艺
术地穿插进来，别有一种风情。

为了这台节目，200多名演职人员过完年
就开始忙碌了。 节目艺术总监、著名音乐人
郭巴为了音乐创作，到虎形山花瑶村寨采风
了一个多月。《圣山祭祀》篇章中朗读祭文的
陈少凯，对花瑶祭祀文化颇有研究，承担了
这个篇章的创意、祭词的撰写、服装的把关
等， 他在演出前几天被临时安排上台表演，
这对从没舞台经验的他是个不小的挑战。 为
了念好祭词，他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决定用
辰河高腔的调子来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观众对这场演出和这次活动给予了很
高的评价。 来自拉脱维亚的安泽，是个地地
道道的中国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今年
32岁的她，来中国已经10多年了，正在撰写
《中国乡村》一书，计划明年出版。 看了演出，
她感觉很震撼，觉得花瑶的服饰很美，山歌
很好听，虽然她听不懂唱的是什么。 她还准
备走进瑶民家庭， 了解瑶民的日常生活，体
验挑花艺术。 她说，她已经爱上了花瑶文化。

“讨僚皈”传播了花瑶文化，放大了花瑶
文化的影响力，也推动了花瑶文化的进步和
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曾衡林
通讯员 夏喜衡

邂逅花瑶梯田

南国雪峰·花飞花瑶

沧桑历史和绚烂文化

文化点亮瑶乡村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