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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满六旬的老丁本名丁隆贵，小眼
睛，小脑袋，小身材，与其名字所寄寓的富
贵相貌相去甚远。他脑壳秃顶，头发稀稀
落落，虽是一幅饱经沧桑的外貌，却总是
一副憨笑乐观的模样。

老丁是我在这个离城20多公里的高
山巅上的结对帮困户，按照扶贫工作的要
求，我要在两年之内帮助老丁一家脱贫致
富。见到老丁，是在秋高气爽、瓜果飘香
的季节。说黄岩是一座高山花园，也许并
不算过分。这高山之上一片开阔平原，果
园里的葡萄、猕猴桃藏在枝叶下，像是在
捉着迷藏；硕大的柰梨、金秋梨、黄金贡
柚、美人橘争相露脸，你呼我应。但是，这
一切美景在老丁的眼里司空见惯，算不上
什么稀罕。他的眼里，飘着的是山下城里
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他日夜思虑着
的，是如何把日子过得像城里人那样富足
滋润。

驻村工作队的李队长告诉我，山里环
境优美，资源丰富，村民也不怕吃苦，只是
苦于山高路险，交通险阻。进一趟城很不
容易，山里的土货与特产销不出去，这是
山村贫困落后的根源。李队长的这一番
话，让我似乎读懂了老丁眼神里的无奈与
落寞。

老丁命运坎坷，自小承受着生活的磨
难煎熬。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支电杆
线路安装队来到丘陵纵横的湘西山村架
线建塔，输配电源，送来光明。这支队伍
来自四川广安岳池县，老丁便是这队伍中
年纪最小个头也最小的一员，才20岁出
头。老丁告诉我，当时广安人外出到各地

安装施工线路，在全国都是出了名的。要
不是因为家里人口多，穷得叮当响，谁愿
意出来找这份苦吃呢。

那年冬天，山上连降几天大雪，施工
队突击施工，计划抢在除夕前完工。老丁
身单力薄，连续几个月的劳累，让他精疲
力竭。偏偏这个时候，在一次作业中，他
抬着电线杆一不小心滑倒在地，摔成重
伤。村子里一对彭姓的老夫妇见他可怜，
便好心收留了他，让他养伤，在家一起过
春节。这对老人膝下无子无女，老丁又是
一个未成家的单身青年，在这里无依无
靠，村里的人便撮合老两口收他为“寄
儿”，团成一家人。想起自己长年漂流在
外，孤苦辛酸，流落到此，遇上好心人，也
算天无绝人之路，哪有回绝之理？老丁扑
通跪下，失声痛哭，一个劲地嗫嚅道：“愿
意奉敬孝顺二老，终身无悔。”

村子里的人都很善良，伸出双手接纳
了这个贫穷的苦命人。没到两年，老丁在
这里娶了心地善良的山里妹子彭喜妹，不
久就有了一个女娃，做了父亲，在这个小
山村扎下了根。不料媳妇临产落下了病
根，气虚体弱，双脚痛肿，连走路都很困
难。女儿又小，老丁自己身子骨也不硬
朗，做不了重体力活，这样一来，老丁一家
便成了村里的贫困户。这让老丁很难为
情，终日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在村
子里有些抬不起头。老丁有时也觉得，自
己虽然做不了重活，但力气还
是有的，就是不知道劲往哪个
方向使，才能让命运改
变贫穷的方向。

绵亘千里，巍峨苍翠的雪峰山，孕育并晕染了一个生态唯美的童话世界。
她高高托举起湘西人的骄傲，但也无情裸露出他们贫困落后的根源。

掩藏在雪峰山褶皱里的怀化市鹤城区黄岩大坪村，俨然一个世外桃源。站
在这里，可以远眺山下一片隐约的城廓，那是市区的一角。“十里不同天”，说的
不止是自然气象，也道出了城乡差别的社会现象。

大坪村里老丁的脱贫故事，是雪峰山脱贫攻坚战里涌现的一朵小浪花。

又是一年芳草绿。
脱贫攻坚战斗打响了，城里派来扶

贫工作队，帮助山乡的村民“拔穷根”。
我们机关成了这个村的帮扶后盾单位，
我汇入了这支浩荡的队伍，从此与老丁
接上了头。

老丁见到我们从来都是笑脸相迎，从
不给我们出难题、讲怪话，也从来不给我们
提任何要求。“你们从城里来到山上帮助我
们，修公路啦，改水渠啦，种蔬菜啦，搞旅游
啦，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情，让村子一天天改
变面貌，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我们万分感
谢，谁还再讲你们，那真是没良心。我个人
也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想要富，全靠‘制’。”老丁媳妇彭喜
妹口里说出这句乡下土话时，很有几分
自信与自豪。话里的“制”字一下子落进
了我的心里。这个乡村的方言，是把

“干”说成“制”，含有实干苦干的意味，还
真的很形象，也很有道理。山民的好生
活，都是全靠自己一双手“制”出来的！
老丁与老伴想到一起，一直在不停地想
办法，找出路，改变这“穷命”。只是从前
山路弯弯，交通阻塞，信息闭塞，让老丁
在致富的路上遇到了拦路虎，多了些起
伏与跌宕。老丁后来才想明白，自己之
所以没能改变这“穷命”，是因为自己一
直单打独斗，独木难成林。扶贫工作队
进村后，不仅开展了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改善生产条件，还挨家挨户帮助每户困
难群众制定了有针对性的脱贫计划。从
此老丁就像有了坚固的后盾，脱贫致富

好像找准了方向，走对了路子，日子也越
来越像雨过天晴般，阳光明亮。

扶贫工作队进村后，老丁有了主心骨，
他要放手一搏，再一次向贫穷宣战。老丁
也确实比别人霸得蛮，耐得劳，做得多，“制”
得好。一年养三五头肥猪，用山上的青草
野果、自家地里的包谷、红薯和南瓜藤作猪
食，虽然长得慢些，但年底卖得起好价钱，有
上万元的纯收入。老丁还养了30多只鸡、
30多只鸭，年收入近5000元。除去市价收
入外，当地政府部门为支持鼓励村民发展
家庭畜禽养殖，在年底按一头猪200元、一
只鸡鸭5元的标准奖补给老丁，这样一来，
额外的收入又多了上千元。一年下来，老
丁一家收入就猛地增加近2万元，由贫困
户转身一变成了富裕户。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老丁还自学成
材，学会了“制”酒，酿出的米酒远近闻
名。难怪一走进老丁家，就闻到了一股
幽幽的芳香，原来是老丁安放在贮藏室
里几大缸米酒散发出来的。去年老丁手
脚忙个不停，酿制了3000来斤上好的米
酒，价钱也很公道，6元一斤，如果放在城
里，这么好的优质生态米酒，至少可以卖
到 10 多元一斤。可老丁不这么想：“能
够靠自己简单的手艺和山里的植物换点
油盐柴米钱，有得赚就很满足了。”

“老丁，你把现在的日子，也制得像
这米酒一样的香甜呢！”

“那确实！”老丁回答得铿锵有力。
平日里一团和气的老丁，这次终于露出
了几分难得一见的神气和坚定。

大坪村区域面积 21.6 平方公
里，共有 16 个村民小组，338 户，
1469人。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80
户292人，是悬崖上的空中花园，也
是城边上的贫困村，是一个“美得让
人心痛”的村庄。这里海拔880多
米，只有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山路，接
通城里。20来公里的山路，驱车得
花一个半小时，绕得人眼冒金花，每
年都会有交通安全事故发生，出行难
是村民致富的最大阻碍。

接受精准扶贫的任务后，怀化市
发改委迅速组建扶贫工作队。工作
队进村后第一件事，就是帮助村里修
建扩宽公路，并将水泥路连通到每家
每户的大门口。从此，山上的蔬菜、
水果与土特产，可以源源不断地运进
城里，跃上城里人的餐桌；稻米、鸡
鸭、茶油这些农产品，更是引得山下
城里人驾车来走村串户采购。

工作队进村后还发现，原来此处
是座宝山，村子里竟卧藏着一片风景
奇绝的深山峡谷。 经过慎重考虑，
工作队作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决策，
就是协助村子里的能人组织村民合
伙开发“怀化大峡谷”，把乡村旅游做
大做强，做出特色与品牌。大峡谷风
景区建成开园，省会长沙和周边邻近
的外省游客，甚至有英国、俄罗斯、韩
国和日本的观光客慕名而来，小山村
不再沉寂，甚至成了网红。公司的旅
游经营收入每年一个台阶地上升，
2019底，公司拿出150万元的利润，
给入股的每户村民分红兑现。

老丁农闲的时候，也会转到这里
来，在旅游公司打点零工，赚点外
快。更重要的是，他已将自己一家的
6000多元扶贫资金，参股到大峡谷
旅游开发公司，投资乡村旅游开发。
这里的每一分钱收入与利润，都与他

有关。去年底，在公司召开的股东年
度分红大会上，他们一家分得1800
多元的红利，老丁与老伴笑得合不拢
嘴。

农村实施山村亮化工程后，村里
对旧房子统一实行改造翻修。施工
队来到老丁家，把房顶上的瓦片全部
重新拣了一遍，把房前屋后的壁板全
面刮了一遍，重新涂刷了清亮的油
漆。没过几天，老房子像一个准备出
嫁的新媳妇，醒目而俊俏地站在村子
里的小坡上，让来乡下游玩的城里人
眼睛为之一亮。

“光是老丁一家，就开支了9500
元的维修费，老丁自己没有掏一分
钱，全由政府统一埋单。”工作队李队
长说这话时，颇有几分得意。我想，
他完全有理由骄傲，因为是他们把党
的好政策，一籽不漏地落实到像老丁
这样一没有关系二没有靠山三没有
手腕的普通老百姓头上，温暖着农村
成千上万像老丁这样的贫困户。

好消息好政策还不止这些。在
工作队的指导参与下，老丁一家按人
均150元，由当地财政统一出资，参
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村民互助共
济，解决了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的后
顾之忧。地方政府还为老丁一家建
档立卡，去年开支180元购买了扶贫
特惠保险。老丁家庭成员如有不测，
遭遇意外伤害、自然灾害或者大病住
院，可申请保险补偿。这相当于为老
丁一家撑起了双重的“保护伞”。彭
喜妹的脚浮肿病好转能行走后，村里
特意安排她在村里打扫公共卫生，一
年支付给她一万多元的保洁费。

“搭帮党的好政策，又有村子里
乡亲们的关心，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红
火了。”彭喜妹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喜上眉梢。

李跃龙

打开头条，突然蹦出一
则叶永烈先生去世的消息，
不觉一怔，继而确认是现实，
心头倍感性命之不永，凋零
之无常，奈何？

叶先生是我们这个阅读
时代的标志性人物，说他启
发了千千万万少年一代勤奋
学习、探索科学的精神，绝非
虚言。他一生的著作超过了
3 千万字，你可以不太喜欢
他的名人传记系列，但一定
曾着迷于他的 28 卷上千万
字的科普全集中的某一个篇
什，他是巨著《十万个为什
么》的第一作者，以一人之力
竟写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
我们都确确实实受惠于他。

他发表的第一篇
科普文章，与湖南有关

2017 年 5 月，国务院参
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华
文化四海行”大型活动交由
湖南省承办，叶先生应邀来
湘讲学。我因为筹办会务与
叶先生结识，得以点滴了解
这位我 40 多年前心仪的老
师与湖南的过从等人所未知
的往事，可以作为历史的补
白。

叶先生由夫人陪同来
湘，除讲座上滔滔不绝外，我
发现，生活中的叶老师似话
语不多，不属特别健谈之人，
我们一问一答中不时能感到
先生的腼腆，看他的书要胜
过听他的言。他是一位文字
狂胜语言的大家，孔夫子“君
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说的
就是叶先生这类人。他的夫
人总是默默地陪护在旁，温
文尔雅，从不插话。老两口
夫唱妇随，守望相牵，是我印
象中雅集的一道风景。

因《十万个为什么》，叶
先生名声传遍大江南北。没
想到，他发表的第一篇科普
文章，竟然与我们湖南有关。

1958 年 9 月，北京大学
化学系二年级的师生们南
下，来到湖南邵阳县整整工
作了100天。原来，“大炼钢
铁”中湖南缺少化验员，铁矿
究竟含多少铁，煤里头含多
少硫，要到长沙甚至有时要
送到北京去化验。后来周总
理指示北大派一些老师和学
生帮助湖南办化验员训练
班。在邵阳县，年轻的叶永
烈人生第一次走上讲台讲授
化学。他现在还精心保存着
当年的北大“邵阳县 130 小
分队”和湖南师范学院邵阳
县小分队一起合编的教材。
在邵阳县，他以“县化验室叶
永烈”的名义发表了人生第
一篇科普文章，还把在邵阳
撰写的《写在炉旁的几页日
记》发表在《北大青年》1959
年第一期上，署名“化学系钢
铁兵团叶永烈”。叶先生说，
1958 年的湖南之行改变了
他的命运，邵阳县是他科普
写作道路的起点。

我特别查检《邵阳县
志》，很遗憾，当年北大支持
邵阳县大炼钢铁的130小分
队 事 迹 没 有 记 下 一 笔 。

他是第一批运用现代
科技手段写作的作家

叶永烈先生是多产的专
业作家，他以“理工男”的专
业履历从事科普创作，影响
最大，也最为读者所认同。
我也认为他对社会的贡献和
影响，以科普创作成就最
大。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名人
传记系列和其他创作不行，
仅仅是相对先生的科普创作
而言。人哪能在每个领域都

是王者？叶先生人物传记的
某些刻板之处或者是脸谱
化，主要出于时代的局限和
本人谨慎稳健性格及政治光
谱。特别珍贵的是，他是第
一批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写作
的作家，他能非常娴熟地运
用录音、摄像、计算机和信息
转换技术从事创作，他采访
了很多方面的名人，录了
1000 多盘录音带，近 2000
个小时。听一位曾有意出版
叶先生全集的老总在微信朋
友圈中说，很忧心先生几十
年采访的录音带消声，我知
道有大部分收藏品先生早已
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这些
凝聚了先生心血的珍贵音频
档案是否已经转换成数码录
音，真的让人揪心。

我认为，叶先生在名人
系列中作的许多考证和研究
是有深度的，也是可信的。
叶先生的严谨，达到了一位
历史学家的专业水准。比如
说梁实秋的生日、傅雷之死、
钱学森关于粮食产量的论文
等等，都是先生爬梳剔抉、钩
沉辑佚的优秀力作，纠正了
许多人云亦云的讹误，还原
了历史的真相。

《十万个为什么》
引发的一件公案

因为长期研究洞庭湖的
缘故，会议期间，我向叶先生
求证了一个由《十万个为什
么》引发的一件公案。

1961 年《十万个为什
么》出版，其中《为什么洞庭
湖不再是我国第一大湖》一
文宣称：洞庭湖“每年缩小
88.6 平方千米，其中有的年
份缩小的更多，竟达到 245
平方千米。它的面积在枯水
期约有3100平方千米，而鄱
阳湖在枯水期的面积则有
3350 平方千米；在洪水期，
洞庭湖约有3900平方千米，
鄱 阳 湖 则 有 5050 平 方 千
米。”这是国内有关部门第一
次提出洞庭湖由“五湖之首”
降为第二大湖泊。这个说法
在全国立即产生了巨大反
响，有很多人感叹沧桑巨变，
也有一部分人至今不认同这
个说法，还有十分严谨的学
者提出一系列数据论证洞庭
湖仍然大于鄱阳湖。

我个人的看法倾向于：不
宜以空泛的“大”作简单的排
名，对于天然湖泊的论证研
究，特别是大江大湖，应以科
学的数据和模型作支撑，湖泊
是天然的水库，它的面积、湖
容、流域、水量乃至于其功能，
都应该纳入“大”的参照系数。

叶先生认同我这个观
点，说简单化地排个名次没
有什么实际意义，关键要搞
清楚人类活动对湖泊和自然
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多大
的影响。“你排不排名，洞庭
湖还是洞庭湖，鄱阳湖还是
鄱阳湖。”他的这句风趣话我
至今记忆犹新。

四海行活动结束后，我
参加省政府门户网站在线访
谈，以“新型江湖关系的构建
和展望”为题，与网友交流。
我介绍了叶永烈先生的观
点，也谈了我的认识和看法，
得到舆论的广泛认可。

叶先生走了，这位一生
动笔不辍、著作过身的勤奋
作家停止了写作。他从小学
语文成绩不及格到成为北大
天之骄子的故事还会有人赓
续吗？还会不断有“理工男”
成为大作家吗？在寸土寸金
的大上海，还有哪位读书人
会把自家的泳池改装成藏书
室，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更
多的书香逸事吗？

“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
但山上的时光并不见得比山下走
得慢。转眼间，女儿丁双双大了，
不但人长得伶俐，做事也挺利落，
她是老丁一家平淡的生活里一缕
明亮的阳光。

在山下打工的她，某一天回到
家里，说要去四川嫁给一位小伙
子。原来女儿在网上认识了一位成
都的青年，几番交往下来，感觉就是
自己的另一半，这才向父母挑明，打
算只身远嫁他乡。老丁几番劝告下
来，仍不奏效，气不过来，便对女儿
发狠地说：“你要是嫁给他，就再也
不要回这个家！”哪知女儿更犟，顶
得他七窍冒烟：“我将来就是讨米，
也不朝你这个方向看一眼！”老丁想
到自己前半辈子东漂西荡，好不容
易来此落脚定居，总算有了个窝。
眼看着自家的女儿长大了，却要高
飞远走，不能聚在一块，眼泪便簌簌
地掉了下来。一连好几天晚上，老
丁睡觉都合不拢眼。

“女大不由娘，也由不了爹，就

由她自己去吧。树挪死，人挪活，
你当年不也是离家千里来这儿成
亲的吗？”婆娘这样哄着老丁。“我
当年离开老家与她现在一样吗？
我那时是穷，被生活逼的。”“你是
说，你与我结婚，是被逼的吗？”彭
喜妹忽然有点来气。老丁无言以
对，仔细一想，也在理，便慢慢地也
想开了。

今年的春节前夕，我再次翻山
去探望老丁两口子，正好丁双双带
着两岁的儿子回家过年。孩子带
着小外孙回了家，老丁高兴得合不
拢嘴。我没忘记他说过的话，怕他
还会想不通，于是打趣道：“老丁，
孩子大了，国家才是她的家！你别
老以为只有这小小的村落才是她
唯一的家。”

“只要生活富裕，过得幸福，在
哪里安家都是一样的啊！”老丁不
假思索地填上这么一句话回应我。

“想不到啊，老丁，你的思想境
界提高得这么快！”

我们一起放声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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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丁所在的黄岩大坪村，建起了怀化大峡谷风景区，已成为旅游扶贫示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