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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熊小平 邹娜妮

娄底市新化县的紫鹊界，近年来声名
鹊起：梯田景区入选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
产名录、中国首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成为新化、湖南甚
至全国的“文旅名片”。紫鹊界所在的水
车镇域内，还有中国最美乡村正龙村、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杨氏宗祠等。

然而，从这些入手解码紫鹊界的神
奇，于游客而言，总感觉不得全部要领。

水车镇党委书记肖勇平比一般人更
热爱紫鹊界，他的一篇论文就是写紫鹊
界。他说：“远古先民开创了独特的自流
灌溉系统，满山梯田，无一处水库，无一
口山塘，自流灌溉旱涝保收，2014 年 9
月，被国际灌排委员会授牌首批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千百年来，村民们在云端
耕种，形成极具本土气息的农耕、美食、
山歌、武术、傩戏等特色文化，吸引着中
外游客。”

解码神奇紫鹊界，不妨从一丘梯田、
一汪山泉、一碗农家菜、一首山歌、一段
傩戏、一棵古树开始。

梯田密码：小而多VS长又高

清晨，薄雾笼罩着宁静的紫鹊界，日
光红晕慢慢为山峰披上华裳。动物们醒
了，秧苗纷纷舒展身姿，住在山间的农户
也在鸟鸣、流水声中醒来——新的一天，
从劳动开始。

80后小伙奉玉辉早早起床，走上半
小时的山路到田间劳作。回乡 5 年，他
带领村民开荒种田，在合作社务工的85
名贫困户摘掉了“穷帽子”。他说：“家乡
的山水，自然的馈赠，是我们最珍贵的财
富。”

紫鹊界梯田小，小到耕牛无法转身，
小到最窄处只插得下一蔸禾，小到传说
中老农的蓑衣斗笠能盖住两丘田。雨
中，老农披挂蓑衣斗笠耕田。出太阳了，
老农将蓑衣斗笠一丢，继续耕田。活儿
干完了，老农却懵了，数来数去，怎么少
了两丘田？捡起雨具怏怏而归。此时，
丢失的两丘稻田“回来”了，原来就“藏”
在他丢下的蓑衣斗笠下面。

紫鹊界梯田多，至今无法统计有多
少丘。

紫鹊界梯田长。农户奉美新指着家
门口的一丘田说，3分地狭长似腰带，绕
着山腰长达20余米。这位63岁的老人
分了2亩8分地，有大大小小72丘田，最
远的一丘要走上一小时山路才能到。田
小，田埂窄，最窄处仅一脚宽。“田太宝贵
了，我们保存着这种方式，增加水田的面
积。”奉美新说，“这些年全镇搞规模种
植，把分散的田承包给合作社，种田收入
有了保障,人也不累。”

紫鹊界梯田高。8万亩梯田在海拔
500 米至 1200 米之间，层叠达 400 多
级，会突然出现在屋角檐边，也常年掩映
在云雾之中。

紫鹊界梯田老。经考证，宋代建县
之后汉族人大量迁入之前，这里居住的
是梅山峒蛮，渔猎为主。1000 多年后，
农耕文明逐渐取代渔猎生活成为紫鹊界
主流。为了生存，紫鹊界一带的瑶、汉等
多民族向高山要粮，大量开垦梯田。至
明代，这个“大地雕塑”基本成形。

灌溉密码：隐形水库VS山高水高

晨曦，炊烟起，氤氲开历史的气息。晨
光下，梯田犹如明镜，依山势而“舞长缨”，
顺坡度而“连云飞”。走近看时，田埂虽窄，
但周边绿草茂盛，根系发达，抓住田埂使其
坚固。每块田埂边，均有往下淌水的出口，
由上而下，层层涵养。水从何来？

“外人都难以相信，8万亩梯田，没有
一座水库塘坝。”奉玉辉介绍。山上流传
着一句老话：山高而水常在。“水从石头
缝里迸出来，从土壤中渗出来。”水车镇
文化站站长罗中山笑着说，“紫鹊界的灵
魂是梯田，而梯田的灵魂是水，这里的水
库是隐形的。”

隐形水库，是紫鹊界梯田与其他梯
田的最大不同：山顶植被土壤涵养水分，
通过泉眼渗透，循着毛细血管般的简易
水圳，润泽万亩梯田。在瑶人冲山顶，有
一丘梯田四季不干，那是当地人劈开绿
竹，从两侧搭起细长的竹桥，将水引来。
这水，也是从山体中流出。

紫鹊界坐落于雪峰山脉的东麓，地
处低海拔向高海拔过度的亚热带，雨水
较多，山体系不渗水的花岗岩，地表是花
岗岩风化物与黏土混合形成的土壤，蓄
水性能强，哪里需要水，就在哪里挖一个
缺口，让地下水从那里冒出来。加上地
表土层厚，土壤黏性强，有利于筑坎。因
此，山有多高田便有多高。

文化密码：土味情歌VS巫傩草龙

在月芽山的梯田里，66岁的罗海秀
一边给地施肥，一边唱山歌，清亮高亢响
遏云霄。

在八卦冲的观景台上，民宿“老牌紫
鹊楼”主人杨远民，热情地为看日出的游
客演唱新化山歌：“太阳出来也就晒坏
郎，情妹葛看见叻噫痛肝喃肠。情妹到
上街下街买针买线，要帮少年哥哥做个
花花绿绿凉凉帽子……”

“水车镇的灵与魂，不仅在梯田，也
在文化。”山歌记录者罗绍基说，梯耕稻
作文明融化发展，水车镇也因此成为梅
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他用 3 年时间，
走访 50 余位歌手，采录了 230 余首山
歌，但这不是紫鹊界文化全部。

罗绍基还有一个身份——紫鹊界傩
狮队传承人。他 8 岁时加入傩狮队，耍
狮者没有工资，普通人家喜庆、祈福、求
子，接待傩狮只需燃放两挂鞭炮，在堂屋
桌上摆4至6个糍粑供狮子“衔”走。在
还没有实现温饱的日子里，民谣“狮子口
啊啊，进屋要粑呷”传唱着那段历史。

“山歌、武术、巫傩、医药、草龙舞……
让这些独特的文化重新焕发异彩，是我
们的责任。”肖勇平说。近年来，水车镇
对本土特色文化挖掘整合包装，形成特
色文化产品，丰富着景区内涵。

紫鹊界开发旅游业以来，随着政府
对非遗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中外游客对
以傩狮舞、草龙舞为压轴戏的民俗演艺
的兴趣与日俱增。2007 年以来，傩狮、
草龙在景区演出累计超过200场次。剽
悍的舞姿、原始的情节片断，通过现代影
像传播到70多个国家和地区。

“舞龙舞狮作为古老的模拟巫术，是
研究中国南方稻作民族从史前承传至今
的信仰活化石。”罗绍基说，“看到这些草

龙，似乎看到时光在紫鹊界的居民生活
中保存下来。”

植物密码：报告季节VS提供零食

“几乎是一夜之间，叶子就长满了
嘞。”漫步核心景区的田埂，紫鹊界村77
岁的老人罗乙科步行至一棵檀树前，抬
头一望，满目翠绿。5月中旬，记者初次
到访，只见一棵枯树，6月再访时，枝丫上
已是绿叶丛生。

这是紫鹊界村的“神树”：每年春天
最后一个寒潮过去，它便在人们酣睡的
夜晚悄然长出满树新绿。老人说：“每
年，等到这树醒了，绿了，气候也就暖起
来了，我们才会播种红薯。冬衣棉被才
会收起来。”树的年纪有多大？罗乙科估
摸着，“得有200多岁。”

水一股股冒出来，植被一点点繁茂，
水车镇森林覆盖率高达 59%，活立木蓄
积量达 28 万立方米，南竹 2 万余亩，杉
木、松木随处可见。

紫鹊界山脚下有个楼下村，村头有
棵硕大的古樟树，至少要 6 个成年人才
能合抱住。据考证，樟树距今至少有
1200 年历史。近年来，樟树又腹孕新
株，从树窟内、凹陷处长出了几十棵异种
小树，最大的已有碗口粗细。

“这是樟树以博大的胸怀，哺育子女
茁壮成长的象征。”家住古樟树旁的村民
谭松香为游客解说，她小的时候古树就
已岿然不倒，如今她年近古稀，树还是从
前模样，甚至更为茂盛。

各异的植株见证着紫鹊界的历史，
哪怕是最小的刺莓。“干活累了渴了，就
摘田埂旁的‘鸡蛋萢’解渴。”奉玉辉口中
的‘萢’，就是个头较大的刺莓。

美食密码：穇子粑蒸鸡VS琥珀鱼冻

民以食为天，湘中娄底有“吃在新
化”一说，紫鹊界为新化美食提供了非常
好的食材。“游客必点的几样，三合汤辣
得得劲，泥鳅拱豆腐味道鲜美，腐乳颜值
高口味佳。”永幸农家乐老板罗铁平边下
厨边介绍，“最出名的当然是这个了，上
过好几次央视节目。”她正在准备的是紫
鹊界菜品“人气王”——穇子粑蒸鸡。

磨好的穇子粉和糯米粉混合，加入凉
水，搅拌成糊状，揉成一个个半个掌心大
的粑，入锅油炸至酥脆。再挑选自家喂养
的三黄鸡，褪毛去内脏，切成两指宽的鸡
块备用。“三黄鸡的羽毛、鸡爪、喙都是黄
色，皮脆骨软，肉质鲜美。”罗铁平说。

燃起柴火，大火炒去鸡肉的水分，放
适量盐和姜片翻炒，至鸡皮金黄时出
锅。鸡肉和穇子粑备好后，找一个盆状
大碗，粑放碗底，肉铺在上头。再放入高
压锅蒸，让谷物和鸡的香气充分融合。
一刻钟后，穇子粑蒸鸡鲜热出炉。

一盆蒸鸡，再搭配上一碗鱼冻解腻，
这是食客最爱的吃法之一。紫鹊界的井
水鱼冻晶莹剔透，清亮见底，入口而不
化，甚至有几分嚼劲。一旁，罗铁平的儿
子奉曦在制作鱼冻。打来溪流里的鲜
鱼，洗净切块，只放少许盐和香叶，用井
水炖煮15至25分钟。冷却后加盖置冰
柜，4小时后鱼汤便冻结。

“做鱼冻不能沾一点油，锅是专门的
锅，只做这一道菜。”奉曦说，紫鹊界的菜
看似简单，他跟母亲学徒 2 年才掌握精
髓。奉曦是90后，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
当起农家乐的厨师，“出门方知家乡美，
我们要把她装扮得更美。”

田在云端鹊在飞。曾经，这里山高
路远，让人望而却步，被称为“止客界”；
如今，这里紫气东来鹊踏喜枝，紫鹊界从
深闺走向世界。旅游鼓起了村民的腰
包，农民洗脚上岸，闯进一个新世界，那
里有历史和大自然的馈赠，更有时代和
潮流的回响。

“去年,紫鹊界迎来游客 72.6 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逾 5 亿元，人均收入
6766元，全镇464户贫困户1670人全部
脱贫。”水车镇镇长李劲介绍。

喜看今朝,幸福的日子在层层叠叠
的梯田上迎来新光景。

冯健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当时即
将高小毕业的少年先锋队队员雷正兴

（雷锋原名）也把她当作学习的榜样。
“在高小毕业班读了《向冯健同志

学习》的文章后，同学们议论纷纷。”雷
锋在荷叶坝完小读书时的少年队中队
辅导员易钦华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当时大部分学生都想到高一级的学
校学习，雷正兴却表示毕业后要向冯
健姐姐学习，参加农业生产，建设新农
村。”

也许是一种缘分，1956 年初冬，
在望城县委机关当公务员的雷锋，在
县委书记张兴玉家里，第一次见到了
他的“偶像”冯健——这个影响了他重
要人生抉择的人。“那天我在望城县城
办事，顺便到张书记家拜访。”冯健说，
她进门就见到一个陌生的男孩，十五
六岁，个子不高、身材瘦小，但穿着整
洁、很有礼貌，当时正教张兴玉的女儿
系红领巾。

“她是你早就听说过的冯健姐
姐。”经张兴玉介绍，雷锋难掩喜悦之
情，大声向冯健行礼问好。随后张兴
玉告诉雷锋，要“向冯健姐姐学习”，还
特别交代“冯健你大一点，要带个好

头，互相帮助、互相督促，取得更好的
成绩”。那天冯健离开时，雷锋出来送
她，两人并肩走在乡间小路上，分享各
自的身世和经历。听雷锋说了自己苦
难的童年，冯健很同情，鼓励他：“虽然
你是孤儿，但如今是新社会，到处有亲
人。我比你大几岁，今后我们就像姐
弟一样。”雷锋听了十分感动，从此，他
亲切地称冯健为“冯健姐姐”或“健
姐”。

那两年，冯健经常去县里开会、办
事，张兴玉也常带雷锋到西塘指导工
作或蹲点办社，姐弟俩见面交谈的机
会很多。两个志趣相投的青年常一起
抒发对党、对毛主席、对新社会的热爱
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雷锋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人。”
认识不久，姐弟俩就一起商议了一个
学习计划，到商店各买了一本笔记本，
读书时把心得体会以及不认识的字、
不懂的词句记下来，下次见面时再共
同讨论、互帮互学。冯健说，雷锋尤其
爱读方志敏、吴运铎等英雄的作品，以
及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等英雄的故
事，这些英雄人物对他人生观、价值观
形成起到重大作用。雷锋短暂一生，

正是以英雄为榜样，一步一个脚印，向
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高峰攀登。

冯健的母亲虽没读过什么书，却
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待雷锋就像待自
己的孩子一样，常叫他到家里吃饭。
每次雷锋来了，总要想方设法做点好
吃的，就是炒蔬菜，也要多放点油。在
冯家，雷锋发现，每当屋门口来了乞
丐，冯妈妈总会将他们请进屋里，给他
们打盆水洗漱、泡杯茶解渴，还留他们
上桌吃饭。雷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平日里也爱管“闲事”，走在路上看到
别家晒在竹篙上的衣服掉落了、沾了
泥，也要捡起来去旁边水池洗干净，再
晾回去。

冯健与雷锋经常开展相互批评，
共同进步。有一次雷锋不解地问她：

“健姐，你在农业社是干部，为什么要
去当饲养员养猪？”她告诉雷锋：“养猪
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事业，有利于国家
建设。猪全身都是宝，猪粪可以肥田，
猪肉出口还可以换回钢材。”雷锋认真
听着，冯健话音未落，雷锋突然拉住她
的手说：“健姐，我懂了，只要对党对人
民有利，不论什么工作，都是重要的，
都能做出自己的贡献。”

年轻时，她曾是雷锋的“青春偶像”

冯健：始终与雷锋同行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今年12月18日，是雷锋诞辰80周年。离这一天还
有几个月，来到长沙市高新区雷锋街道（原望城区雷锋
镇）雷锋纪念馆祭奠、缅怀雷锋的市民游客就已络绎不
绝。7月10日，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随着人群，走进了
纪念馆。

在雷锋生平事迹陈列馆，看着由声光电等技术生动
呈现的雷锋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老人眼里泛起泪花：

“这就是那个可爱可敬的小雷啊！”

这位老人叫冯健，新中国成立初期即是全国青
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湖南省劳动模范、优秀共
产党员，也是青年雷锋的好友。

雷锋虽然是家喻户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楷模，但鲜为人知的是，冯健曾是雷锋生前崇拜的

“青春偶像”。比雷锋大3岁的冯健，被雷锋亲切称为
“健姐”或“冯健姐姐”。

在陈列馆，冯健看到了那本由她捐献的当年与
雷锋共同学习过的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再次
翻开这本书，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时间回到1953年。当时农村正
兴起互助合作运动，全国上下热火朝
天大干农业，但农民普遍没读过书，
记工分靠画圈。国家号召有文化的
青年回到农村，为农业生产做贡献。
望城县（今长沙市望城区）西塘村也
向刚高小毕业的冯健发出邀请。

冯健是长沙人，父亲以教书谋
生。在父亲支持下，1953年，16岁的
冯健满怀激情回到农村，积极参加组
建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

“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大家忘
我工作着、劳动着，只为实现‘楼上楼
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田不
用牛’的美好理想。”说起往事，冯健
眼里闪烁着光芒。

第一次参加劳动，是修堤挑土。
冯健一个女孩子，混在一群大汉中，
咬牙挑起百来斤的泥土，赤脚踩在砂
地上，疼得心里直发慌。开展积肥运
动时，水里冰冷，男人都怕下去，她卷
起裤脚就下塘挑泥。1954 年秋发生
特大洪水，她第一个跳下水，带领大

家用身体护住堤坝，并捐出家里唯
一值钱的一只金耳环，帮助恢复生
产……

在西塘农业社，冯健当时是唯一
的知识青年。平时她多学多看，尽量
用自己的文化为社里多作贡献。社
里推广盐水选种技术，她将在《建设
报》上读到的盐水浸泡谷种实验向大
家宣传，使技术得到顺利推广。播种
时，传统经验是每亩播5斤谷种，冯健
动脑筋，通过细算每亩田秧簇数、每
簇禾数，得出每亩田只需3斤谷种的
结论，为全乡节省谷种500多斤。她
还通过杂交四川大谷种和早稻南特
号，成功培育推广了产量高又成熟快
的新品种。

大家觉得这个小姑娘可爱可敬，
1954 年把她选为西塘农业社第二社
长。当第二社长不久，冯健看到一些
年轻社员嫌养猪又脏又臭，为发展生
猪产业支援国家建设，她毅然辞职，
带头到猪场养猪。

为养好猪，冯健仔细研读科学养

猪技术书籍，学以致用改良养猪方
法。西塘农业社养猪场没死过一头
猪，成为远近闻名的示范点。

扎扎实实地劳动与奉献，“养猪姑
娘”冯健成为当时媒体争相报道的对
象，也成为全国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从1955年到1964年，她先后3次受到
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印象最深的是第3次。1964年6
月11日下午，共青团九大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开幕前，毛主席与出席大会的
青年先进人物亲切谈话，冯健作为湖
南代表有幸参与。“知道消息后，我头
一天晚上激动得整夜睡不着。”冯健
回忆，“来到主席身边后，发现主席特
别温和、亲切，十分关心我们青年的
生产生活，听他老人家讲家乡话心
里觉得特别温暖。”向毛主席表达了
家乡人民的想念与祝福后，在激动
之情的驱使下，冯健又“钻空子”上
前与毛主席握了几次手。毛主席见
又是她，笑着说：“我们见过面了。”引
得在场青年一片欢笑。

3次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养猪姑娘”

1958年春，冯健被组织保送到农
学院上大学，不久雷锋也北上去了鞍
钢。分开后，两人仍保持着书信来
往。1961年春天，读到报刊上介绍雷
锋先进事迹的文章，冯健去信表示祝
贺，雷锋回信并赠给她一张照片。照
片上的雷锋满面笑容地擦拭着解放牌
汽车，背面写着：“冯健姐姐，我永远向
你学习，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雷
锋1961年6月4日。”

1962年下半年，冯健给雷锋写过
信，但没有收到回信。1963年2月，读
到《中国青年报》刊登的长篇通讯《永
生的战士》，冯健才知道雷锋已于
1962年8月15日以身殉职。

噩耗被证实后，冯健像失去亲人
一样悲痛不已。她拿出雷锋生前寄赠
的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在她心里，
总觉得雷锋还活着，还在热情地说笑，
还在为工作忙个不停……

时光荏苒。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冯健化悲痛为力量，不忘雷锋的嘱托，
继承雷锋的精神，在干事创业、服务社
会、报效国家的道路上笃行不倦。

大学毕业后，冯健主动申请回到
农业生产一线，在防治水稻虫害工作
中作出突出贡献。后来，在团省委学

校部部长、省妇联常委、省总工会副主
席等各个岗位上，她干一行爱一行钻
一行，还帮助家乡的孤儿上学，协助丈
夫老家娄底的乡亲们优化农业产业结
构、脱贫致富。尤其在宣传雷锋精神
方面，她乐此不疲，担任多家单位的学
雷锋顾问，宣讲足迹遍布全国，发表了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许多与雷锋
相关的文章。

在宣传雷锋的过程中，常有媒体
记者、作家来采访冯健，她担心别人听
不懂她带着乡音的话，也担心别人记
得不准确，便干脆把要说的故事整理
出来，直接给来访者看。看到冯老整
理的雷锋故事材料详实，有人建议“稍
微修改下，就能出本书了”。曾在媒体
工作过的老伴谢凤阳也表示支持。于
是，退休后的冯健全力筹备写书，开始
系统收集、整理雷锋的相关资料。

“最难的是找人。”冯健说，雷锋生
前的亲戚、邻里、老师、同学、同事、战
友等，散落在全国各地，要一个一个打
听到他们的住处、联系方式非常困
难。特别是这群人年岁已高，有的好
不容易找到，却发现人已经走了，或者
重病、记忆模糊。

“每到周末，儿子开着车带我到处

找人。平日里，我和老伴自己打车出
去找。”冯健说，为找一对受过雷锋帮
助的夫妇，她千方百计打听到对方住
在哪个院子，却不知道具体是哪一户，
挨家挨户问了大半个院子才找到。

写作过程中，冯健特别注重信息
的真实性。由于素材大多来自采访对
象口述，事情相隔久远，难免有错漏，
每每有不确定或两相矛盾之处，她都
要反复核实求证。“我写书，一是为了
对雷锋相关史料做抢救性挖掘保护；
二是为了去伪存真，给社会大众一个
最真实、鲜活的雷锋。”这些年，冯健做
过心脏搭桥手术，也因长期伏案写作
犯上严重的颈椎病，她老伴右眼失明，
但这些都没有阻止他们采访写作的步
伐；如今，已出版《雷锋在湖南》《雷锋，
从这里起步》《望城起步》等3本著作。

站在雷锋纪念馆青年雷锋塑像
前，望着那张青春洋溢、笑容灿烂的
脸，冯健仿佛又看到了当年西塘农业
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听到了团山
湖田野上轰鸣的拖拉机声。她笑着对

“雷锋”说：“小雷弟弟，预祝你80岁生
日快乐！今天，你若看到祖国这样繁
荣富强，人民如此幸福安康，心里应该
很高兴、很满足吧！”

雷锋亦师亦友的“知心姐姐”

毕生弘扬雷锋精神的“宣传战士”

从“养在深闺人不
知”的“止客界”，到被
认定为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的“紫鹊界”，绵延
沉寂2000年，名声远扬
在今朝。解读紫鹊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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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1955年9
月，在全国青年社会
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大会上，冯健作典型
发言。

右图：7月2日，
年逾八旬的冯健仍
然在笔耕不辍地书
写雷锋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范远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