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刊

WEEKLY

◎第252期
2020年12月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龚旭东 肖欣 版式编辑 刘也
15

周迅

在罗荣桓元帅生平业绩陈列馆
陈列着一尊“一碗甲鱼汤”主题雕塑，
讲述的是罗荣桓在山东抗战时期关
心群众、爱护群众、军民团结一家亲
的故事。这个主题雕塑由山东大学捐
赠，是在 2002 年 11 月罗荣桓同志诞
辰 100周年、罗荣桓元帅生平业绩陈
列馆对外开放时陈列的。

一碗清炖甲鱼汤的故事，发生在
山东抗日根据地，至今还在全国各地
广为流传。

1943年 3月，罗荣桓任山东军区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任一一五师
政治委员并代理师长。8月，罗荣桓任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从此，山东
党政军的领导重任，都落在了重病在
身的罗荣桓肩上。他因长期劳累，生
活艰苦，医疗条件差，导致尿血症加
重，经常躺在担架上行军、指挥战斗。

1945 年 5 月 14 日凌晨，罗荣桓
率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机
关开始反“扫荡”行动，向东转移至陡
山子宿营。22日，至下河村。

下河村，属于山东莒南县筵宾
区。当时，罗荣桓驻扎在下河村的滕
东余家。罗荣桓虽然身处高位，但他
和普通战士们一样，穿的是褪了色旳
军衣，盖的是打了补丁的被子，吃的
是高粱煎饼就咸菜。即使身患重病，
急需加强营养，但他也决不允许搞特
殊化。这可急坏了身边的工作人员。
要改善他的生活，但又不准许打公家
的主意，到哪里去找营养品给他滋补
身体呢？

机会终于来啦！下河村河港密
布，当罗荣桓驻扎在下河村的滕东余
家时，正是初夏季节。他身边的工作
人员王墩运和颜富贵一起，利用休息
时间，相约去村东的河里摸鱼摸虾，
想碰碰运气，居然意外地摸到了一只
甲鱼。

甲鱼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视为滋
补的营养保健品。王墩运和颜富贵与
其他工作人员一拍即合，为罗荣桓做
了一碗香喷喷、热腾腾清炖甲鱼汤补
身体。

罗荣桓端起甲鱼汤刚要喝，却又
毫不犹豫地将碗放下了。他对王墩运
和颜富贵说，把甲鱼汤送给房东滕东
余的老娘。老人这时也得了重病，还
是罗荣桓安排卫生员为大娘看的病，
他知道她老人家也需要补充营养。

老人看到王墩运和颜富贵送来
的甲鱼汤，非常激动，说什么也不要，
还挣扎着让他们扶过来看罗司令，激
动地说：“罗司令，这万万使不得，你
是八路军司令，喝了养好身体，好指
挥部队去打鬼子，我喝了不中用啊！”

罗荣桓动情地对老大娘说：“老
姐姐，你一定要喝，八路军和老百姓
是一家人，您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啊！”

老人拗不过罗司令，把甲鱼汤喝
了。病愈后，老大娘逢人便夸：“我的
命是罗司令救来的，八路军对咱老百
姓就是好！”

在山东根据地，罗荣桓还采取减
租减息的政策让百姓获得实惠，让百
姓明白，山东来的是“井冈山的红军、
平型关的罗荣桓”。山东人民群众铁
了心跟着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走，谱写
了一曲又一曲“一块布做军装，一袋
米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乡
乡有红嫂，村村有烈士”的英雄赞歌。
8 月中旬至 9 月底，罗荣桓指挥山东
军民大反攻，取得了山东抗日战争的
最后胜利。

罗荣桓在山东 8 年，展现出了高
超的政治才华和军事才能，使山东成
为我党我军重要的战略基地。毛主席
曾对罗荣桓在山东的战绩予以高度
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
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
国的棋也就活了。

目前，靖州全县茯苓从业
人员达5万多人，人均增收1.5
万元。1976 年－1986 年，靖州
茯苓产量约占全国的 65%，此
后，靖州逐渐转向茯苓的精深
加工与贸易流通，每年交易量
约 占 全 国 的 60% － 70% 。目
前，靖州的鲜茯苓交易量近
8 万吨，干茯苓交易量近 4 万
吨，产值超过 27 亿元，占全县
GDP三成以上，成为靖州名副
其实的支柱产业。其貌不扬、
外黑内白的茯苓，让靖州成为
了名副其实的“茯苓之乡”。
2019年，鉴于靖州茯苓生产取
得的巨大成就，中国菌物学会
茯苓产业分会成立并永久落
户靖州。

自 2004 年组建成立靖州
茯苓专业协会起，王先有一直
担任会长至今。了解王先有的
人都说，当初县供销系统改
制，如果王先有改行，不再从
事茯苓生产推广与技术创新，
靖州的茯苓产业就不会有今
天的成就。可王先有很朴实地
说：“我只有小学文化，别的做
不好，只有从事茯苓研究，才
会有今天。”

王先有已年届七旬，他这
条靠茯苓捡回来的命，如今却
越来越硬朗了。他对茯苓的热
情，一天也不曾减少过。

从五十岁开始，他坚持每
天服用茯苓，如今仍然一头乌
发，气色红润，健步如飞，每年
都应邀到全国各地讲课传授
茯苓生产技术。他也毫不隐瞒
自己养生的秘诀，就隐藏在平
凡而普通的茯苓之中。如今，
茯苓寻常可见，但它增强免疫
力与抵抗力的药用价值，仍然
没有得到世人充分重视与开
发。现在，王先有又有了新的
目标，就是为茯苓药用价值的
充分发挥，四处奔走、呼吁。

王 先 有 只 上 过 几 年 小
学，在栽种茯苓领域可谓土
法上马，自学成才。茯苓对王
先有有救命之恩，王先有对
茯苓也有着天然的亲切。但
王先有并没有停留在对茯苓
的感性认识上，更有着对茯
苓的前途与命运独到的理性
思考。他的有关茯苓栽培学
术成果引来了中国菌类研究
的权威机构——中科院微生
物研究所的高度评价，受到全
国同行的充分认同。2016 年，
王先有当选为中国科协第九
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我们有理由期待，王先有
与他的茯苓“金娃”，将会谱写
出新的传奇故事。

他只有小学文化，但他研究的茯苓新品种“飞”上了太空——

“茯苓大王”王先有的故事

一
碗
甲
鱼
汤
的
故
事 时间回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

靖州甘棠镇的一个偏远小山寨，一
间破旧的老屋里，不时传来小孩几声微
弱的呼唤声。孩子患上了当地人称的

“水肿病”，同样身子浮肿的父亲，更是
说不出一句话来。父亲的三个兄弟，也
是因为同样的病症，不久前先后离开人
世。厄运就像绵延不绝的冷风凄雨，笼
罩着山村也笼罩着这一家。

这时，院子里闯进来一位村子里的
中年人。这位好心人参加过抗美援朝，
见多识广。他拿出刚从山里挖来的两块

巴掌大小沾满泥土的茯苓，让孩子的父
亲炖熟，父子俩一起吃。没想到，两人的
身体一个星期后有了明显的好转。父亲
于是扛着锄头上山，漫山遍野刨挖这灵
丹妙药。没过多久，父子俩竟慢慢地痊愈
了。父亲对孩子说：“娃崽，你千万莫要忘
记，我俩捡回的这两条命，都是村里的好
心人和山里的‘好心娃’救回来的。”

这孩子就是王先有，那年他刚满九
岁。从此，王先有的心里，埋下了“茯苓”
的种子。年幼的王先有没有想到，自己
的一生，会与茯苓结下难解之缘。

刘代兴

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地处云
贵高原东部边缘，气候湿润，土地肥沃，
植被丰茂，是我国茯苓的主产地和集散
中心，被誉为中国“茯苓之乡”。茯苓在秦

代被视为“茯兔”，南北朝被奉为“小神
仙”，唐代药王孙思邈称之为“龟苓”。如
今，这个菌类物种成了致富的“金娃”，当
地农民把它捧在手心，抱在怀中，走在脱
贫奔小康的大道上。

出生于靖州甘棠镇的王先有，同茯

苓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只有小学文化，
但他研究的茯苓新品种搭载上了“神舟
十号”飞船，已在靖州试栽成功。他曲折
的经历与遭遇，是滚滚历史长河中的一
朵浪花，折射出一段新中国的茯苓生产
简史。

村里的好心人和山里的“好心娃”，救了他和父亲的命

靖州位处北纬 26 度线上，属亚热
带季风区，气候暖湿，降雨充沛，松木茂
密，为茯苓在这里安家落户提供了天然
良好的生态环境。但有史料记载以来，
茯苓作为珍贵的药材，都是野生存活，
自生自灭，珍稀难寻。

1958年，靖州药材站一位名叫明承
云的副站长，受县政府的委派，去农村
进行茯苓人工开发与培植。但在那个特
殊的历史年代，谁相信茯苓能够人工培
植？谁又有把握成功呢？“饭都吃不饱，
还跑到山上去种药材，神经有毛病吧？”
四处碰壁后，明承云只好来到自己的老
家甘棠镇乐群村，发动几户相识的村民
与他一起上山培植茯苓。王先有的父亲
也跟着工作队进了山。但几年下来，茯
苓的人工培植毫无进展，还白白浪费了
大量的人力和大堆的松木原料，培植工
作只好草草收场。

1968年，靖州医药公司与当时的黔
阳地区（今怀化市）药材公司联合组建
了寻找野生茯苓分离纯菌丝种课题组，
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等科研院
所的指导下，提取纯菌丝种取得了初步
成功，并开始在靖州进行试种推广。靖
州大地的茯苓人工栽培，终于露出了一

线生机。
王先有一天天长大。小学毕业后，

王先有跟着父亲与兄长一起在家务农。
农忙间隙，王先有便与兄长一起，上山
挖野茯苓，砍松木捡松枝回家，搭棚子
挖地窖，学习钻研栽培茯苓技术。1969
年秋，王先有的哥哥应征入伍，先有这
一年刚满 19岁。“先有，哥去当兵了，这
茯苓培植的任务，就只有托付给你了。”

“哥，你就放心去吧。我一定坚持到底，
不成功决不成亲！”先有送别哥哥的时
候，更像是在为自己壮胆。

这一年的秋天，王先有遭遇了人生
第一次重大失败。他花尽几年的积蓄，
从县供销社买回了 500包茯苓菌种，收
回的茯苓却只有四五十斤，远远没有达
到预期的产量。看着这些个头如小孩拳
头般大小的茯苓，他心痛得直掉眼泪。
村上开会分粮的时候，村领导决定扣他
半年的口粮，原因是他不务正业，一门
心思只搞茯苓生产，没有积极参加村集
体的生产劳动。“你们管天管地，管不了
我这颗栽培茯苓的心！”年轻气盛的王
先有当场与村干部顶撞起来。他自掏腰
包，偷偷地跑去外省学习借鉴菌类栽培
方法，提高自己茯苓的培植技术。

1972 年，他再一次苦求村里领导，
让他继续承包村里的集体林场，用 5.5
吨原材料继续种植茯苓，第二年，他终
于大获丰收，采收了3吨多鲜茯苓，向村
里上交了 3200 元的承包金，这可是相
当于当时村里 10个壮劳动力一年的分
配收入啊。从此，王先有对人工栽培茯
苓的信心大增，茯苓种植技术也突飞猛
进。

王先有的名声迅速在全县传开了。
多年的付出得到了回报，荣誉纷至沓
来，他先后获得了“靖州苗族侗族自治
县科技工作突出贡献者”“湖南省劳动
模范”和“中国茯苓产业发展突出贡献
奖”等众多荣誉。王先有成了靖州茯苓
生产的带头人，当地人把他称做“茯苓
大王”。见他长得矮小，皮肤粗黑，有人
就干脆称他为“茯娃”。茯娃与福娃同
音，他知道乡亲们的寓意，也欣然接受

了这一绰号。
1974年，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在靖

州研究选育成功中国茯苓第一代纯菌
丝种，定名为“5.78”，并在靖州大面积
试种和推广。也是在这一年，为了保证
茯苓菌种质量，在专家指导下，王先有
创办了全县第一个村办茯苓菌种厂。他
从种植茯苓逐步转向研究开发茯苓菌
种，经过三十多年日复一日的不懈探
索，2009 年，他研究出茯苓新品种“湘
靖 28”，并成功摸索出袋料栽培茯苓新
技术。同年，“湘靖 28”获湖南省科技厅
和农业厅的技术认证，并获省级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登记证，是目前我国唯一的
茯苓登记认证品种。

2013 年，“湘靖 28”搭载“神舟十
号”飞船，送上了太空，并成功收回。目
前，回收后的“湘靖 28”，已在靖州试栽
成功，前景一片广阔。

靖州丘陵起伏，地处偏远，
交通不便，苗、侗族人口占全县
人口 74.4%。这里虽物产丰富，
但经济相对落后，农村人口仍
然相对贫困。王先有生在山村，
长在乡村，眼见众多的乡亲仍
旧生活贫困，他心里也同样难
受。当年若不是乡亲找来茯苓
让他服下，哪会有他王先有的
今天？

王先有因种茯苓致了富，但
他没有进城改行开办茯苓加工
厂或从事茯苓贸易，而是一头扎
在茯苓堆里，继续他的老本行，
坚持进行茯苓菌种新品种的研
究创新与推广。照他自己的话来
说，就是对茯苓栽培与菌种研究

“有瘾”。2001 年县供销系统企
业改制，在供销社亦工亦农的王
先有面临下岗的命运。有好心人
劝他找县领导说情，改行到政府
部门就职。但王先有谢绝了好心
人的劝说。“一个人一辈子做好
一件事，就算没有白来世界一
趟。我是个茯苓命，这辈子只能
与茯苓打交道。” 2001 年，王
先有自筹资金创办了“湘黔桂食
药用菌研究所”，致力于研究开
发新一代茯苓菌种，为茯苓栽种
者提供优良的菌种。

平察镇小岔村是一个贫困
村，贫困人口 400 多人，村子里
不少人都外出打工挣钱。2018
年，小岔村依法采伐了一片松
林，留下了100多亩的空地准备
再造人工林，这个地方这个空档
期最适宜栽培茯苓。因为利用砍
伐后的松根树蔸栽培茯苓，既节
约了成本，又不致于耗费木材破
坏生态，还可以为村民创收增
效。王先有听到这个消息后，主
动来到村子里，磨嘴皮子动员村
民栽种茯苓。但村民对种茯苓抵
触情绪很大。前两年，茯苓市场
行情不好，不少培植户亏了本，
害怕再赔钱，哪里还敢再投钱？

“亏了我赔！菌种免费提供
给你们。明年收购时，不管行情
如何，保底价 3 元一斤，我不打
白条全部照收！”王先有的话，让
村民们放了心。

村里的吴成荣老汉是贫困
户，两个儿女在外地打工。前几
年他在林地里试种茯苓，投入全
打了水漂，亏得家里一贫如洗，
别人在他面前一提起茯苓，他就
伤心地默默走开。这次，他与老
伴经不住王先有的劝说，又开挖
了一片残地栽种茯苓。第二年，
他们共收获了 4万斤茯苓，市场
价卖了 3.5 元一斤，获利 4 万多
元。老两口来到研究所，给王先
有送了一面锦旗：“致富能人，造
福百姓。”

“你们管天管地，管不了我这颗栽培茯苓的心！”

他研究的新品种搭载上了“神舟十号”飞船

陈扬桂

北宋宰相陈尧佐，是后唐南征梅山的
大将、湖南新化陈氏始迁祖陈伯万的七世
孙。

史载陈尧佐 20 多岁中进士后，从县尉
做起，官至宰相。他为政勤廉、政绩卓著，又
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备受文坛领袖欧
阳修推崇。

从陈尧佐仅存的 57 首诗可知，他的创
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诗以写景抒情诗
居多，诗人以饱满的激情，浓墨重彩地歌颂
祖国的锦绣河山，并借此抒发个人的情怀。
如《题上虞兰芎山》，首句以“岩岩一峰千万
寻”起兴，描绘了兰芎山的高峻巍峨，结句

“泠泠天籁清尘心”，抒写清高寡和的心境。
其次是思亲念友诗。这类诗咏颂的是珍贵
的友情，如“当日亭台旧时客，相逢莫惜醉

如泥”（《寄潮州于公九流》）“淡薄交情老更
浓，为君弹瑟送金钟”（《杭州喜李度支使
至》）等语，表达了对友人真挚殷切的情谊；
而“讼庭唯鹤立”（《寄洪州杨太傅》）一语，
寄托了对挚友杨太傅施行仁政、重教简刑
的期待。他还有许多即事感怀诗，有的反映
时事、发表政见，有的借题发挥，排怨泄愤。
诗作《送王生及第归潮阳》抒发了兴学修文
的政治情怀，《题野吏亭》表达了惠爱遗民
的仁政理念。怀古咏史诗在陈尧佐的诗作
中占的比重也不小。这类诗，体裁多为绝
句，内容借古讽今、抨击时政，标题则多取
自相关的古地名。如《华清宫》咏安史之乱，
独排众议，揭示致乱的原因“只为明皇恃太
平”，将矛头直指荒淫无度的唐明皇。

明人笔记《尧山堂外纪》称，陈文惠（陈
尧佐谥文惠）善为四句诗。他仅存的57首诗
中，“四句诗”占了41首。

陈尧佐的诗有三个特色。一是起句雄
浑，结句悠远。起句雄浑，有气势，表达了宰
相的胸襟；结句悠远，体现了诗人的情韵，
耐回味。我们来看“飒飒西风叶叶秋”（《望
越亭》）“按部溪山接海涛”（《江潮阻风》）

“稽峰倚云千仞高”（《忆越州》二），这些起
句，无不雄阔酣畅。再看结句，“沉醉恋云
中”（《杭州苏长官山亭》）“不放闲愁入寸
心”（《寄题漳浦县斋》）“脉脉情多少”（《芳
菲园》）等语，余韵悠悠，回味无穷。二是佳
词丽句俯拾即是。陈尧佐仰慕韩愈，他们有
同样的为官经历，都与潮州的鳄鱼作过斗
争。韩愈主张为文“务去陈言”，作诗讲求推
敲文字，陈尧佐的诗也注重遣词造句。“千
里好山云乍敛，一楼明月雨初晴”“山远秋
泉白，溪寒晚日红”“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
斜日鲈鱼香”等，都是历代诗评家竞相品
评、点赞的优美诗句。三是如前人所称道的

“属辞尚古，不牵世用”。陈尧佐既师中唐韩
愈，又学盛唐王维，还学晚唐的苦吟诗，博
采众长，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当
西昆体一统宋初诗坛时，陈尧佐坚持走自
己的路，不沾染西昆馆阁体内容空洞、雕琢
词藻的浮艳之气，固守明丽清新的诗风，为
欧阳修、梅尧臣等的诗风革新积储了能量。

《宋史》称陈尧佐有《文集》30 卷，又有
《潮阳编》《野庐编》《遣兴集》《愚邱集》等。
但他的诗文集皆不存于世，其作品散佚，早
在宋代已成事实。比陈尧佐晚出生 90 年的
进士李复，在称赞陈尧佐“南城天近无双
誉，北斗魁前第一家”的同时，又叹惋他“高
文遗墨皆漫灭，林下祠堂春日斜”。本文提
到的这些诗作，散见于《宋诗纪事》《宋文
鉴》《舆地纪胜》，及碑刻、野史、方志和家谱
之中。在宋以后的诗话、笔记中，不时可以
看到对陈尧佐诗作的评论，且多为誉辞，少
有贬语。如宋代的《青箱杂记》说：“临潼县
华清宫朝元阁题者亦多，唯陈文惠公二韵
尤为绝唱。”《梦溪笔谈》称：“陈文惠公诗意
清远，以功名著，故不称耳。”

原来他的诗名是被功名政绩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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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湖南新化陈氏后裔 诗才备受欧阳修推崇

北宋宰相陈尧佐：诗名被功名掩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