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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佳

堤外北风头上的棚户区拆
迁了，留下一片断壁残垣。

蔚蓝的天底下，高高河堤捧
起的母亲河沱江闪着细碎的泪
眼波光，静静地流向东方，默默
汇入水天一色的洞庭湖。于是，
水网密布的湘北平原上一条没
有航标的河流，一脉客轮无踪的
野水，从地图上无痕地消失了。
四季分明阡陌纵横的平原沃野
没有留住它，河岸上子女们深情
的顾盼没有留住它。无语的送别
中，只有伸到河滩的两座码头经
年累月不肯收回永恒的挽留。

这两座码头一座是粮食码
头，直通堤内粮站的仓库。一座
是煤炭码头，直达煤炭公司的煤
坪。与今天钢筋水泥包裹的围城
大堤相比，当年不分白昼，人头
攒动的两座码头简直就是外河
滩上隆起的两条土埂子。那年
月，土埂子两边屋檐撞屋檐，甚
至一墙隔两户的茅草屋就是箩
脚子的家。箩脚子在山东泰山称
为挑夫，在四川峨眉山、青城山
叫棒棒。听先辈们讲，本地的箩
脚子从前大都是“排牯佬”。民国
早年，他们从上湘的山区伐木扎
排，顺沱江的一条支流而下，成
双成对地漂到我们这个洞庭湖
畔的县城后，为了一年四季有白
米饭吃就泊排上岸，在堤外河滩
上立木为柱，结草为庐，向水而
居。一根桑木扁担，一担篾箩，一
间低矮的草屋，一个堂客（妻子）
带三四个儿女就是他们的全部。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年
夏季沱江涨满水，运谷运煤的拖
驳船靠岸，城内的人们纷纷扛起
睡椅，提着竹凳到河边，看夕阳
落水，摇动笆叶驱蚊纳凉。河面
金波荡漾，河岸水风习习，乘凉
的人扯着“程咬金三板斧”“鲁智
深倒拔垂杨柳”，或“某某的满崽
像叔叔”之类的闲话。尽管闲话
的版本年年不同，但河边纳凉的
风景年年依旧。

闲适的人自有怡人的风景，
劳累的人却没有悠然的时光。与
摇扇人相距不到两百米的粮食
码头和煤炭码头上，南竹竿挑起
的白炽灯下，身材矮小精瘦的箩
脚子个个光着雨水不沾的膀子，
脚蹬一双轮胎底麻草鞋，脖子上
套一圈生牛皮垫肩，左手腕上缠
一方粗白布，从驳船的跳板上结
队鱼贯而下。码头上听不到人
语，“嗨嗨”的喘息声如抽动的风
箱，弓样的扁担下堆得尖尖的篾
皮谷箩和篾丝煤箩缓缓移动。扁
担队伍实沉的脚步一步套一步，
后者紧跟前者。走到大堤脚跟
时，领头的箩脚子发出一声低沉
的“调肩”号令，生牛皮垫肩上立
马磨出吱吱的回响，身后队伍肩
上的扁担齐刷刷地换肩。箩脚子
们抬头看一眼比自己茅草屋高
出许多的大堤，抬起手腕上的粗
白布擦一把淋漓的汗。

此时，人们才能看清他们黝
黑脸盘上雪白的牙齿和突鼓的
腮帮子。尤其煤炭码头的箩脚
子，早已被赤日和黑煤涂抹浸染
得墨黑。他们肩上横着的桑木扁
担透着深沉的乌黑，扁担下垂着
的箩索也被黑汗渍渍的手摸得
油光闪亮，装煤的箩筐更是黑得
不见箩缝。长长乌黑的煤码头上
如果不是煤筐在移动，很难想见
还有能动的活物。一担煤足有一
百七八十斤，箩脚子挑着比自己
身体还重的煤勾着头上坡，喘息
声越发急骤，后腿上古铜色的肌
肉象鲇鱼肚子样暴凸，牙根紧
咬，汗珠子成串地滚落到厚厚的
尘土上噗噗作响。远望去，黑色
的码头上无声的箩脚子长队，就
像煤矿里的皮带运输机，一头靠
在煤船帮上，一头抵到煤坪里。

满箩的一队从煤船上下来，空箩
的一队走上煤船，无需机械能量
周而复始地运转。

一担又一担，一船又一船。
箩脚子不绝的脚力就是搬动谷
山煤山的原动力。粮船和煤船渐
渐上浮。粮站里成排的仓库被稻
谷依次装满，煤坪里黑色的小山
隆起一座又一座。半月当空时，
河边摇扇纳凉谈今论古的人们
还没有尽兴，码头上的灯悄然灭
了。过不了一个时辰，箩脚子的
茅屋里就传出了一片鼾声。箩脚
子们摊开手脚沉沉地睡去，梦里
还企盼半夜再来谷船或煤船，企
盼明天不下雨。

涨水横扁担，退水洗箩筐。
挑箩为生，养儿育女。箩脚子自
湘西老山里沿沱江漂落洞庭湖
区平原，虽与城里人同饮沱江
水，都是母亲河的子女，但由于
他们文化程度不高，方言极不好
懂，一种外来人的自卑浸入了骨
髓，所以堤内堤外的人格格不
入。既不隔山，又不隔水，围城大
堤似乎成了棋盘上的楚河汉界，
箩脚子与城里人无寸地之争，长
期蜗居在城外堤下，守望着母亲
河水的丰欠。在城里人畅饮自来
水，甚至自来水管横过自家门的
时日，箩脚子们也舍不得接一截
水管，装一个水龙头到缸边，而
是心甘情愿挑浑浊的河水用明
矾净化后煮饭烧茶。

如果将沱江水比作母亲的
乳汁，城里人喝的是母亲的炼
乳，而箩脚子吮吸的是母亲的初
乳。在洞庭湖畔我们这个建县不
足 130 年的纯移民县中，第一个
顶着呼啸南下的北风，第一个挡
住浊浪排空的滔滔洪水，居住棚
户区的箩脚子始终没能融入城
内。他们尽管有些自卑，却没有
破罐子破摔的自弃，更多的是自
警自强。他们落地生根，勤劳节
俭，吃得苦中苦，百事不求人，耐
得住人间寂寞，向往辉煌的初心
不仅代代传承，而且早已越过大
堤，深深浸润到城内生活安逸的
人群中，激励年青小县的后辈努
力崛起。在本世纪涌现出的全国
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飞机刹
车片研制者、中国工程院黄伯云
院士，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
设计师杨长风将军……就是箩
脚子精神的光大者。

弹指间，年轮转过了七十多
圈，江水永恒。近七十多个丰水
的夏季，母亲河沱江年年忘不了
给粮食码头和煤炭码头做一次
洗礼，再温柔地离去。箩脚子分
外地舍不得却又留不住东去的
母亲河。沱江那无穷无尽的天上
水是他们的生命之源，生存之
本。老箩脚子老在了沱江边，江
水带走了一路走好的鞭炮声；新
的箩脚子又生在沱江边，响亮的
啼哭传出茅屋，流淌的江水最早
聆听了幼小生命诞生的宣言。

四季轮回，涛声依旧。家门
口古老灵动的沱江或有夏季涌
起的千堆雪，或有冬季凝成的三
寸冰，浪奔浪涌之中荡涤出了箩
脚子踏出的史辙。至今，到春天，
粮食码头两侧仍有纤瘦的秧苗
摇曳，那风中向往金秋的舞姿，
分明就是码头历史的象形文字。
煤炭码头上，一层褐土一层煤，
层层积淀，叠成了码头厚重的搬
运史。在红黑斑驳的历史层面
上，深嵌着草鞋脚踩出的两行乌
黑的脚印，就是码头历史清晰的
脉络。

短暂的箩脚子断代史虽然
没有留在庄重的线装书中，甚至
没有只言片语的口传，但我相
信，今天挖下煤炭码头的一筐
土，都能燃烧出光和热的火焰，
并映照出当年母亲河上那群活
脱脱的光膀铁肩历史人物影像
——箩脚子。

母亲河上的箩脚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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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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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高安

10月29日，因疫情推后的第23届
湖南（南山）六月六山歌节，在城步苗
族自治县长安营镇十里长寨开幕。长
安营，一个海拔 1300 米、相距京畿之
地几千公里的湘桂边境小乡村，又一
次登上热搜。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越城岭、雪峰山两座山脉，斧凿在
湖湘大地。两山交汇在城步苗族自治
县，这里是湘桂黔三省交界处，湘西南
的最西南，重峦叠嶂，地势险峻；长江
水系、珠江水系均有涉及。令人奇怪的
是，长安水、牛石水、横坡水等 5 条溪
河，呈东南向西北流出，形成典型的逆
流“反水”。

俗话说喝“反水”易生“反骨”。面
对历朝统治者的苛捐杂税、压迫奴役，
苗、瑶、侗、汉同胞生死相搏，从不屈
服。史载，公元 225 年至清末 1700 年，
以长安营为代表的城步苗瑶侗起义、
反抗达 100 多次。其中明清两代 500
年，起义 56 次，平均 9 年多就有一次，
远超全国苗区“50年一大反”的历史频
率。

从县城经丹口镇，一路奇峰连绵，
峡谷林立，剑茅简直刺破车窗，摇晃70
公里，到得长安营。这里是海拔 1300
米的高山台地、鸡鸣三省的“楚南极
边”，更是“控引黔桂，襟带湖广”、锁住
咽喉的兵家必争地。东部悬崖峭壁，西
边古木参天，南有川隘险阻，北依兰头
坳雄关，长安营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之势。

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粟贤宇在
长安营发动起义被镇压，清廷就汤下
面，移宝庆理瑶同知署至义军“首都”
长安营。长安营设游击一员、守备二
员、同知厅把总一员、江头司巡检一
员，常驻旗兵一两千，高峰期8000人，
重点监管湘桂边九峒苗瑶民众，防止
谋反。

又三年，清廷在长安营筑城。城区
6平方公里，东、南、西三门把关，11街
8路4巷纵横交错，游击署、千总署、守
备署、把总署等10多所官衙充斥其间，
人称“宝庆二府”。

繁华已去，遗韵袅袅

一息尚存，文明便有印迹。漫步长
安营，只听口音，你就会感觉到，此地
方言与城步县城以及周边地区存在较
大区别。

我跟村支书蒋学文交谈，没有丝
毫语言障碍。如他说“去（qi）玩”，与普
通话区别不大；“吃什么菜”跟普通话
没有区别，而城步话却讲“呷（恰）么噶
菜”。老蒋介绍，长安营全村830多人，
涵盖苗、侗、满、瑶、汉等民族一二十个
姓，祖籍来自各省市，但满族只留蓝佑
乐、蓝佑喜两户，兄弟随母族。蓝佑乐
对我说，母亲姓关，正宗满族镶黄旗后
人，几年前80多岁逝世。她的太爷爷从
北京调到长安营做千总（相当团长），
全家随军。官衙裁撤，全家未回原籍，
成了当地人。

蓝家堂屋嵌着几块石板砖，我猜
是遗物，老蓝连忙点头。老砖镂空雕
花，古朴厚重，可见昔日古城一斑。蓝
佑乐翻出一本《长安营童谣集》，并用
长安话念了一首《liào（甩）手手》歌：

“liào（甩）手手，街街走，捡钱钱，打酒
酒。”这liào字，就是北方话“撂挑子”
的撂字。《红楼梦》等古籍常用这个字。

长安营设衙的170年间，满族将士
与四方调来的将士，带来南北文化与
本土文化的融合。方言是解读文明的
钥匙。据1931年《湖南各县调查笔记》
载：“长安营语，通行于横岭乡（今长安
营乡和岩寨乡）。长安民众多由各省各
县移入，因该地旧为营地，所有巡检、
游击、千总、把总、弁兵等，均为外地
人，而籍其地者，故成一种会合。语颇
清秀，为城步冠。”

长安营话既有点像北京话，又带
长沙腔，既像通道、靖州话，又带点贵
州腔、桂林腔，可谓南腔北调，秀气文
雅，语调平和，悦耳动听。语言学家考
察认定，长安营话系“西南官话”的一
支。相对上世纪下半叶，从大城市移居
边地的大中企业（如二纺机厂从上海
迁驻邵阳市），军事移民而致长安营

“小社会”，规模、特色和影响更大。
语言是文明的活化石。听长安营

人交谈，仿佛置身境外“华侨”群体，藕
断丝连，根在说话。

长安营，特指长安营村，泛指
340 平方公里、11 个村的长安营镇

（乡）。从古城出来，几公里便是大寨
村，这是一个侗寨。鼓楼高耸，凉亭屹
立，吊脚楼鳞次栉比，萨坛（侗民祭祀始
祖母萨岁的圣坛）神圣而独特。

抢入眼帘的，是建于 1750 年（清
乾隆十五年）的风雨桥——回龙桥，
跨溪而立，亭廊连贯，重檐翘角，30 多
米长的古桥，精巧得无需一颗铁钉。

过桥一两百米，我们爬上一处千
年古杉坡，坡不高不大，38 株古杉密
密麻麻，树高几十米，伸入云端。我们
竞相张臂，两三人或五六人才抱住一
棵：“都是几百上千年的老古董呀。”
一株古杉，30 多米高，七八米胸围，虎
踞村头，佑寨千年。据林业专家考证，
此属东晋年间(317-420)人工栽培杉，
已有 1600 多年，将林学界原认为我国
人工植杉始于唐代元和八年（公元
813 年）往前推移了 400 多年，称之

“绿色文物”一点都不过。
长安营最有“嚼劲”的，当属长坪

村 100 多亩“枫景”。我一一数着这片
树林的“身份证”，千年古枫共 270 多
棵。枫树在苗族那是一等一贵族。传
世神话《枫木歌》，记载了人类妈妈

“妹榜留妹”出身于枫木树心的故事。
城步苗民择枫而居，栽枫而拜，祭枫
成俗，已达数千年。枫树湾、枫木坪、
枫木寨、枫树堡……苗人将枫树视为
降妖除怪、保财佑族的“风水树”，是
纪念苗族始祖蚩尤的“圣物”。以“枫”
命 名 的 地 名 ，在 城 步 达 100 多 处 。
1934 年，红军长征经湘江之战元气大
伤，从广西资源进入城步，第一站就
是枫树坳，枫树坳护佑了红军。

有人不信狠，1958 年不顾村人反
对，扬起斧子向这片枫林乱砍，准备
烧炭炼钢。结果砍了 3 天，才砍倒一棵
树，树倒人也倒，这个村民突然病死，
苗民纷纷叹为“报应”。

最有嚼劲的“枫景”

其实，长安营最家常便饭的，是唱
山歌。苗歌、侗歌、瑶歌，排歌、盘歌、
四句歌，花歌、情歌、酒歌，劝世歌、颂
世歌、刺世歌……生产劳作唱，谈情说
爱唱，逢年过节唱，婚丧喜庆唱，户户
飘曲，人人歌手。

湘桂边苗区的“六六山歌节”，发
源 地 就 在 长 安 营 。原 来 ，乾 隆 五 年

（1740）农历六月初六，粟贤宇义军在
长安营各个山头明唱山歌，暗布天罗
地网，伏击官军大胜，斩杀千总、把总
多人。追溯当地几次大起义，战场引歌
为号，歌聚军心，奋勇杀敌，久而久之，
便约定俗成“六月六山歌节”。

山歌唱什么呢？
“高山高岭种高粱，高粱酿酒自然香，

好酒不过高粱酒，好妹最是长安营……”
歌声表达对长安营山水之美、丰收之
美，及其“乌托邦”式眷恋。

“长安水，日夜流，流不尽的泪和仇。
苗瑶不甘受欺压，高举义旗争自由。吃辣
要吃朝天辣，苗侗好汉不怕杀。砍倒官家
高枕睡，头落不过碗大个疤……”歌声宣
泄对封建统治者欺压盘剥的毅然反叛，
以及誓死护家保院决心。

苗瑶侗民心藏明镜，歌声袅袅显
爱憎。

“苗瑶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占上
风……工农红军有希望，从此走出烂

泥潭。”“苗家山，苗家水，到处的民族
约起来……苗家的跳场最美，苗家的
跳场最热闹，党的恩情比山高，党的恩
情比水长。”是呀，这块土地与共产党
缘分极深。1930 年 12 月红七军、1934
年 9 月红六军团、1934 年 12 月红一方
面军，红军三路长征都经过城步，陆定
一《老山界》就是明证，“南方呼伦贝
尔”南山牧场与长征密切相关。1934
年 12 月上旬，毛泽东躺在担架上，停
留城步汀坪，心情非常沉重，对长征受
挫、湘江战役失败进行反思，促成咫尺
之隔的“通道转兵”。

1934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红一
方面军一、三、五、九军团各一部，大部
队过境长安营乡长坪、大寨、岩寨一
带。此后十多天里，红军伤病员、零星
部队到达长安营。红军宣传革命和抗
日，打击土豪劣绅，纪律严明秋毫无
犯。苗瑶侗民冒险为红军带路递信、挑
担送水、救死扶伤。白色恐怖下，汪家
洪、龙考秀、游庆美、殷杏村、吴光耀等
长安营百姓，毅然收留红军伤病员，倾
囊救治或偷偷安葬……

百姓与红军，免不了教唱山歌、学
唱山歌，以歌抒情明志，传递军民鱼水
情。山歌通俗率性、朗朗上口，契合了
苗瑶百姓爱憎分明、“一根肠子通到
底”性格。

藏在“山歌”里的密码

城步苗族古属熊溪蛮，为湖南苗族
五溪蛮之首，秦汉时为避战乱南迁至此
山高贫瘠之域。其服饰以蓝黑为主，显
忠厚低调和顺本性。但封建统治者容不
下他们，土地兼并，苗瑶失地，苛捐杂
税，差役过多，没有活路时，他们只有拼
死反抗。只有共产党才使苗瑶侗民彻底
解放，过上好日子，才使长安营建设成
了“奶业之乡”“虫茶之乡”“旅游之乡”

“延季蔬菜之乡”，才使民族风情风俗、
红色人文精神与绿色生态文明相得益
彰。2019年，长安营蟾宫折桂，获评“中
国传统村落”。

特别是城步县委、县政府在长安营
设立的六月六山歌节，已升格为中国湖
南(南山)“六月六”山歌节。每年农历六
月六，城步、绥宁、通道和广西桂林、龙
胜等地各族同胞，齐聚长安营参加山歌
节。长安营山山岭岭，古树溪畔，田间沟
渠，鼓楼凉亭，风雨桥上，时时有歌者，
处处显歌声。今年疫情暴发，许多活动
减省，唯“六月六山歌节”推后举行。

歌为心声，山歌纯真。长安营山歌
彰显苗瑶侗民的勤劳勇敢、热情憨直
和血性担当，隐藏着古城尘封待掘的
密码。

长安营获评“中国传统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