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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新韵

何巍

参军入伍离开家乡汉寿是 1981 年夏，算

来 41 年有余了。这期间，我先后在驻广东、云

南的空军部队服役，在衡阳、西安、上海的军

校（训练团）学习培训，戎马在军营生活在城

市，这些地方是我人生旅途中的重要驿站，它

们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

美好的回忆，特别是转业后工作生活 20 余年

的昆明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尽管我在家乡只生活了十几年，但对家

乡的思恋之情与日俱增，家乡的那些山、那条

河、那些亲人、那乡愁，镌刻成永不生锈的记

忆，成为我无法割舍的根脉。

一

家乡的悠久历史和革命传统令我自豪，

给我启迪。

7000 多年前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

生息、战天斗地，为古老文明之地，设县或郡

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为“西楚唇齿，云贵门

户”和“湘北重地”，素有“洞庭泽国”“鱼米之

乡”美誉。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家乡翻开了

新的一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家乡的经济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时间见证前进的步伐，岁

月铭刻奋进的足迹。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片土地上涌

现了许多仁人志士。范蠡、李白、刘禹锡等在

家乡留下足迹和杰作。民族之魂屈原在沧浪

水畔吟下“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

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千古绝唱。还有为

官清廉的三国孙吴太守李衡，宋孝宗淳熙年

间建龙津书院的著名士绅周德元，为民请命、

舍命救民的典史青文胜，等贵贱、均贫富的著

名农民起义英雄杨幺，捐资创办沅阳书院培

养大批湖湘学子的宋代进士丁易东，等等。

特别是近代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许之桢、

詹乐贫、帅孟奇等杰出代表，为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尤为可歌可泣。

二

有了在多个地方工作和生活的阅历，我

才真正感受到了家乡“鱼米之乡”的美誉是何

等的名副其实。

它地处洞庭湖西滨，沅澧水尾闾，沅水、

澧水从县城北面穿流而过，犹如两条绿丝带

围在身上。在鹿角山大堤上向东远眺西洞庭

湖，烟波浩渺，白帆点点，目无涯际。从县城高

处向北望去，那是沅水、澧水在即将汇入洞庭

湖时冲积而成的广袤平原沃野；往南望去，是

雪峰山余脉的丘陵，田野与山峦此起彼伏，五

宝山松涛阵阵。

家乡既有湖区又有丘陵，耕地和水域面

积广阔，阳光充足、雨水充沛，资源优势、区位

优势明显，物产丰富。每当春天来临，水面上

不时伸露出绿茵茵的新荷，各种小鱼儿或者

蝌蚪围着它悠然游逛，惹得蜻蜓也来驻足尖

尖，田野里是一望无际的油菜花，蜂亲蝶吻，

沁人心脾；一进入夏天，万物仗着充足的阳光、

充沛的雨水和肥力，可着劲生长，一天一个样；

秋天，到处是风吹穗低泛金的稻浪，还有红红

的柑橘，盛产的甲鱼、淡水珍珠等闻名国内外；

到了冬天，大地上依然绿荫葱葱，如果遇上寒

冬，便会下几场大雪，大地好似披上银装，小水

库会结起较厚的冰，那是小孩子们打雪仗、堆

雪人的难得去处，还可以凿冰拾鱼。

我的童年和少年，几乎完全是在出生地汉

寿县朱家铺镇将军村度过的。这是一个距汉寿

县城近 25公里路程的偏僻小山村，地处雪峰山

脉向洞庭湖过渡地带，属于平岗低山丘陵区。家

乡的山就像庄稼一样连绵成一垄一垄，形成一

个个山冲，沅江下游最大支流沧浪水的支系沧

水从村子北边流过，那是我与儿时伙伴们戏水、

捉鱼、消暑的地方。如今，沧水依然清波荡漾。

三

家乡的厚重人文和风俗人情令我自豪，

给我滋养。

独特的地域水土和先贤人群，孕育造就

了家乡人灵慧、勤劳、刚毅、崇德、尚文、诚信、

包容的特质，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己从小受其浸润，成为在他乡不懈奋斗的

根本基因。

在家乡特有的人文风俗和优良传统中，

首推尊师重教。谁家孩子要是考上了好学校，

有了出息，那是十里八乡人人都夸赞的事。6

岁那年，我进入将军村小学开启我的求学之

路。那时的农村家家小孩多，学生“人满为患”，

将军小学除校本部外还有多处“校舍”是民房

教学点，这些教学点除了黑板、课桌、课本外，

就再无其他教学设施设备了。其实，校本部与

教学点相比，也就多了一个用沙土混合夯成的

操场，操场上有副篮球架和沙坑，图书室也没

有。尽管校舍简陋、教学设施奇缺，但教师上

课却非常认真、上心，还会经常开展家访。

8 年的小学和初中时光，让我难以忘怀

且终身受益的就是“半工半读”了。那时劳动

也是一门主要课程，学生要么帮学校种菜，要

么打扫卫生。六年级时，学校安排高年级学生

跟随家人编入生产队到石洞村改造低产油茶

林，劳动了 10 天。上初中时，我赶上参加朱家

铺乡江东水库泄洪道建设，集中在工地劳动

了一个星期。平常放学后和放假后，大家都要

帮助家里干活。农忙季节，年龄稍大点的，还

会参加生产队劳动，插秧、薅秧、施肥、打农

药、割稻、捡茶子，赚一点工分，年终家里便可

多分些粮食、红薯甚至油、肉。这些经历让我

明白了“以勤为本，以劳立身”的道理，逐步养

成了劳作的习惯。

1979年秋季学期，我考入省级重点中学——

县第一中学。该校历史悠久，前身为 1798 年

创办的龙池书院。我从封闭的小山村来到这

里，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很不适应，未

跟老师打招呼便跑回了家，向父母表示不想

上学了。只上过几年私塾的父亲第二天硬是

陪我步行了 10 多个小时返回学校，他不会用

深奥的道理却用这种朴实的方式教育我。加

上老师会经常找我谈心，同学们也从生活上

关心我，我逐渐适应了新的校园生活。

融入血脉的，还有家乡的礼仪和诚信至

上传统。凡贵宾临门，物质再匮乏，都要想方

设法买点肉杀个鸡备点酒招待，长辈坐上席，

鸡头敬最年长者或最重要客人，鸡腿让小孩。

令我念念不忘的，还有家乡人的勤劳善

作。春天有蒿子粑粑，三月三用地茉菜煮蛋，

端午节包粽子，中秋节做糍粑，过年过节做甜

酒汤圆，冬天腌制的腊肉腊鱼、坛子菜可以吃

上几个月。一年四季，有享誉全国的常德米

粉。客人来了，上擂茶、钵子菜，边炖边吃边小

酌，汁浓味鲜、满屋飘香，那味道和氛围真是

妙不可言。如今家乡钵子菜在省外不少地方

流行开来，在昆明，我会时不时到家乡菜馆去

品尝一番，寻找久违的乡愁。

四

逢年过节回家乡探亲，成为我生命中最

幸福的旅行。

离开家乡这么多年，无论工作怎么繁忙，路

途辗转怎么艰辛，每年都会回家乡看一看，也始

终怀着为家乡发展增砖添瓦的愿望。漫步母校

的操场，流连高楼簇新的县城，登登像绿色海

洋一般的五宝山，行走在沧浪水边，拜访至

亲、同学和老友，目睹家乡白云苍狗的变化，感

受血浓于水的亲情，给自己渴望的心灵以慰藉。

每一次离开家乡时，父母亲站在家门口

送别，眼神慈爱不舍，谆谆教诲不止，这些是

我奋斗的重要动力。近几年父母相继离世，但

我心依然，脚步依然，情怀依然。

李亚雄

江南的第一缕晨曦

泛着金光，洒在窗外不远处的

山尖。山脚一排排橙色屋顶

像墨绿外套上的补丁，刺眼

山边，与地心垂直的水泥建筑

柔和的弧形山峦，相互交织

露出一个个幽暗的眼洞

几千公里外的索罗拉沙漠上

吉拉啄木鸟神采飞扬

用草和植物纤维在巨人柱上筑巢

灰颈岩鹛也有自己的选择

它相中了喀麦隆的那块潮湿峭壁

成群衔泥结草，营造

遮风挡雨的泥巢

热带稀树草原上的白蚁

行色匆匆，日复一日地

用唾液粘合土壤

那些山峰状，土墩状，柱状的

上亿只白蚁迷恋的家园

通风，阴凉，舒适

任风吹雨打，数百年屹立不倒

一群被春天唤醒的野蜂

在野菊花荆条花板栗花盛开的

茶马古道上喧嚣，嗡嗡振响

兴奋地把头埋进花蕊，吸吮蜜汁

用它的两片触须，精准定位

人类雷达也找不到的六角形巢房

轻盈地，消失在黑魆魆的山洞口

城市

城市的高楼

黑影太长

让旅客在阴凉里

慌忙，走错了路

城市的鲜花

色块太浓

让市民在芬芳里

晕厥，迷失了路

城市的男女

穿搭太潮

让老乡在繁华里

憧憬，忘却了路

或许，他们一直在寻找

那条熟稔而又模糊的路

还有那个站在路的尽头

等待着久离他们的恋人

大巢小巢（外一首）

永远的思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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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的营商环境，使游子回湘创

业的“回头路”变成坦途。比如今年春

节，游子归湘创业、探亲人流车流“井

喷”。因《早安隆回》火爆而起的春运

流，波及湖南高速集团邵阳、怀化、娄

底分公司。

为此，邵阳高速打好“路基”，进

一步优化路域环境，提高春运保畅和

应急处突能力、通行效率。15 分钟将

病人送往医院，1 小时安全护送运载

45 人的故障大巴，3 小时清理完 10 吨

路面散落化肥，13 小时坚守成功扑灭

山火……

大年初二，一辆载有危重病人的

救护车，在娄底高速抛锚。风雨中，高

速员工护送车辆维修、协助急救，赢得

“生命时间”。春节 7天，娄底高速一个

站点便解答司乘咨询 400余次，发放爱

心礼物600余份，帮助受困群众11次。

天寒路暖。怀化高速热心给司机

修车换胎；将一盘盘热气腾腾的过年

饺子送给司乘；紧急安置急病乘客，

并火速联系、协力抢救；“路灯助农，

情满侗乡”直播活动……撑起一把把

“暖心伞”。

高速公路时时处处有“雷锋式”

服务。

2 月 6 日，湖南省出台《关于打好

经济增长主动仗实现经济运行整体

好转的若干政策措施》（简称“稳增长

20 条”）。围绕消费、投资、外贸、产业

发展、实体经济等方面，给创业者注

入“强心剂”，送来“及时雨”。

譬如，“稳增长 20 条”对湘商上

市企业集团总部整体回迁的，最高给

予 1000 万元奖励。对湘商上市企业

功能性总部回迁，并有税收贡献的，

最高给予 300 万元奖励。

不少湘籍企业家表示，“稳增长

20 条”让企业真切享受到“保姆式”

“股东式”服务，坚定了回湘兴业的信

心。绥宁籍企业家、广东省钶锐锶数

控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蒙昌敏承诺，

尽快回乡创业。

天高任鸟飞，但候鸟选择落脚点

全凭自己“喜好”。论冬暖，回雁峰不敌

两广、海南，为何众多回雁在此越冬

呢？从西伯利亚起飞的极危物种白鹤，

落地洞庭湖，不知经过多少山水、多少

次选择。筑好“梧桐树”才能引得“凤

凰”来，“枝茂巢暖”才能唤得“燕归来”。

“让我再深情地回望那，十年三

湘的巨变……让我再深情地回望那，

壮美锦绣潇湘……三高四新唱响新

时代。跨越山海的未来，奋斗给梦插

上了翅膀。”

近日，由袁树雄父子演唱的《湖

南·一路向前》2023 全国两会特别版

MV，正“回”荡在春意盎然的天空。

音乐家用歌声感恩家乡，企业家

则回乡创业以感恩。

祖籍益阳的姚力军，集成电路超

高纯金属材料及溅射靶材核心技术

的国际知名专家、行业领军人才。其

江丰电子是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示范企业，打破了美、日垄断。

一 颗 中 国“ 芯 ”，万 缕 湖 湘 情 。

2020 年，江丰电子在益阳投产，为国

内半导体芯片及显示面板产业，提供

了有力的基础材料支撑。2 月，江丰电

子项目二期在益阳开工，将为中国半

导体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快”，是姚力军对益阳赫山区的

营商环境的评价。签约即供地、审批

往前赶、帮忙代跑腿。“原本半年以上

走 完 的 流 程 ，这 里 只 花 2 个 月 。”所

以，姚力军自封“招商大使”，游说并

引进了几个公司进驻，力争将赫山区

打造成“未来科学芯城”。

助推高端光学仪器国产化，这是

“奥谱天成”董事长刘鸿飞的返乡兴

业之“梦”。刘鸿飞切身感受到国外仪

器企业对中国的控制力度，便回国创

建奥谱天成（厦门）光电有限公司，被

誉为光学仪器行业的“华为”。

受家乡诚意打动，刘鸿飞把发展

重心转移湖南，想经过两三年，将长

沙打造成奥谱天成最大的总部基地；

5 年内在长沙打造一个年产值过 100

亿元的高端光学仪器产业链。2022 年

8 月奥谱天成（湖南）项目落地天心

区，10 月底投产。

“ 长 沙 具 有 人 才 、交 通 、房 价 优

势，天心区在生活、购房，落户、子女

入学等为我们提供专项服务，促成我

们与高校人才合作，链接本地产业链

企业等。回乡创业正当时。”刘鸿飞很

有感慨。他打算暑假组织六七百名博

士来长沙考察、交流，向更多的企业

和科技人才推荐湖南。

总之，湖南省委、省政府及其各

地，以优惠政策、热情服务吸引游子

回乡创业，创业的喜悦及其“他乡纵

有当头月，不及家乡一盏灯”的情怀，

又驱使游子充当湖南“招商大使”。这

种良性循环，在笔者熟悉的邵东市、

邵阳县表现尤为突出。

2022 年上半年，邵阳县签约招商

项目 52 个，总投资 110.11 亿元，超额

完成全年任务。1月 29日（大年初八），

邵阳县一天开工 20个重点项目 48.87

亿元，投资总额与去年同比增长344%。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排除各种干扰，以

只争朝夕精神、“股东式”服务，招商引

资、承接产业转移。打造了建筑新材料

产业园、中非经贸产业园、新经济产业

园、红石生态科技示范园等，其中返乡

创业及受影响落户企业约占60%。如崀

玉新材料项目，从招商到落户邵阳县

不到 1个月；孚瓯科技从项目引进到建

成投产，仅用了 8个月，实现了当年招

引、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邵东市出台“迎乡贤建家乡”支

持政策清单 45条，全周期、全流程、全

要素地当好“娘家人”和“服务员”。三

年来，促使 2.6 万名邵东老板返乡创

业，投身于箱包、智能制造、新材料等

行业，创办各类实体 2.5万家。黄玉彪、

曾小山、邓伟明、宋杰锋、刘纯鹰等是

杰出代表。黄玉彪开发的“邵东国际商

贸城”“邵东国锦仓储”，在疫情背景下

“一枝独秀”。致富思源，2022 年黄玉

彪捐资 1.86亿元助力乡村振兴。

万鸟盛会，诠释宁静而灵动的洞庭之美。

本版图片均为湖南省人民政府网供图

吕高安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3 月 6 日 ，湖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网“ 雁 归 来

建家乡”专题报道了湖南华美兴泰董事长杨

昌军回湘西泸溪县创业，该公司生产的个人

移动储能、户外储能产品远销全球的事迹。一

时间，来自国内一线城市、一流大学甚至欧美

国家的一些专家、教授、企业家和技术骨干，

竟然跟着杨昌军来到泸溪小县城“干活”。

从 2 月下旬至此，湖南省人民政府网已专

题报道了江丰电子董事长姚力军、“奥谱天

成”董事长刘鸿飞、巨强再生董事长冯朝辉等

一组 6 位著名企业家，如何将“下不得地”产

业，在故乡湖南成功“下地”。

这是近年来 ，湖南省委、省政府持续开

展、强力推进“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

的缩影。“回”观湖湘，龙章凤姿。

“回”照古今

衡阳回雁峰 ，海拔 96.8 米、95 亩的小山

丘，却是“衡山千仞一峰高”。它吸引了杜甫、

王勃、刘禹锡、王安石、文天祥、周敦颐、范仲

淹等无数先贤打卡；历代高僧更是传经布道，

1500 年香火鼎盛。大思想家王夫之，就生长在

回雁峰下。

回雁峰打头阵的还是“雁文化”。每年夏

秋之际，北雁南飞，至此打止、栖息越冬。雁峰

寺、雁峰烟雨、平沙落雁、回雁阁与雁雕、雁

亭、雁廊、雁壁等，古今映照。渔帆点点，霞吻

湘江；高楼别墅，尽揽城乡。

近日，湖南日报、湖南省人民政府网、红

网图片报道，雁、鹤、鹭、天鹅、野鸭等 37.83 万

只 鸟 类 ，在 洞 庭 湖 翱 翔 腾 欢 、栖 息 越 冬 ，比

2015 年增加 1.5 倍，且多是“回头客”。

万鸟盛会 ，诠释庇护万千精灵的“生命

湖”，也“回映”宁静而灵动的古洞庭之美。“却

归君山下，鱼龙窟边睡。”“午夜君山玩月回，

西邻小圃碧莲开”。

湘楚“回”味无穷。屈原吟“乘回风兮载云

旗”之下，有“怀旧长沙哭楚云”的长沙，“郴江

幸自绕郴山”的郴州，“梦回月色在孤舟”的永

州，“怀古竟何人”的益阳，“残梦总绕西风”的

常德，“山绕荒村水绕城”的株洲，“云回黄石

寨”的张家界……

湘西南九龙山，古传盘踞九条苍龙，驰飞

东海，中途回望，突见钟灵毓秀，顿生故恋，折

返归山，化作九座山脉，繁衍众生。此地名之

“隆回”。

多年前，我去过九龙山。那奇险峻峭的九

龙峡谷，九曲回环的岩口溶洞，形似碧螺的九

龙水库，梵音缈缈的九龙古刹，百读不解的

“有字天书”，神秘幽深的共和国兵工厂，使我

顿感九龙山确乎“不让武陵”。

如今，九龙山氤氲在《早安隆回》神曲里，

休闲农业、旅游开发、乡村振兴方兴未艾，颇

显“回”恋之美。

2022 年底以来，随着《早安隆回》唱响世

界杯，它已是隆回展示山川风情的世界“门

票”，也是送给游子归乡的“回力”球鞋。春节 7

天，涉足隆回的游客达 16.52 万人，旅游收入

9260 万元，与去年同比增长 57%。

正月初八，阿根廷驻华大使牛望道，忙不

迭打卡隆回。余兴未尽，大使说还要“回”隆回。

隆回人本是不改喝金银花茶、吃黑腊肉、

嚼猪血丸子的“犟种”。《早安隆回》，让游子重

新打量家乡、点燃归乡创业的欲望。如今，他

们开厂设店，直播带货，建材装修，运输物流，

种植养殖，搞农家乐，推广杂交水稻……资金

技术纷纷“回”隆回，希望成为“袁树雄”。

近日湖南经视“经视观察”，解读了“早安

隆回”文化密码。袁树雄表达了回隆回发展的

千种欣喜，也透露了“南漂”作流浪歌手的百

般艰辛，“贷款 20 多年，刚还清呀”。袁树雄生

长、“树”雄心于斯，事业大“雄”于斯。他说，

“我现在哪儿都不去，我就扎根隆回；我不属

于我自己了，我属于隆回”。

湖南省社科院（省人民政府研究中心）

《早安隆回》文化研究小组研究员向志柱、田

智认为，没有隆回山水的滋润，没有县领导的

殷切“召回”，没有优惠的政策支持，没有肥沃

的文艺土壤，就没有《早安隆回》和袁树雄的

今天。

好马乐吃“回头草”

引车奔上“回头路”
《早安隆回》之“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