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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国是
纪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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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洞村!是位于武陵山脉腹地的湖南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的一个山村苗寨"

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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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我曾先后三次来到武陵山区" 武
陵山区大山神奇秀美&巍峨耸立&艰险陡峭!

这里居住着土家族&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
民族! 日常生活充满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

探访整个山区!坐落在大山深处的十八洞村
只是我行程中一个小小的驿站"

湖南湘西全国著名!除了沈从文和黄永
玉这样的大师!还有湘西土匪&湘西'赶尸$&

'放蛊$ 等传说故事也让人们对湘西充满好
奇" 在未到湘西时!纯地理意义的湘西在我
心中的印象有五种定格(第一!湘西是个山
窝子)第二!湘西曾经是个土匪窝)第三!边
缘求生存让湘西人锤炼出坚忍不拔与血性
剽悍的气质)第四!湘西一直流传着'赶尸$&

'放蛊$&辰州符等神秘文化!是块令人向往
之地)第五!贫困成了湘西的'标签$% 然而!

在经过几次湘西之行后!这五种印象都留下
了感性意义的认识! 特别是对湘西的贫困%

这里仅以狭义的湘西州为例% 湘西全州山地
面积占总面积的

$),

% 武陵山脉自西向东坐
落在湘西州境内!系云贵高原云雾山的东延
部分!西骑云贵高原!北邻鄂西山地!东南以
雪峰山为屏% 因为受地质构造影响!碳酸盐
岩在这里广泛分布!喀斯特地貌发育!石漠
化问题十分突出% 正因为如此!这里山高沟
深&险峻陡峭!这也就是人们说'湘西是个山
窝子$的缘由吧%

行走在湘西! 土匪的故事!'赶尸$&'放
蛊$&辰州符等神秘文化都成了传说!我看到和
感受到的!除了沈从文所说的湘西'美得让人
心痛$!还有就是湘西的贫困%湘西人如何脱贫
致富* 我不得不提一个人+++早期民族学家&

苗学研究的先驱!苗族教育家&政治家石启贵%

那个傍晚!在乾州一处古典精致的木楼
前!石启贵老先生迈着沉重的步伐从历史的
深处向我走来, 这位令人敬重的改革先驱!

是湘西吉首乾州仙子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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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从湖南
群治法政大学毕业!回到故乡% 仙子营处在
仙子山的半腰上!巉崖壁立!进寨的路是一
条挂在山腰的烂草一般的索悬!这里是一个
岩多田少&地瘦民穷&庄稼不旺茅草旺的地
方% 苗语称这个苗寨为'乖者$!意思是石姓
人家的寨子!汉语叫仙子营% 有谚语称('一
根茅签一捆藤!有女莫嫁仙子营% $前一句是
说仙子营的苗民以卖茅草藤柴为生!后一句
是说仙子营穷得已不适合女孩嫁进来%读了
几年'洋书$的石启贵回来后忧心忡忡!家乡
的落后让他失落%面对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
地方!他想到的不是要离开!而是满腔热血
要改革%他要改变仙子营!改变其贫困面貌!

让它变得跟山外一样富裕起来!让父老乡亲
能够挺起胸膛做人% 这激起了他心中的斗
志!他不相信湘西的土地上只能生长贫穷%

二

依凭当时的基础条件!这无疑是一件比
登天还难的事情% 石启贵没有气馁!在他心
中早已有了谋略% 几年的省城生活!塑造出
了一个崭新的自己!现在他要建立一个崭新
的家乡%那时!西风东渐已有些年月!长沙又
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地方% 石启贵懂得!民
族的贫弱是愚陋&蒙昧造成的!家乡落后的
根源在于科技的落后% '科技兴国! 实业救
国$是那个时代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之一% 石
启贵深以为然%他决定从工农业两方面同时
入手!改变家乡积弱积贫的现状% 当时的中

国!工商资本已逐渐渗入%南京&武汉&长沙&

上海&广州等地!已出现了不少工业革命后
才有的新机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石启贵决定再次离开家乡!去外面学习先进
的科学技术%他想搞清机器的成本&投入&产
出!以及具体的运转和经营方面的知识% 他
还要去平原地带!跟苏浙一带的农民学习增
产增收的新经验!使自己的家乡尽快彻底摆
脱传统落后的手工生产和耕种方法%

出门可以!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家里这
几年供他读书已是四壁空空!哪还有多余的闲
钱供自己出门游学呢* 有一天晚上!趁妻子纺
纱之际! 石启贵先是顾左右而言他('金艳!你
纺纱的速度很快呢!纺车转得像风一样!我都
看不清了% $妻子不知道丈夫在故意夸她!谦
虚地说('不快不行!要赶着纺完好湔洗织布!

冬天来了才能给你和孩子们添做新衣啊% $石
启贵听了感动地说('金艳啊! 你为了我们这
个家!太辛苦了% $ 妻子说('辛苦什么!都是
一家人!你还客气起来啦% $石启贵说('我是
说真的% 我们苗族妇女非常辛苦!白天下地劳
动!晚上熬夜纺纱!鸡叫三遍才睡!一个晚上
一刻不停地纺!最多能纺两锭纱吧% $妻子半
开玩笑说('世界上真有神仙就好了! 点一下
就纺出一锭棉纱!点两下就纺出两锭棉纱% $

石启贵立刻说('我知道汉口新出了一种纺纱
机!虽然不能点一下纺出来一锭棉纱!但还是
比手工推纺车快多了!一台机子一天可以纺几
十锭纱%像我们家里这些棉花一天时间就可以
纺完!既节省时间!人也轻松很多% $

他眉飞色舞地继续说('不光是纺纱机!

还有织袜机&卷烟机&照相机!很多先进的劳
动工具湘西都没有% $ 妻子打断他的话说(

'启贵! 你说的这些新鲜东西我也听我那个
在北京读书的哥哥讲过!你也是进过大城市
读书的!有文化!你有什么想法大胆去做!我
都支持, $听了妻子的话!石启贵放心了!他
把自己要引进先进技术!开发苗山经济的想
法和规划很认真地向妻子和盘托出%

妻子说('启贵! 你的这些想法& 做法都
好!我支持你% 我知道做这个需要很多的钱!

家里没有那么多! 你要我怎么支持你就直说
吧!我们一起想办法% $石启贵带着歉意轻声
地说('我们家里现在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了!

唯有你陪嫁的
+)

挑稻田--$他的声音虽然
小!但妻子已经听出其中的用意!她思忖了一
下说('启贵!你是读书人!见过外面的世界!

当掉水田换新机器!应该是好事情% 你当田若
是用去打牌赌博!我绝对不支持你% 但你是为
了我们家和乡邻过上好日子!我没有意见% $

那天晚上!兴奋的石启贵就如何改进苗
乡落后的生产模式! 发展苗乡果木经济!引
进先进的民族手工业等想法一股脑儿倾诉
给妻子听!不管妻子听懂与否!他像找到知
音似的跟她谈了一夜!直到鸡叫三遍才躺下
休息% 第二天!石启贵就张罗着找来了中间

人!把妻子陪嫁的水田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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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山间春寒料峭!但已有星
星点点的嫩绿在山野萌动% 石启贵怀揣着当
掉田产换来的资金!告别亲人!离开偏僻的苗
山!启程到汉口&武昌等地考察棉纺织业!然
后又转乘汉口到上海的火车! 到上海针织厂
学习用机械编织袜子和衣衫! 又到柯达摄影
公司学照相! 随后他去往苏州参观刺绣手工
业!到苏州浒墅关女蚕校参观学习!接着又到
杭州养蚕学校蚕场见习蚕丝生产% 每到一处!

他都一丝不苟地用心学习!用心记录% 他清楚
地知道!家里为自己这次外出学习当田卖地!

就像赌博一样押下了最后一注,

半年后! 石启贵带着湘西山里人从来没
有见过的新机器回到了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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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倡导并组织成立了 '湘西苗民文化经济改
进委员会$% 他倡议!充分地利用好山区资源!

把坡地改造成梯田梯地! 一来可以防止水土
流失!二来可以开辟更多田土种植粮食!不能
改的地方!还可以开成果园!种植桐&茶&柑
橘&柚子&梨子&桃&李&枇杷等果木!发展农家
经济!这样!山里人的日子将会好过得多%

经过石启贵夫妇的共同努力!加上'湘西
苗民文化经济改进委员会$会员的热心打理!

几年下来!仙子营焕发出一派生机% 山间果木
成林!柑橘&柚子果实累累% 荒坡上栽植的桐
树&油茶树!岩壳边地栽植的桃&李&枇杷&板
栗等各种果木都开花挂果!获得了好收成% 果
子成熟时!石启贵让大家带信给远近乡亲!大
家有需要的都来采摘! 而他贤惠善良的妻子
还特地煮饭烧菜挑到山上招待大家! 亲友们
所采摘的果实!不用交给石启贵!他们尽可自
己肩挑背驮!运回去自己享用!有的亲友舍不
得吃!就拿到圩场卖钱贴补生活%

石启贵所向往的世外桃源般的苗寨!在水
深火热的民国时期&在山高路陡环境恶劣的湘
西大山里脱颖而出!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不仅付诸行动!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石启
贵还专注于苗族研究工作% 经过多年的走访
调查!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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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了.湘西苗族实地调
查报告/% 因石启贵本人是苗族!生活在苗族
聚居区!所以深知苗族人民的情况和处境!他
认为弘扬苗族优秀文化是很有必要的! 但更
不能忽视的是发展苗区经济!摆脱贫困!争取
政治平等% .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记录了
老一辈反贫困斗士的人文情怀! 真实反映了
当时苗族贫苦大众的心声% 即便今天!我们依
然能够看到石老身上闪烁的思想光芒%

七十多年过去了!有多少湘西人像石启
贵老先生这样为了家乡致富前赴后继!有多
少湘西人为此抛洒青春和血汗*他们的脱贫
之路是否顺利!进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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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走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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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庄$用手中的

笔记录了六盘山区& 滇桂黔石漠化片

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罗

霄山区&闽东山区以及西藏山南&新疆

喀什等精准扶贫重点地区贫困乡村脱

贫攻坚的现实场景' 书中用一个个真

实&生动的故事展现中国脱贫攻坚取得

的巨大成就$也呈现扶贫工作的艰巨性

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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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历史诉说) 我的父亲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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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宗璞以怀念父亲为题材

的文章汇编而成的一本书! 这些

文章从女儿的角度回忆与父亲之

间的诸多生活细节! 表达她对父

"母# 亲的深切怀念$ 对父亲的学

术成就的理解和仰慕$ 对父亲的

治学精神的钦佩$ 对父亲人生态

度的赞赏! 以及这一切对她自己

写作事业的深刻影响等! 娓娓道

来! 充满深情又理性详实%

+我所发现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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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加藤嘉一赴美% 本书

是他在美访学三年的总结! 在跑步

中观察$ 于行走中思考! 从哈佛大

学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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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波士顿到华盛顿! 作者采访了美国

政治$ 经济和学术界的诸多重要人

物! 以 &第三眼' 的身份将一个开

放$ 多元$ 立体的美国展现在中国

读者面前! 并提供中西方文化差异

的另一种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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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菲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幽默

作家! 更是一位非常细腻$ 观察

力非常强的心理学家 % 苔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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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 定居法国! 在巴黎

俄罗斯侨民中享有极大的声誉%

她的回忆录堪称是一部俄罗斯的

精神苦旅% 她的语言简洁而有力

量! 书中充满对人性的思考和对

人类处境的忧惧! 同时不失她特

有的讽刺和幽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