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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九十六岁老人的记忆
“考古”
——

心中的花瑶 多情的风景

线韵丰美的梯田
欧阳德珍
“横看成岭侧成峰。”一道风景，在每个人心中会有不同
的美与精彩。
隆回花瑶，在许多人的心中是一种神秘的美。然而，在
我的心中，
花瑶是一道充满着亲情、
友情的风景。
花瑶，
是生存在隆回县北面崇山峻岭里的瑶族的一个分
支。这里的女人特别爱美，
她们的服饰一直承袭着先祖古老、
新奇、
繁缛、
传统的着装风格，
个个着装艳丽绝伦，
从头到脚都
是花的世界、
色彩的海洋，
因而得
“花瑶”
之名。
隆回花瑶与瑶族其他分支不同的是，他们奉黄瓜为生
灵。花瑶至今承袭着他们先祖最古老、
纯真、
新奇、
怪诞的民俗
与民风。寨子里疯狂圣洁的婚俗、
热烈的诞生礼仪、
神奇诡秘
的原始宗教、
多情撩人的山歌情歌，
加上他们与生俱来对山石
和古树的崇拜等等，
使得这崇山峻岭中的花瑶山寨，
山寨中的
这个少数民族群落，
一直笼罩在神秘的
“光环”
里。
花瑶山寨离我家仅几十公里，但过去因为交通不便，直
到离开家乡工作也没去过，
心中也就一直以为十分遥远。
我最初对花瑶的印象，是小时候家乡赶集时，常常有穿
着艳丽服饰的花瑶女子在集市上卖草药、
给村民治病。那时
候，
每次赶集她们的摊位周围都挤满了人。人群中，
一部分是
来治病的，
一部分是来欣赏她们的服饰或医术的。小时候还有
另外一种见到花瑶人的机会，
就是遇上干旱、
水涝、
冰冻等灾害
年份时，
常常有花瑶女子三两结队地到我们村子里来寻求食
物。花瑶人居住在高海拔的崇山峻岭中，
那里气温很低，
冬天
特别漫长，十分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山上种得最多的是马铃
薯。因为缺粮，
花瑶人常常拿马铃薯到山下来换稻米、
小麦，
遇
上马铃薯也失收的年份，
就只好下山来寻求食物。
那时候，
花瑶女子不论是来集市上卖草药、
换马铃薯，
还是
进村来找食物，
总是背着个大大的竹篓。大背篓是花瑶人的运
输宝贝，
她们所有的物什都装在篓子里，
就连幼小的孩子，
也是
装在里面。花瑶人十分和善，
她们的脸上时刻挂着和善的笑容。
我参加工作后，常常在报纸、电视上看到关于花瑶的报
道，
几乎所有的文章和图片，
都把花瑶描绘得十分美丽、
十分
神秘，
勾起外地人无限的
“探秘”
兴趣。
我也随朋友们多次到瑶山
“探秘”
。那里有大气的山川、
摩天的石瀑、
奇异的巨石、
成片的古树、
丰美的梯田、
浩瀚的竹
海、
神秘的峡谷、
灿烂的溪河，
更有艳丽火辣的民俗服饰、
精湛
绝伦的花瑶挑花、高亢激昂的呜哇山歌……可以说，瑶山上
处处是风景。
每次去瑶山，
朋友们都会感慨瑶山的神奇。而我却一点
也不以山水美丽为奇，
因为瑶山与我老家同属一个山脉，
只是
海拔高了几百米，
花瑶的服饰在我小时候也已经认识。花瑶
真正在我心中留下的风景，
还是花瑶人脸上那一如初次见面
的和善笑容。
不论是走在山道上迎面相遇，
还是走进花瑶人家门相见；
不论是正在田地间耕作的壮汉，
还是在房屋前竹林下绣花的妇
女；
不论是忙着活计的长者，
还是在嬉闹玩耍的小孩……花瑶
人只要与你见面，
都会以笑容与你交流。这种春风似的微笑，
架起沟通的桥梁，
更绽放成了我心中最美丽的风景。

林间放歌

黄士成 摄

正在挑花的花瑶妇女

崇山峻岭中的花瑶，笼罩着神秘的
“光环”
。

辰龙关见证北京至大理“九五之尊”？
舒刚斌 娄茗 李青松 黄明
上回说到吴三桂牵出南北两座“第一关”，湖南辰龙关在
清朝立国的历史节点上与名满天下的山海关比肩而立。就在
众多读者感到震惊之际，当地 96 岁的老人再添猛料：北京至
大理共 95 个驿站，
辰龙关就在“九五之尊”
的最中间。
老人叫杜星丙，怀化市沅陵县官庄镇界亭驿村土生土长
的辰龙关人，1921 年出生，虽然高龄近百，但腰不驼、耳不背，
说话中气十足。7 月 28 日，面对笔者，他滔滔不绝地说：辰龙
关这个地方是个神仙地哩，
从北京数过来是四十八，
从云南数
过来也是四十八。老古辈人传下来的，说当年元朝从北京到
大理总共 95 个驿站，意思是皇帝的“九五之尊”，我们辰龙关
就在最中间。不过，
这都是老古辈的传说，
没得什么根据。
九十六岁的老人没根据怎么会记下这样的传说？
综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交通运输史略》
（1991 年版）等
研究资料以及元代《一统路程图记》等古籍记载：大约在 1290
年前后，
从大理至昆明、贵阳、玉屏、辰州（沅陵）、常德、湖北公
安、陕西西安、河南郑州、大都（北京）的官马大道（主驿道）已
全线贯通。从大理到辰龙关界亭驿约 3000 里的路程，刚好设
驿站 48 个！
从辰龙关到北京的驿道里程约 5000 多里，大约相当于大
理到辰龙关的两倍里程。里程远但驿站不一定多，元朝驿站
设置一般按 60 里一驿，但又根据道路险易灵活调整里程，在
中原交通发达地区往往 110 里设一驿，比如从辰龙关界亭驿
到桃源县郑家驿的里程就是 110 里。如果按这个标准测算，
其间驿站数与辰龙关到大理的确大致相当。
北京至大理的驿站设置真的有“九五之尊”
的说法吗？
沅陵本土作家、民俗学者熊振起分析：
忽必烈对云南通往
中原的驿道非常重视，在 1265 年元朝正式立国前就设立了界
亭驿、马底驿，
灭掉南宋后又紧锣密鼓地疏通了从大理到常德
与湖广相连的官马大道。这么一条重要的驿道驿站数肯定是
有个明确数字的，
驿站总数为九十五的可信度很高，
但是不是
有“九五之尊”
的说法则难以考证。他认为，
不管有没有“九五
之尊”，
辰龙关界亭驿大致处在大理至北京的驿道中点是没有
问题的，
京都、湖广入滇黔，
经辰龙关是唯一直达昆明、大理的
官马大道，
辰龙关在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地位是非
常显著的。
发达的陆路交通对辰龙关一带的茶叶经济影响有多大？
初唐出名的碣滩茶很快在辰龙关、界亭驿蓬勃发展，
并在
公元 731 年成为供奉朝廷的贡品。据《怀化地区志》
（1999 年
版）记载，到 1933 年，虽然历经湘西多年匪患和战乱，沅陵沿
辰龙关、清浪滩水陆驿道沿线的茶园仍达 3.7 万亩，以一县之
量占到湖南全省的二十分之一。杜星丙老人还清楚地记得，
当时有个叫黄穆柏的，
在界亭驿当团总，
半匪半官地在辰龙关
占了不少好茶园。1934 年国民党政府修第一条通往湘西的
公路，
线路沿驿道要经过辰龙关，
这个团总担心要征用自己的
大片茶园，
赶紧到处送礼游说，
最后将线路改为经现在的官庄
而过。有人感到奇怪，
说你的茶园要是征给政府，
光洋（银元）
要用界亭驿的马车驮。团总大笑：
“我的茶园再过几年，光洋
要用清浪滩的轮船拖。
”
说到这里，
老人的神情有些沮丧——抗战爆发，
团总自然
没有赚到用轮船拖的钱，关键是这条后来成为 319 国道的公
路没经过界亭驿、辰龙关，
“你看现在的官庄多兴旺啊，
都成全
国的示范镇了，要不是当年团总阻拦，界亭驿、辰龙关不晓得
会有多热闹！”
坐在一旁的县茶叶协会会长张干发忍不住笑道：
“当年要
是公路真的穿过辰龙关，现在我们还能建设辰龙关十里茶廊
吗？县里还会以我们辰龙关为中心打造辰龙关百里九乡十万
亩茶旅融合产业园吗？”
大伙一听都笑了，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历经数千
年历史风雨的辰龙关借“茶韵沅陵”强势崛起，发展前景何可
限量。

一条条旅游专线 串起一道道风景
我市山清水秀，名胜古迹众多，民族 欣赏夫夷江畔白沙洲下的白沙老街，黑瓦 隆回县司门前、虎形山、小沙江，风景这边
风情独特，旅游资源十分丰茂，特别是随 石墙、木门木窗维系的血脉亲情；
“宝庆狮 独好；而滩头古镇桃林村，造纸民俗文化
着城乡交通、农家乐等基础设施不断完 子东安塔，武冈城墙盖天下”，来到武冈辕 源远流长，传统手工造纸文化独具一格，
善，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臻于成熟。最 门口，定要亲身感受古城墙的斑驳；南山 并演绎出年画、色纸、香粉纸的篇章，即
近，在市旅游外事港澳侨务局的全力支持 下，城步儒林镇清溪村，有着苗乡韵味的 “滩头三绝”。
下，邵阳乡村旅游专线终于有了规划，本 “四合院”彰显着 800 年的历史；绥宁县花
大湘西古城商道线路
期特选出几条精品线路供大家参考。
园阁的迷人之处不仅在于自然风貌，更因
为这里神奇而历史悠久的苗族民俗文化
洞口县江口镇江口村— 溪瑶族乡
大湘西生态丹霞线路
……这条线路上沿路可见的丹霞山貌，让 龙头村— 溪瑶族乡宝瑶村— 溪瑶族
新宁县白沙镇宛旦平村—金石镇连 村庄随之铺开画卷，红褐色的山岩别有风 乡白椒村。
村—崀山镇石田村、崀笏村—武冈市双牌 味，
沿途风景：看遍了山水风情，再去感
似乎诉说着神秘的故事。
乡浪石村—辕门口街道革新村—法相岩
受邵阳的古国、古城，别有一番韵味。走
大湘西神韵梅山线路
街道洞庭村—迎春亭街道丰仁村—轩门
进素有“万宝山”之称的 溪瑶族乡，名胜
口街道古山村—邓元泰镇资源村—城步
隆回县七江镇棉花园村—羊古坳乡 古迹和独特的瑶乡民族风情相映成趣，位
苗族自治县儒林镇清溪村—丹口镇桃林 禾木山村—司门前镇学堂湾村、中山村— 于湘黔古道的思义亭，以及宝瑶、白椒村
村—南山镇长坪村—长安营镇大寨村— 金石桥镇热泉村—小沙江镇旺溪村—虎 的古建筑群民居院落，古朴典雅、端庄大
丹口镇下团村—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园 形山瑶族乡崇木凼村、虎形山村、万贯冲 方；而青山绿水间的宝瑶村，湘黔古道上
村、花园阁村—长铺乡川石村—黄桑坪乡 村、草原村、大托村、白水洞村。
依旧保存着长 10 余里、宽 2 米左右的青石
上堡村—寨市乡西河村—乐安乡大团村。
沿途风景：
“ 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 板路，破败的清末建筑见证了村寨作为旧
沿途风景：崀山因丹霞地貌而蜚声海 通，其地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 时湘黔古道上最大驿站之一的鼎盛历史。
外，游赏生态丹霞景观，在新宁县白沙镇， 则鼎、澧。”此处梅山即指湘中邵阳，走进
（欧阳德珍整理）

经过辰龙关的马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