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好“村”光
摄影 李隽晖

九真明庙村，因唐代明镜古庙而得名。相传千年，
其名日盛。岁在辛丑，腊风春韵。天门北辰，花台毗
邻，绿水绕百栋新楼，苍林隐千年古村。耕读传家，民
风清淳；勤劳致富，物产丰盈。惟炒米颗颗，遐迩闻
名。或谓阴米，敞米；或喻玉珍，珠珍。观之晶莹雪
亮，闻之酥香浓郁，食之口感清脆，余味久馨。若煎鸡
蛋以添之，加义河蚶汤以泡之，实乃华夏美味之至臻。
让人品出童年味道，享受孩提乐趣，且历久弥新。

明庙制作炒米，历史悠久，传统工艺，代有传
人。五千年前，天北丘岗，即产佳稻，且具蒸甑蒸
锅，石家河文化早已佐证。故炒米发轫于汉晋，发
展于唐宋，发旺于明清。民国战乱，民不聊生，无
暇顾及其美羹。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浪涌潮澎。
五十年前，老支书尹长富、大队长费相才，慧眼独
具，治标治本，率村民奋战日夜，机台筑，水利兴；
良田拓，糯稻润。三十年前，乡贤程君远斌，倡议
发展炒米产业，实行“一村一品”。历届“两委”积
极推进，广大乡邻踊跃响应。村领导付方成、江培
等、费乐阳、费小牛、程俊安棒力相接，开拓创新，
让小小炒米融入市场大潮，偏偏小村走向朗朗乾坤。
尤以现任书记付新军，组建龙头企业，自主创建品
牌，香炒米“九真味”九州香润。一百七十二户，
六百三十二人，家家制作，人人上阵。推广种植糯
米一万余亩，产量一千六百万斤。周边县市纷纷抢
购，全省全国电商营运；各类媒体争相报道，微信
抖音带货发声。村民邹贤松、邹平羊抢占先机，率
先布阵，精心运作，巧为经营，成炒米之大王，为
致富之先进。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物为人造，物亦造人；
沃土育新苗，代代有才俊。大学、硕士、博士，文
人墨客，岁岁频出，部级、厅级、处级，巨贾贤士，
不乏其人；具家国情怀，显赤子忠心。家乡炒米事
业，时时萦绕脑际，处处慷慨捐赠。更有远斌先生
告老还乡，热情助力倾注全心。创业“义河园”，抢
救非遗，养殖名蚶，造福乡民。大义天下，大和天
下，大圆天下，蚶汤香炒，天下扬名。且荐举企业
名家黄银华女士，投资此方热土，打造炒米产业，
建设美丽乡村。且看不久之明庙，天门炒米第一村，
将是产业强，发展旺，事业兴；展千古名村新颜，
铸一代时尚达人！

明庙村赋
◇胡华

一

佳处风光入画屏，共君游衍已
忘形。数声灵籁弄香影，十里烟波
摇晓星。风散芦花随地落，鸟啼莲
叶逐舟停。天涯促棹觅仙迹，不计
浮沉任泛萍。

二

柳岸风来千顷波，笑看童稚扑
飞蛾。绿杨树下钓微意，碧水亭边
对酒歌。春信难藏时序改，飘蓬不
锁鬓霜多。此身已在樊笼外，放浪
江湖一苇过。

三

小住竟陵逾五年，暇时纵棹兴
悠然。博观湖色宜风后，解赏岸花
未雨前。寥落羁怀沽绿蚁，峥嵘岁
事问渔船。寻思尘袂难抛却，侧畔
能赊几亩田？

七律·游张家湖感怀三章
◇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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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年初，领尚农业老总方辉约我策划一个关于发展萝
卜产业的方案，我很是不以为然，萝卜有什么好研究的，
大路货产品，再怎么折腾，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萝卜吗？记
得当时有个做过农业工作的老领导说，广告词都有了，就
叫“天门萝卜，浑身大补”，我没有反驳，只是觉得十分好
笑，俗气，难登大雅之堂！

3 月 13 日，市作协组织美丽乡村采风，在多宝联河
新村参观了美丽乡村建设情况，村党支部书记杨军的详
细介绍与建设实景相互印证，让人大开眼界，特别是副
书记曾祥宗在田头的一番话让我非常震惊，他说，通过
发展专业合作社，调整产业结构，村民靠种菜发家致富，
如今全村每户都有存款百万元以上。早听说多宝镇有老
板靠种菜发了大财，遇到好年景，一年赚个几百上千万
都不稀奇，这个我相信，无论哪个行业，都有天才状元
之类的佼佼者，可对于普通老百姓，家家上百万，这不
是都赶超英美、盖帽欧盟了吗？让那些曾经自以为高人
一等的工薪族情何以堪？我怕听错了，连忙问，是每家
每户吗？是的，可以掰着指头一家家去数，他自豪地说，
我们这里种的萝卜又脆又甜，不愁销，因为成规模，一
到收获时节，大车小车都来了。我立马想到了方总的约
稿，赶紧问了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这里的萝卜比其他
地方好，与水土有关吗？种的是什么品种？有哪些关键
的栽培技术？销售渠道有哪些？曾祥宗自家每年种植萝
卜近 20 亩，盈利在 15 万元左右，显然成了行家里手，
有问必答，让人信服。

看来是疫情禁锢了我们的思维，萝卜的风景无比美
妙。作为世界古老的栽培作物之一，萝卜含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微量元素锌，可以调理肠胃，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免疫
功能，提高抗病能力。谚语有：“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
郎中开药方”“萝卜响，咯嘣脆，吃了能活百来岁”等。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曾对天门土壤全面取样调查，探明天门
市富硒土壤面积在江汉平原占据强势地位，尤以天门西部
多宝湾为甚。富硒，对于天门蔬菜（萝卜）产业的发展是
强有力的品牌背书。萝卜作为极少污染且营养丰富的蔬菜
之一，在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
睐。

站在“南水北调”枢纽工程兴隆大坝上，让人产生无
限遐想：滔滔汉江源自陕西汉王山的一线淙淙流淌的清泉，
携秦岭南麓之锐风，饱含丹江水库之清韵，一路南行，至
此，稍稍放缓脚步，拐一个大弯，直接奔东而去。河湾易

溃口，水猛泽国汪洋，水弱河湖荡漾。南北膏腴在此融汇，
发酵千年，不慌不忙，酝酿着一场盛宴……

二

产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宏观政策息息相关，与市场的
供需关系密不可分，成功者总能敏锐地嗅到先机，以一
种理性的直觉和过人的胆略趁势而上，捷足先登。方辉
是如此，做农产品电商，创立平台型企业，在互联网建
立线上专属平台 6 个，拥有线下门店 400 余家。吴汉平
也是如此，深耕农业多年，流转土地万余亩，成为远近
闻名的萝卜大王。

吴汉平，60 后，长得敦实，平头，爱笑，弹舌口音，
一副典型的多宝湾农民形象。身家早已过千万，但没有一
辆上得台面的小车，皮卡和货车倒是不少。他最大的乐趣
就是开着皮卡到田里看萝卜的生长。谈起创业经历，没有
满腹的苦水，也没有太多的激动，如同那一望无边的萝卜
缨子，绿得实在，绿得厚重，一个萝卜一个坑，稳稳当
当，实实在在。他在广州深圳打工多年，帮助企业招收农
民工，每成功招一个农民工，有 1000 元的收入。2014 年
返乡种菜，主要实施订单农业。2016年水灾后，以 800元
一亩流转土地种菜。最高峰时流转面积达 15000 亩，现在
每年稳定在 10000亩左右，以种植萝卜为主，此外还种豆
角、花菜、黄瓜、辣椒等。当我谈起干农业是否风险相对
小一点时，老吴瞪大眼睛说，哪里的话，风险大得很！请
的技术团队，是北方辽宁那边的，每人月工资 15000 元，
生产用工请当地的老百姓，一般在五六百人，月工资三四
千元，每年 8月，要与农民结清土地流转费用，一次性就
要拿出八九百万元。遇到市场行情不好，销路不畅，就得
亏血本。为了应对风险，老吴投资千万元，建立了近千吨
库容的冷链设施，与大型销售公司、酱制品公司签订了订
单合同。

在交谈中，我想到了一个对多宝人极为不敬的绰号：
“多宝憨子”，斟酌许久才问道，天门人普遍称多宝人为
“多宝憨子”，我就搞不明白，憨子怎么能做出许多聪明人

做不到的事情呢？老吴一点也不介意，他笑着答道，是的，
好多年来我们都被别人喊“多宝憨子”，我认为憨子其实就
是诚实，做人的底线就是诚实，做企业更要这样。老吴给
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萝卜刚开始行情很好，有两
个经销商来定货，一个先到签了合同，下了押金，订了当
季的全部萝卜。一个后到的愿意把价格提高百分之十，我
没有同意，虽说可多赚几十万，但一定要信守合同。哪知，
第一批货刚起运，那边打电话过来，说价格跌了。我知道
情况后，主动调低了价格。第二批、第三批发货后都遇到
价格下跌的情况，我连续三次主动降价。那季萝卜，我没
赚到钱，也没让对方亏得太多。这个客户虽然亏了本，但
对我感恩不尽，成了我们的固定客户。这样的故事还有很
多，让老吴在业界有了很多患难之交。老吴成功的秘诀在
于大规模种出了优质的多宝萝卜，更在于深层次塑造了新
时代“多宝憨子”的形象。

老吴说现在“憨子”成了褒义词，我不敢苟同，但我坚
信，“多宝憨子”一定可成为天门人进入市场的金字招牌。

三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用这句诗词来形
容方辉与吴汉平的合作看似轻薄与肤浅，实则极为形象与
精当。方总年轻有闯劲，头脑活泛，人脉资源广，拥有国
家级星创天地和省级龙头企业的过硬资质，与他合作有利
于企业的扩规上档，吴总如是说。方辉看中的是老吴大规
模优质基地和优质产品种植能力，加上老吴的实诚。两人
通过几年的深度融合，共同探索出了“小站点服务，大联
合支撑，多平台营运”的发展模式，打通了从田间到餐桌
的“最后一百米”和“最优一百米”。一个产业，发展到一
定程度，必然会遇到瓶颈，如今，他们明显感觉到，萝卜
产业在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面亟待完善升级。对于
优质萝卜品种的更新换代，对于萝卜根肿病、皮虫丝虫的
有效防治，对于科技解决萝卜开裂等问题，成为一个个绕
不开的障碍。一个大胆的想法摆在了案头：建立天门萝卜
产业技术研究院。也许起念之初，他们也曾脸红，泥腿子

办研究院，会不会被人笑掉大牙？好在市领导和相关部门
及时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表示大力支持。

3月 31日，市科技局组建专班考察省农科院经济作物
研究所，正式开启天门萝卜产业技术研究院筹建之旅。考
察组一行 8人，由副局长熊兵带队，方辉、吴汉平为主要
成员，我作为企业战略研究中心人员受邀参加。那天清晨，
凉风习习，细雨飘飞。大家坐在车上畅谈萝卜研究院建设
愿景，情绪饱满。上午 10时许，到达农经所。农经所领导
专家在办公大楼前迎接。会议室桌上摆放桌签，电子显示
屏呈现欢迎标语。看阵势，农经所对这次考察非常重视。
宾主双方简单介绍之后，很快进入正题。首先由博士邓晓
辉介绍 《湖北萝卜产业和我们的工作》。邓博士从史前萝
卜、世界萝卜讲到中国萝卜、湖北萝卜，从萝卜的功能、
特点讲到萝卜产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从建立萝卜种质资
源库、构建萝卜生物信息学分析平台，讲到萝卜抗根肿病
基因新位点鉴定、萝卜基因第三代测序、控制辣味分子标
记以及优质高效栽培技术，并重点介绍了萝卜新品种：雪
单 1号、2号、3号，蔬谷板玉，CR楚玉 1号，楚翠 2号，
香楚夏阳等，涉及水果萝卜、抗根肿病萝卜、耐热白皮萝
卜等多个系列。接着王飞副所长介绍了全省建农业产业研
究院的总体情况，分析了天门建研究院的优势，认为天门
建萝卜产业技术研究院条件成熟，并强调，萝卜加工是绕
不开的，在设计时对萝卜深加工产业的研究要透彻，内容
要饱满，这是规避风险的关键所在。

鲁国梁书记是天门人，他毫不掩饰地说，农经所全力
支持天门建研究院，绝不仅仅因为天门是我的故乡，研究
转化科技成果是研究所的职责与使命，代表了产业的发展
方向。鲁书记深情地讲到，天门多宝我去过多次，那里的
水土肥沃，微量元素丰富且富硒，萝卜产业的基础非常好，
生长出的萝卜非常甜。他的语气自信而坚定：我们所农业
科技人才济济，支撑一个萝卜产业技术研究院绝对没有问
题。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世界萝卜看中国，中国萝卜看
湖北，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证明，湖
北萝卜看天门，天门萝卜看多宝！

会议之后，又参观了蔬菜种植创新与遗传改良湖北省
重点实验室，大家饶有兴趣地与蔬菜育种栽培实验室、分
子生物实验室、萝卜优异种质创制研究实验室的科研人员
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最后看了健康蔬菜工厂。雨一直下着，
我们打伞一路参观交谈。
“拔萝卜，拔萝卜，嗨哟嗨哟拔萝卜”，我隐约听到了

儿歌优美的旋律，伴着南水北调哗啦啦的水声，在多宝湾
回荡……

天生萝卜多宝湾
◇祝福堂

去年，首次担任班主任，带的这个
班有点“特别”，特别之处在于大多数学
生都比较调皮捣蛋，“不听话”，不喜欢
搞学习。班上男孩偏多，男孩里有班霸，
有喜欢动手的，以前还跟老师对着干过，
也有总是“惹麻烦”的。我每天除了正
常的教学工作，班主任日常事务，最多
的就是和孩子们聊天，观察孩子们的近
况，做得比较多的事情就是课下找孩子
们聊聊天，查寝时和他们多说说话，因
为孩子们是寄宿生，一个星期才回家一
次，六年级，还小，他们更加需要的是
“看见”。

那一年虽然相安无事地度过了，但
只有我才知道，我为这些孩子们付出了
多少。当孩子们感受到老师不是压迫，
而是关爱，看见他们心灵的时候，他们
也会柔软下来，会愿意去停止破坏性的
行为。当孩子们被循循善诱，看见原来
还有这么多的方法时，他们也会判断哪
一种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

说到这儿，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男
孩的画面。每次我都安排他坐在讲桌旁，
因为他管不住自己，同时我又知道他很
聪明，一点就通。但是，开学没多久，
孩子们就纷纷向我告状，他又动手打人
了，他骂人了，他抢我的东西吃，我讨
厌他。
听着他们像放机关枪一样的话语，我

知道这个孩子没有坏心，他不是真的想这
样对待别人。因为一个人的眼睛不会骗人，
他的眼睛清澈干净，一尘不染。

于是，课下我找他谈了谈，我没有不
分青红皂白批评他，也没有拿老师的态度
来压他，我只是说：咱们今天聊聊？听说
你打人了？你为什么打他呢？他都做了些
啥？今天的情况你愿意跟我说说吗？我也
想听听你的故事，而不是从别人那里听到
的……就这样，我隔三岔五和他聊天，听
他说说心里话，在寝室的时候也会问问他
家里的情况。
经过多次了解，孩子放下了戒备，对

我没有了敌意。那一次是星期天，孩子们
返校，他拿出带来的零食非要给我吃不可，
我就知道他信任我了。

他告诉我：“我每次都从家里带很
多零食来，分给同学们，可是我想吃他
们的他们却不给我。”“所以，你就骂他
们，打他们吗？我想问问你，你带零食
来分给同学，你是想和他们交换零食还
是因为我有，我愿意去分享呢？”他说：
“我愿意分享，因为我有很多啊。但是，
有的时候，我也想吃他们的东西。”“我
觉得你很大方，你很棒，因为你愿意分
享，分享本来就是一种快乐，一种爱，
对不对？你分享的时候，没有想到说，
是为了和他们换零食吃吧？”他说：“嗯
嗯。”我又说：“爱是给予，如果你因为
分享了而强迫别人一定要跟你分享，这
不就变成了强制交换吗？交换不是爱，
但是如果你想交换，你在分享的时候，
可以说，下次我也想吃你的，我们交换
零食吧，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啊。另外，

如果别人不给，你就骂人打人，这样别
人会觉得你太霸道了，你要求别人一定
要给你，可是明明给不给都是别人的权
利，你说对不对？”他点了点头，我知道
他懂了。

于是，他一言我一语，我教给他一些
避免和同学冲突的方法，在后来的学习生
活中，我看到他慢慢做到了，不再动手
了，不再骂人了，学会尊重他人了。

当一个老师与孩子对立的时候，孩
子是不会相信你的，更加不会跟你讲他
的想法。一个老师，不仅是一个老师，
更应该是儿童心理咨询师，他应该清楚
地知道每个行为背后都有一定的动机，
而这个动机都是由一定的认知决定的。
所以在有效沟通中，给孩子表达的机会，
去了解孩子的近况和想法，或许有的孩
子只是想被看见，或许他们好久没有被
看见过了，他们只想得到一点关心关爱，
因为他们好久没有感受到存在感了。愿
孩子们都能健康成长！

一个看见的眼神，捂热孩子的心
◇石军民

无论以怎样的角度去看你都是千古迷茫
我感慨岁月沧桑逝者如斯
无论以怎样的角色走近你都是依附的子民
我在你的脊背上行走繁衍生息
在石家河遗址我们会感悟很多
比如发现水稻种粒我们生存之本不会丢弃
比如触摸陶器玉器我们精气之神就会富裕
我们是你忠实的读者
翻开一页一页历史都有人类相似的本性
或者战争瘟疫或者健康和平
你始终缄默无语

望着印信台追寻一场盛大的祭祀活动
我们还是姗姗来迟
赶场的脚步阻隔在铁丝网牢筑的樊篱之外
透过土层的缝隙足可以遁视人类的足迹
这似印章的方形台地
竟是先民们挥洒过宗教的舞台
坑坑洼洼每一处标注的出土物
依然残留着先人的温度
破土而出的信仰在废墟里疯长
想象活物祭祀场景无非一场游戏
愚昧与虔诚演示出一种文化
在印信台上经久不息

土城墙一道简易的土坎以古人的智慧夯实而成
岁月的荆棘任由今人修饰的理念
覆盖一层厚厚的草坪
墙头那棵树再怎么看也逃不脱孤独的支撑
尽管天空高远
视野中兀自生长一种诙谐的创意
晚霞辉映每个人的脸
所有的喜悦和温暖都来自土墙上方高歌的心情
以及远古城池里歌舞升平
这沉睡太久的梦啊
无端地萦绕倦鸟的啁啾
只有粼粼波光的护城河
依然忠诚地守候日月星辰

沉睡几千年的红陶杯从地里一件一件挖出来
它们惊慌着呻吟着
好奇打探这个陌生的世界
满地红色的红陶杯
是窑匠手中黄土和泥揉捏把玩的宠物
在熊熊火焰中历练重生
满眼红色的红陶杯在阳光下闪烁
映红了三房湾的窑场
映红了我们的脸庞和田野村庄
红陶杯啊红陶杯
千年等候
你送我一个不解的谜
我斟你一杯杜康的酒

石家河遗址及其他
殷刘昀

（一）

谁向春天早勒碑，
风霜饮尽占花魁。
冰肌玉骨何人识？
绰约银妆尽雪菲。

（二）

繁枝喜见蝶双嬉，
白鸽风摇朵朵奇。
素雅细观人欲醉，
枯荣一梦应时移。

白玉兰
◇黄世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