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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远

2019 年 10 月 7 日，是伟大的思想家王船山
诞辰 400周年。这个曾经在时间中一度湮没的名
字，至今也不是广为人知，但思想家的价值就在
于，他思考之深邃，如同以他为起点向前洞开了一
条时间的管道，而后来的我们，就在这管道中前
行。思想家，注定是人类中的极少数，像王船山这
样在明清交替、天崩地裂的特殊历史时刻，苦难煎
熬、孤独抗争而又自由思考的思想家，也独此一
人，但这个人，影响了无数人。

在船山先生诞辰 400周年之际，来回望这个光
辉的名字和他的传奇人生，无比惋惜在明末只有一
个王船山，否则大明怎会如此土崩瓦解，又无比庆
幸中国有这么一个王船山。中国，中华文化，不会亡。

一

这是历史上最山寨的称帝仪式了：
狂风大作，临时搭建的帐篷给吹倒了；暴雨倾

盆，宫殿“琉璃瓦”现了原型，涂的黄色颜料淌了一
地，染花了衮衮诸公的衣裳。《清史稿》载：“是日大
风雨，草草成礼而罢。”

这一山寨称帝仪式的主角是吴三桂，公元
1678 年 3 月，他筑坛于湖南衡阳回雁峰前馒头
岭，举行称帝加冕典礼。改国号为“周”，改元昭武，
改衡州为定天府，自称“大周皇帝”，封正妻张氏为
皇后。还建造宫殿 95间，象征九五之尊——时间
仓促，找不到足够多的明黄色琉璃瓦，只能用黄色
颜料涂涂涂。

吴三桂此刻仓促称帝，除了想过把做皇帝的
瘾，更多是一种“冲喜”性质——他在 1673 年于昆
明起兵反清，“三藩之乱”遂起，起初攻城略地，进
展顺利，但随着清军在岳阳一线阻住吴军攻势，吴
三桂的运气越来越差，屡战屡败，而同盟也纷纷降
清，内外交困之下，吴三桂想通过称帝来激励士
气、逆转颓势。

为了给自己的称帝仪式再增添点仪式感，吴
三桂想找名人给自己写《劝进表》——这是枭雄们
爱玩的把戏，明明自己对皇位垂涎三尺，偏偏还要
假模假样推辞一番，要别人再三劝说，以天下苍生
名义，哭着求着请他当皇帝，“天命所归”，非你莫
属，这才假意谦让无效、勉强实则欣然上位。《劝进
表》，自然是越有名的人、越有代表性的人来写最
合适。吴三桂的手下，推荐了王船山。

王船山是衡阳人，他出生地衡州城南回雁峰
王衙坪，距离吴三桂称帝处很近。王船山从小以才
华著称，14 岁中秀才，24 岁中举人，旋即天地大
震：闯王进京、崇祯自缢、清兵入关、铁骑南下……
王船山断了科举之路，却始终未斩断反抗清朝、恢
复旧国的努力，他誓死不降清，在南岳武装起义，
失败，出仕南明小朝廷，不顺，回归湖南，宁肯四处
逃亡飘泊，寄身荒山野岭，也誓死不降清，而且宁
肯丢掉脑袋，也坚决不薙发……这样的人物，如此
道德文章，俨然是反清复明的一面旗帜，由他来写

《劝进表》，多有号召力！吴三桂下令：快快快，找到
这位王船山，让他写！

王船山此时已结束了漫长而苦难的逃亡生
涯，隐居在今天衡阳县曲兰乡茱萸塘“败叶庐”，苦
心著述。面对吴三桂的要求，他的反应咋样？如果
能够还原历史现场，他做了三件事：一，面对来使，
坚决拒绝，并做恶心呕吐状；二，离家，逃亡，三，作

《祓禊赋》，痛骂吴三桂。
“祓禊”，意为除邪恶祭，反映了王船山唾弃吴

三桂反复无常卑鄙无耻的行径。值得一提的是，吴
三桂叛清后，王船山还一度被他忽悠过。

不得不说，吴三桂是个好演员，当初“一怒为
红颜”，引清军入关，成为覆亡大明的罪魁祸首。因
镇压同胞有功，分封云南，因为康熙要“削藩”，他
又起兵造反。他无耻到何种程度？起兵前，居然到

明永历帝朱由榔的墓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恸
哭，伏地不能起”—— 11 年前，就是他为了向清廷
表示忠诚，在昆明亲手杀死了朱由榔。当然，吴三
桂也知道自己名气太臭，为了忽悠人，编造了一个
谎言：“朱三太子”在军中，他起兵是为了讨虏兴
明。“朱三太子”即崇祯帝朱由检第三子朱慈焕，明
亡后一直传说他还活着，成为抗清义士的精神
寄托。

这个谎言骗了很多人，包括王船山，他为此离
开隐居地，赴长沙、渡洞庭、进江西，四处联络故
旧，图谋大业。但是，当吴三桂决定称帝，他苦心编
织的弥天大谎，自然破灭了——既然你要“复明”，
既然“朱三太子”还活着，你称什么帝啊，还国号
“大周”！骗子，无耻骗子！

无耻的吴三桂仅仅在衡阳做了五个月皇帝，
就暴病身亡。三年后，清军攻克昆明，“三藩之乱”
结束，吴三桂被剖棺戮尸。这个时候，王船山隐居
于石船山下湘西草堂，生活清苦，甚至连供他写作
的纸张都买不起，但他一直在写作，一直在思考，
在如豆油灯下写，在贫病交加中写。

相比吴三桂反复无常的一生，王船山最为后
人称道的，是他的坚贞不渝。即使复国希望已全部
破灭，他也不改大明衣冠，平时出门，哪怕大晴天，
他都要戴斗笠、登木屐，以示“头不顶清朝的天、脚
不踏清朝的地”。这不是行为艺术，这是一个老人
最后的坚持，最后的抵抗！

1692 年，正月初二，王船山于湘西草堂溘然
长逝，终年 74 岁。他最终实现了“完发殁身”的梦
想，以明朝遗臣身份下葬。此时，距离明朝灭亡，已
经 48 年过去了。

二

崇祯自缢、清兵入关，但明朝实力犹在，还有
百万军队，更有一个包括中央机构在内的诸般齐
全的留都南京，如若好好经营，并非不能支撑，甚
至可重演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延续国祚百余年
的历史，但南明，只有 18 年短命历史。

南明也不是没有民意支持，清军南下，在一向
气质温婉的江南，都遭受过剧烈抵抗，小小江阴
城，就英勇抵抗 81 天。清军进行了极其血腥的屠
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而江阴城破后，遗民
仅 53 人……

南明也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忠臣。可以
数出一长串名字，每个名字，都堪称铁骨铮铮：文
有史可法、瞿式耜，武有李定国、黄得功。还有像王
船山这样忠心耿耿、坚贞不渝的读书人群体，他们
宁肯牺牲一切，也不放弃维护明朝正朔的理念。

问题是，历史关键时刻，身居要津、把持权柄
的，都是些什么货色？

就以王船山为例，他在组织南岳武装起义失
败后，九死一生，投奔南明永历帝，意欲施展才干、
重振河山，却因为得罪南明权臣王化澄，差点死于
非命。

王化澄，素以贪婪著称，因拥戴永历帝有功受
到重用，在南明小朝廷，此人内结权监和内戚，与
王后兄长王惟恭以王氏通族称兄道弟，升兵部尚
书、东阁大学士，主理阁务。又外结悍将陈邦博，

《清史稿》载：陈邦博此人劣迹斑斑，行贿得武科出
身，邪气十足，但能言善辩。降清明将李成栋攻陷
梧州时，他曾秘密致书投降，待李成栋又投向明朝
时，陈邦博立即焚降书，并冒李成栋“猎为己功”，
上奏南明小朝廷：“是我策反了李成栋。”他还贿赂
锦衣卫指挥使马吉翔，改敕“居守”广西为“世守”
广西。又掠夺瞿式耜军粮，阴谋劫永历帝降清。后
来他投降了清将孔有德。

永历四年冬，降清将马蛟麟陷梧州，王化澄弃
永历帝“挟厚赀避居平南山中”，为马部执杀，他苦
心积攒的钱财，也被抢掠一空。

陈邦博的下场呢？他后来被抗清名将李定国

捉获，磔于市，人人称快。
读晚明史，会有一种彻骨的寒意：为什么偏偏

是那些既无才干又不忠诚的王八蛋，掌握了大权？
那些手握重兵的将军，热衷内讧，抢夺地盘，

清军面前，却畏敌如虎，一触即溃；那些身居高位
的权臣，党同伐异，勾心斗角，大厦将倾，犹内斗
不止。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没有接受过专业军
事训练的文人，却浴血奋战，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那些没有多少权力和资源的小官，却竭力支撑，甚
至付出一家一族的性命。他们是在那段历史密集
出现的悲剧英雄。

譬如王船山的至交好友瞿式耜，他的命运，最
能说明南明的绝望与绝望中的坚贞。

瞿式耜是个典型的文人，但在危难时刻，一介
书生，创造了以劣势兵力三守桂林的战绩。遗憾的
是，面对南明小朝廷令人绝望的内讧，他独力难回
天。1650 年，清兵自全州进，桂林大乱，永历帝逃

向梧州。前线溃退下来的官军，沿途掳掠，秩序
大乱。驻城将领不战而逃，瞿式耜气愤到极点，
捶胸顿足说：“国家把高官厚禄给这些人，现在
这般行径，可耻！可耻！”
形势越来越坏，男女仆从也走散了。他的侍

从武官备马请他出城暂避，劝他说：“大人是国
家栋梁，一身关系国家安危，突围出去，还可号
召四方爱国志士，再干大事。”瞿式耜已经绝望，
挥挥手说：“我是留守，我没有守好这个地方，对
不起国家……”整整衣冠，端坐在衙门里。总督
张同敞，从灵川回桂林，听说城里人已走空，只
有瞿式耜没走，遂与之会合。二人相对饮酒，赋
诗唱和，直到清兵进城，从容就义。

瞿式耜的绝望，王船山感同身受。他后来写
诗描述了这种绝望的感受：“门前鹞子掠檐过，
乳雀还争越燕窠”（《忆得·绝句（其六）》）。

这是历史惨痛的教训：晚明系统性溃败，首
先是用人体制的溃败，德不配位，劣币驱逐良
币，一艘大船已经千疮百孔，即将沉没，还有人
在拼命凿洞。有人要堵，反而被群殴，“要死一起
死，你想干啥？”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末日心态呢？要么是有
人早就准备好了逃生的小舢板，甚至另一艘大
船的船票；要么是糊涂透顶，只管这瞬间的享
受，哪管下一秒洪水滔天。

王船山离开了这条船，他做了另一个选择。

三

明朝已不可恢复，王船山将他的余生，全部
用来著述，目的只有一个：文化复国。

近 40 年时间，他写了四百多卷八百余万
字，深刻犀利，又博大精深。他因此被誉为百科
全书式的思想家，对后世影响巨大，人们甚至
称：“北有孔夫子，南有王夫子”。

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王船山的思想，简而
言之：

在哲学上，王船山攀上了中国古代哲学的
巅峰，他总结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思
想，“太虚一实”“气者，理之依”，认为世界是物
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人的意识、观念，不可能
离开物质而存在，批判了唯心主义关于人的主
观精神是宇宙本原的观点。

王船山批判“泥古薄今”，阐明了人类历史
由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他坚信：未来会
更好。

他同时认为，天地万物“变化日新”，“新故
相推，日生不滞”，一旦事物不动，就必趋腐败。
历史是发展的，时代是变化的，所以随着历史的
变化需要进行社会变革。

王船山认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而不是
所谓“天命”。他批判了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所
主张的“五德始终说”，“五德”是指五行木、火、
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邹衍认为：“五德”
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决定了历史变迁、皇朝兴
衰。这一学说为很多人接受，以此来解释改朝换
代的“天意”，比如，明朝的“明”属“火”，火克金，
而水又克火，皇太极因此将“后金”改为以“清”
为国号，最终“清水”灭了“明火”。王船山斥之为
“邪说”，认为这种方士的五德始终说为野心家
阴谋家篡夺政权制造理论依据。

在知行关系上，王船山强调行是知的基础，
一切学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用。他治学崇尚
经世，他批判阳明学派空谈心性轻视务实，认为
这是导致明亡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王船山有浓厚的“民本”思
想，他认为，要维护君王统治，但是，如果君主做
不到“天下之公”，以一己私利而获罪天下百姓，
就必须革除他的君位。在他身处的那个年代，能
够提出限制绝对君权，难能可贵。

用今天的话来说，王船山的著述，基于问题
导向，充满批判精神。他既拥有坚定的中华文化
自信，又系统反思国家政治兴亡治乱的经验与
教训，廓清迷雾，正本清源，寻找民族复兴的道
路。他是一个杰出的爱国者，一个深刻的批评家
（他批判过朱熹、王阳明、司马迁，甚至还有孔
子），一个关心民瘼的哲学家。晚清以来，处于忧
患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自我修炼还是
寻求“变法”，无论是推翻满清还是抵抗日本入
侵，都能从王船山的著述中汲取营养，都能从中
找到批判的武器。曾国藩、胡林翼、郭嵩涛、谭嗣
同、梁启超、黄兴、章炳麟、杨昌济、毛泽东等人，
均不同程度受过他的影响。

曾国藩是王船山思想的有力传播者，同时
又是王船山的忠实粉丝，他评价王船山“硕德贞
隐”，无论何等艰难困苦，哪怕天下人都反对，也
能坚守自己的信仰和理想。

“诚”，是王船山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曾国藩深受影响，在率湘军驻祁门大营
时，他曾这么训斥爱睡懒觉不参加军营早餐暨
晨会的的李鸿章：“此间所尚的，惟一诚字而
已！”

1914 年，长沙成立了船山学社，时常举行
讲座，其中有一个认真的听众，就是青年毛泽
东。他在学生时代的笔记《讲堂录》中，就记下了
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
者也”论断，并做了发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朋
友萧三回忆说：“长沙城里曾有人组织过‘船山
学社’，每逢星期日举行讲座，讲王夫之的学说。
泽东同志邀请我们少数人也去听讲，他极其推
崇王船山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毛泽东还以船山学
社为基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1937 年，毛泽
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备课时研读过

《船山遗书》。由于手头该书不齐全，还写信给在
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求帮忙设
法补齐所缺各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两次为
“船山学社”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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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 年，距离生命终点还有最后的 2 年多
时光，71 岁的王船山给自己写了墓石铭：

“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所致，希张横渠之
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恤以永世。”

这是他给自己的一生总结。
前半生，他是刘越石，即刘琨，那位以豪雄

名世的西晋将军，毕生与匈奴、羯、鲜卑等外族
浴血奋战，意图恢复河山，然而悲剧收场。

他穿越时空与刘越石神交，后者英雄路穷、
壮志未酬的悲愤，他感同身受。

后半生，他是张横渠，即张载，宋代大儒，无
神论者，唯物主义气一元论哲学开创者。

他推崇张载学说，并将气一元论和中国古
代哲学发展到了一个巅峰。

其实，王船山不是刘越石，也不是张横渠，
他就是王船山，见证古代中华民族拥有深邃思
想的优秀代表。

王船山影响的，远不仅仅是伟人、名人。时
至今日，在王船山故居湘西草堂一带，尤其王姓
后裔，白喜事都不请和尚道士做法事。王船山生
前，“辟佛老而正人心”，批判宋明以来的唯心主
义理学与佛、老交汇合流的现象。王船山的好友
方以智（也是明末清初一牛人，传说是他创办了
天地会）逃禅，并劝告王船山随他一起逃禅，在
当时“留发不留头”之腥风血雨下，剃个光头假
扮和尚，倒也是不错的选择。但王船山拒绝了。

无论青年、中年还是老年，王船山都不属于
“佛系”，他是一个战士。

这正是王船山的魅力！

王船山：反清复明终梦破，“文化复国”留遗芳

“在王船山诞辰 400 周年之
际，回望其传奇人生——前半生，
他穿越时空与刘越石神交，后者
英雄路穷、壮志未酬的悲愤，他感
同身受。

后半生，他是张横渠，即张
载，宋代大儒，无神论者，唯物主
义气一元论哲学开创者。

其实，王船山不是刘越石，也
不是张横渠，他就是王船山，见证
古代中华民族拥有深邃思想的优
秀代表

宋扶日

现今，发展迅猛的电子竞技产业，成了年轻群体
的追捧对象。它带来很多商机，也带有时代的新
气象。

许多现代的事物，在古代几乎都可以找到先例，
游戏也不例外。在中国历史中，出现过许多类型的游
戏。内容丰富，兼具趣味性、竞技性以及文学意味，虽
隔着久远时空，却依然有鲜活意趣。

九连环，是益智游戏中很有代表性的，难度也非
常高，解锁连环套的过程，会充分锻炼人的耐心、判
断等能力，其变幻多端的魅力，培养了缜密的逻辑思
维，其中还蕴含了对“九”这个数字的原始崇拜。《红
楼梦》中，就出现过九连环。另外，与之相似的游戏，
还有七巧板和鲁班锁，都是文明的精粹，以娱乐的形
式，进行传播。

各种棋类游戏，也是古代风行的娱乐方式。围
棋、象棋、军棋等，现在依然很有影响力，与古代棋文
化渊源深厚。有一种业已失传的棋类游戏，在唐宋两
代，曾风靡多时，称为“双陆”。它是有西域血统的游
戏，似乎是现代飞行棋的前身。据说，武则天十分钟
爱双陆，后来还东传到日本。小小的棋艺，却是文化
交流的缩影。

每一代人，记忆中的游戏都是不同的。无论是丢
沙包、弹玻璃球，还是小霸王游戏机……还有一种叫
“大富翁”的桌游，想必也是许多 80 后的童年必备。
其实，在 18 世纪的欧洲，就有过类似游戏的雏形。在
古代中国，有一款“升仙图”游戏，也与“大富翁”有几
分相似，它以投骰子决定进退、输赢，还结合了年画
艺术，将民俗与娱乐活动生动地交织在一起。

要说兼具礼仪培养、身体锻炼于一身的游戏，“投壶”是一个典
型。我曾在苏州的状元博物馆，看到过儿童参加这项活动。那是一
个国学课程，小朋友们穿着古装“校服”跃跃欲试，场面生动鲜活。

这个活动，继承了“射礼”中“正己修身”的内涵。隔着一定距

离，将箭矢掷入长窄的壶口内，需要一定的专注力。
儿童从小练习，会对身心有益。

在民间，除了上述正统的投壶方式，也有很多花
式玩法，强调了此游戏的多元价值。《镜花缘》里，就
提到了“鹞子翻身”“朝天一炷香”等技艺，融合了杂
技、武术等元素。

古代游戏犹如绚烂的万花筒。有种亲近自然的
活动也是别有趣味，那就是端午节的“斗草”。少女们
在端午那天，会带上四处收来的奇趣花草，与朋友们
相聚，交流品评。

这游戏，对人的文化知识是种考验。采花人要通
晓所收集花草的人文背景，更要与大家积极互动。游
戏中，一方会拿出一种植物，并说出其名，这就相当
于上联；另一人要迅速取出另一种植物，并用它的名
字做出下联，而且要对仗工稳，方可取胜。

在古代，与文学交融的游戏还有很多，在觥筹交
错的饮宴中诞生的行酒令，就极具风情。其中，有要
求诗句中须带“花”字的“飞花令”，也有摇抽“令签”
“酒筹”后，现场说令的内容，还有掷骰行令的活
动……无数诗文、传说、典故，活跃在这些文字游戏
中，考验着游戏者的文化功底、应变能力，更是文艺
作品经久不衰的表现对象。

日本也有不少风雅游戏，有代表性的就是纸牌
游戏“百人一首”，它汇集了 100 位古代文人的作品。
游戏中，当吟唱者即兴吟出某诗的片段时，游戏选手
要“稳、准、狠”地在 100 张纸牌里，找出印有该诗歌
的纸牌，谁背诗背得熟，谁就有机会迅速取到牌，最
终获胜。

包罗万象的游戏，随着时代变迁，从实体形态转
向虚拟形式，是人类精神需求的反映。在当下社会，
新锐的电竞行业，充满了多元的发展趋向。但对电子

游戏本身的的态度，我认为依然要有节制。电子游戏能释放自
我，也会束缚自我，它的确是把双刃剑。

相对而言，古代的游戏却基本是在竞技与娱乐中彰显文
化价值。尽管时代更迭，但它们蕴含的情怀依然令人回味。如
果有可能复兴古代游戏，定会为生活添彩。

古
人
精
彩
无
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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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画像。
湖南省衡阳县船山纪念馆供图

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溯溯源源 （上接 9 版）“改革开放初期，移民外出打工比本地人多
得多。”全淅林说，“越穷的地方出去的越多，贫困逼得人没
办法。”在上海，甚至出现了“小罗城”，罗城是大柴湖一
个村。

2004 年，钟祥开始给大柴湖“松箍”——组织部分移民
自愿搬迁到县内其他乡镇，缓解大柴湖移民人多地少的发
展瓶颈。为了让移民安下心，县里给每户移民在新安置地盖
好了瓦房，并承诺给予移民和迁入地居民相同规模的耕地
面积。

从大柴湖镇曹寨村的移民曹明虎，迁入冷水镇董沟村
之后，分到了 7 亩多良田，又承包了当地 70 多亩耕地，两年
不到就买了夏利小车跑客运，让许多不敢搬的移民眼馋。

2006 年，马强把家里用了几十年的挑水扁担和“压把
井”的龙头收了起来。当年年底，大柴湖新自来水厂正式供
水，移民们告别了喝了几十年卡喉咙的腥臭地下水，汉江
水通到了每家每户。丹江是汉江的支流。通水的那天，一位
70 多岁的移民说，压根没想到自己还能喝到老家流来
的水。

2014 年 1 月，湖北荆门大柴湖经济开发区挂牌成立，
成为湖北省最年轻的省级经济开发区。从那时起，汽车制造
及零部件产业园、光电子产业、精品花卉产业逐个在大柴湖
安家，移民们在家门口也有不错的收入。大柴湖逐渐变成
“财湖”。

“从前穷出了名，很多人不好意思提自己是大柴湖人。
现在大柴湖发展得比本地乡镇还好，不少人觉得挺自豪。”
马强说。

共饮丹江水

全淅林的老母亲去世前，一直念叨着回淅川老家去瞧
一瞧。可当时经济条件差，交通也不方便，得一路颠簸折腾，
怕母亲身体吃不消，所以一直没能成行。

上世纪 80 年代，淅川和大柴湖通了直达的客车，每天
只有一趟。当时返乡探亲的移民络绎不绝。

有一回，几个年轻人背着一个老移民上了这趟客车，一
路神色紧张。直到下了客车，司机才发觉老人已经去世了。

原来老移民生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回淅川看看，死后把自己
埋在淅川的高坡上。

尽管搬来大柴湖 51 年了，杨俊道和许多一代移民一
样，始终认为自己是河南人。现在杨俊道还是只会说河南
话，日子也按照河南的过法来。

这样的“河南特色”正在移民二代和三代身上褪色。
杨俊道的孙子杨凯（化名）见本地人能说些本地话，在家
能说些河南话，在学校说普通话。而在饮食上却更接近湖
北习俗，吃米饭，喝米茶。

有一年清明，杨俊道领着全家回了淅川扫墓。那时杨凯
还小，杨俊道指着水库对杨凯说，“咱们家以前住的地方就
在水里面，为了建丹江口水库搬走了，咱们的贡献是不是很
大？”

全淅林曾问过在外务工的移民二代认为自己是河南人
还是湖北人，很多人说不上来，只说自己是大柴湖人。

为了让移民后代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从上世纪末开
始，曾任大柴湖文化站站长的全淅林开始有意识地收集移
民口述史。2005 年，全淅林出版了《移民大柴湖》一书。一
位在外打工的移民二代给全淅林发来短信说，“以前甚至
不敢承认自己是大柴湖移民。读了您的文章，才知道心中
的阴影是我们不了解历史造成的。”也有本地老户看完主
动对全淅林说：“是你给我们补了一课，看完我才知道什么
是移民。”

去年 12 月，全淅林念叨了好几年的移民纪念馆正式开
工。全淅林打算在纪念馆的一面墙上写上“舍家为国，团结
奋进”几个大字。全淅林说，“当初四五万移民来到这片荒芜
的芦苇荡，要是没有这种精神的话，人早就垮了。”

杨凯觉得自己爷爷那一辈人“很有勇气”。他也问过杨
俊道，当初从老家搬过来后不后悔。杨俊道说，南水北调是
国家需要，现在大柴湖建设得也挺好。

2014 年 12 月 12 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
通水。河南淅川正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和
渠首所在地，既是“大水缸”，也是“水龙头”。当时，杨凯
已经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了。杨俊道激动地对他说，
“我吃的是丹江水，你吃的也是丹江水，咱们吃的还是
河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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