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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仲池

一

我第一次登上南山之巅，是在一个夏日

的清晨。

飘浮在峰顶的团团乳色雾缕渐渐散去，

金子般的阳光，洒满云中草原。站在巨大的白

色风车高塔前的草坪上，俯瞰绵延伸向远方

的草甸，放眼四周奔涌的山岭绿浪，心情格外

的舒展辽阔。

南山草原，位于湖南城步县城西南部，湘

桂交界山脉的北麓。这片面积 23 万亩，曾经

荒凉贫瘠的高山野岭，经过 60 多年的开垦、

治理、修复、保养，现在变成了青草繁衍茂盛、

生态良好的中国第一牧场。

我走近草地。一丛丛、一片片绿茸茸的鲜

嫩小草，在清凉的风中轻轻摇曳。银白、粉红、

橙黄色的野花点缀其中，一同散发出清甜的

湿润芬芳，愈衬托得空气澄净清爽。

这时，成群的黑白奶牛，出现在起伏宽阔

的草地上。它们披着阳光在缓慢踱游，格外悠

闲散漫。几条毛色黑亮的肥大奶牛，带着一群

小牛朝我们走来，它们亲密无间、戏耍追逐，

在草原世界安然生息。我情不自禁地从草地

上，小心翼翼地拔下一株小草，放到手中细细

地端详。小草的叶片、叶尖沾着潮湿的晨露，

晶莹绿透。我轻闻它的气味，清芬沁入心间，

让我神清气爽、思绪飞扬。

二

岁月总会有许多值得珍藏的风云故事和

美好记忆。

此刻，我想起车子在上山途中，沿着蜿蜒

的山路，螺旋式向山顶缓慢爬行，那种如腾云

驾雾的感觉，就知道这座山很高很大很险峻。

果然如此，行至半山转弯处一块平地时，迎面

峭壁上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我们下车走近

石碑，便看到上面镌刻着长征时，曾任红军总

政治部宣传部长陆定一写的散文《老山界》。

文中描写 1934 年 12 月的一天红军翻越

这座大山的情景：“满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

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

‘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起来，分

不出是火还是星星。这真是我生平没有见过

的奇观……走了半天，忽然前面又走不动了。

传来话说，前面又有一段路在峭壁上，马爬不

上去。又等了一点多钟，传下命令来说，就在

这里睡，明天一早登山……老山界是我们长

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

这篇不长的纪实散文，十分细腻地描绘

了红军翻越老山界的艰难和危险。中央红军

红六军团时任政委的王震将军，极目眼前纵

横八十里大南山时，面对茫无涯际的高山草

地，情不自禁地说：“多好的草地啊，待革命胜

利后，一定要在这里办一个大牧场”。

这是一个红军将领的预言，更是共产党

人对锦绣前程的自信展望。

现在我眼前的万顷碧野，在草原上蠕动

着的数不清的奶牛；山峦坡边层叠的白色场

房；像玉带一样缠绕峰峦的盘山水泥公路，一

直跃上山巅。这幅像油画一样色彩鲜明的南

山草原风情画，不正是王震将军当年所期待

变成的现实情景么。

1956 年 3 月，共青团湖南省委和邵阳地

委发出号召，组织了第一批来自长沙、邵阳等

城市的知识青年共 950 人，肩挑棉被、锄头、

蓑衣，一步一步，像当年红军一样登上南山，

开始了开垦南山牧场的大会战。一开始，组织

上就从这支队伍中，挑选了 16 个先遣队员，

冒着寒冷的秋雨，把 2000 多斤重的发电机，

从 120 里外的地方，经过 40 里的崎岖小路和

险道，5764 梯陡壁，搬上了海拔 1800 多米的

南山之巅。从此，点亮了第一缕照亮大山的灯

光。

这群新中国的第一代热血青年，在南山

巨大的绿色怀抱里，抒写着青春的火红诗篇。

三

这时，朝我们走来了一位留着平头、穿着

蓝色衬衫、朝气蓬勃的小伙子。湖南南山牧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慧告诉我，他叫肖海龙，今

年 46 岁。他父亲叫肖吉成，是上世纪 60 年代

第二批扎根南山牧场的知识青年。在开垦牧

场的艰难岁月里，肖吉成样样活都干得很出

色。他从一个普通养奶工，当上了奶牛队队

长。他对牧场有着至深的爱。

1972 年国家有政策，知识青年可以回城

安排工作。可肖吉成选择留下，在南山牧场成

家立业。1975 年，肖海龙在南山大坪草场一栋

简陋的石头房子里出生。大学毕业后，他立志

走父亲的创业之路，毅然回到南山牧场工作。

在牧场工作之初，听牧场老职工讲他父亲通

过大胆试验，把南山种牛西门塔尔由传统的

家养转变为放养，成为轰动当地的南山牧场

劳动模范的故事。只要一遇到困难，他就自然

想起当年父亲的精心探索过程，从而坚定自

己的意志。就这样，肖海龙在南山牧场从职

工，到班长、分厂长，直到原公司重组。姚慧到

南山创建新的奶业公司，他继续留下来，支持

协助姚慧创业。现在他成了南山奶业公司专

抓生产和技术管理的副总。我紧握着肖海龙

的手，感到他的手厚实有力。

在南山牧业的展厅，肖海龙指着墙壁上

挂着的 1973 年 4 月 12 日王震将军到邵阳视

察工作，听取地委领导汇报开发南山的照片，

对我说：“当时听了汇报，王震将军指出，南山

乳、牛肉养殖完全可行。要办好这个点，在湖

南推广。他还指示，湖南省委要给予种牛、贷

款、种草、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接着，肖海龙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感人至

深的故事。为了优化南山的草种，在王震将军

的关怀下，不久省里就请来了澳大利亚育草

专家盖勒希。

盖勒希对南山牧场情有独钟。他一来到

山上，顾不得休息，就走进草地观察、探看，脸

上总是洋溢着对这片大草地的爱抚之情。他

将自己带来的 32 个牧草品种，与南山牧场的

技术人员一道精心试种、细心观察、耐心培

植，全身心都倾注到种草上。

经过两年的试验，他们发现黑麦草、白三

叶、地三叶在南山适应性很强。它们的显著特

点是没有枯草期，抗旱耐寒，而天然草场每年

11 月进入枯草期，到次年 4 月才返青，枯草期

达 5 个月之久。同时，这些品种产量高，营养

丰富，一年四季青绿，再生能力强，亩产鲜草

可达 3200 公斤至 3600 公斤，而自然牧场的草

生长缓慢，一年只一茬草，亩产鲜草只有 600

至 800 公斤。这三种优质人工草，提高了载畜

量，增加了产奶量，成为南山牧场的当家牧草

品种。

盖勒希逝世后，他的夫人遵照他生前的

遗嘱，带着盖勒希的骨灰来到南山牧场，将大

部分骨灰撒在南山，他曾经翻耕播种的草地

上。一部分放在骨灰盒里，安葬在草坪的坟墓

中。

一个外国友人，对南山的爱与眷恋，就如

南山的青青牧草，永远鲜美碧秀，在高山之巅

绽放着人性的光芒。

四

时间之河，总是波涛推涌，滚滚向前。从

1975 年成立南山牧场，几经曲折、壮大、坎坷、

发展，也在不断地锻炼着一代又一代南山牧

场的青年人。城步抓住了南山国家公园体制

改革试点的机遇，推进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

调整。姚慧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带领他的团

队登上了南山之巅，在一片崭新的天地，开始

了自己新的创业之路。我直截了当地问姚慧：

“你可否告诉我，为什么要迈出这一步？”姚慧

不假思索地说：“这应该是我们父子对南山的

不解情结。”

上个世纪 60 年代，姚慧的父亲姚联盟，

是邵阳地区粮食局干部。32 岁时，他被地委

派到城步县做扶贫工作。在姚慧的童年记忆

里，父亲对红军长征爬过的老山界、王震将军

支持办南山牧场的历史非常清楚，总是编成

生动的故事讲给他听。并告诉姚慧，当时山上

没有电，是他整合扶贫资金，和乡亲们一道在

半山腰的五团镇，建起了第一座高山小水电

站。看到山上亮起了灯，他当时是多么的高兴

呵！

姚慧 1980 年出生，在中国对外贸易大学

毕业后，赴英国拉夫堡大学深造，并获得硕士

学位。2003 年回国后，在中粮集团工作 9 年，

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2012 年，他回到家

乡，投资创建了湖南南山牧业有限公司。从

此，他又沿着父亲的足迹，走进南山宽阔的绿

色怀抱，去继续实现父亲的梦想。这年，他也

正好 32 岁。

现在南山牧业有限公司，拥有常温液态

奶生产线、奶粉生产线和低温奶生产线共 8

条，年加工乳制品 2 万吨。已成集牧草种植、

奶牛养殖、乳品加工、物业旅游为一体的全产

业链奶业企业，是全国独有的国家公园特许

经营的奶业企业。

牧场的夏天，凉风习习，绿波翻滚，草香

阵阵，一点也不觉得炎热。镶嵌在绿色草原

上的奶农屋舍，白墙黑瓦，披绿含翠，错落有

致地排列在山峦坡边，点缀着南山的独特风

景。我们来到山腰，漫步在人流车流相拥的

街市。

穿过街市，姚慧领我们参观他们新建的

现代化乳制品加工厂。他告诉我，近些年来，

他们大胆引进澳大利亚纯种荷斯坦奶牛、优

质草种和先进的种草技术，实施“公司+农

户+合作社”的发展模式。主动与农户签订鲜

奶、饲料收购协议，以高于国内平均收购价

格，让利给 2000 余名农户种草、养牛，改良草

山。通过产业发展，还帮扶了 6500 多名贫困

人口脱贫。

姚慧清楚地记得，金童山村的刘德文，过

去靠种几亩农田度日，家里十分困难。自从他

家到南山牧场饲养了 20 头奶牛，加上刘德文

又入职到南山牧业奶源部，家庭收入达 20 万

元，过上了小康生活。现在南山草原的奶牛产

业带动了 3000 多人就业，同奔富裕之路。

在公司会议室，我一边品味着可口的鲜

奶，一边问姚慧，当初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听

了我的问题，姚慧怔了一下。他对我说：其实，

当时想得很简单。我认为自己是学国际贸易

的，自信自己的能力。可是没有想到，当我深

入南山牧业，望着荒凉破旧的厂房，稀疏的坑

洼的草地，心里凉了半截。这个时候，不少奶

农来到公司，打听什么时候能收牛奶。当地镇

村的老百姓也眼朝他们，渴望厂房尽快开工

兴建。可是重组之前，原企业发生的一些债务

纠纷，还没有彻底理清，又时有人来上访，干

扰我们的正常工作。再加上之前的牛奶销路

全部中断，亟待与新客户接上联系。这一切，

让我手足无措、一筹莫展。我是一个倔强的

人，在读大学时，我就立志要特立独行。即使

现在面临各种挑战，我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

多少个不眠的夜晚，我独自在工地、草地徘

徊。我会想起老山界红军高举的火把，王震将

军在南山留下的嘱托。这时候，总有一股力量

和温暖在心中奔涌。在那些日子里，我起早摸

黑，终于筹措到了足够的建设资金，找到了理

想的施工队伍。仅仅用了 3 个月的时间，我们

日夜奋战，在旧厂的废墟上，建起了面积达

4000 多平方米的新现代化液态车间。在县政

府的支持下，成功地把第一批液态有机奶送

到了城步县 50 万中小学生的手中。

穿过牛奶样品展示中心的宽敞走道，经

过老厂址时，我看见了一栋已维修一新的石

头垒的厂房。这厂房不高，显得苍老、庄严、色

泽厚重，但从这栋石头厂房可以看出，昔日老

一辈创业的艰难和辛劳。姚慧和他的团队，重

组南山牧业公司，其实是沿着第一代南山牧

场创业者的足印，接受青春新长征的神圣洗

礼。他们的血脉和力量、意志和精神，依然来

自南山的每一寸山地、每一条溪流。

五

树欲静风不止，行船又遇顶头浪。2020 年

初突发的疫情，给姚慧的公司当头一棒。这是

一些蒙着阴霾、带着寒冷的日子，草原夜空的

星光变得暗淡，峭壁上的劲松挂着愁云，明亮

的车间机器在发出呜咽，南山的奶农脸上消

失了笑容。人员要隔离，市场要关闭。奶农的

牛奶如果不收，他们将失去生活的依靠。收了

牛奶，工厂就不能停止生产。生产出的牛奶又

无法销售，一箱箱的牛奶没有地方存放，企业

面临巨大的亏损。姚慧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几

乎就要倒下。

这些日子，姚慧一次又一次经过老山界

的石碑前。

“到了山顶……我忽然想起将来要在这

里立个纪念碑，写上某年某月某日，红军北上

抗日，路过此处。我们完成了任务，把一个坚

强的意志灌输到整个纵队每个人心中，饥饿、

疲劳甚至受伤的痛苦都被这个意志克服了，

难翻的老山界被我们这样笨重的队伍战胜

了。”

那一刻读着这段不知读过多少遍的文

字，姚慧心里有特别的感受。他真正地明白

了，当年陆定一写《老山界》的真正意义。一个

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

代的长征，南山在看着姚慧和他的员工们。

一切都在重新开始，一切都在有序继续。

每个月只发半个月的工资，员工们无怨言；奶

农家的牛奶没有停止收购，农民们感激不尽；

工厂的车间依然转动机器；仓库放不下的产

品搬到了会议室；资金链条用心在无缝连接；

销售渠道在用真诚溶解瓶颈……

疫情终于慢慢缓解下来，姚慧和他的团

队，又迎来新的转折点。城步县委、县政府绘

就的“中国南方乳业之都”的蓝图，已经铺进

了南山奶业 232 个员工的心中。姚慧告诉我，

现在他们正在集中人力物力和技术资金，扩

大生产基地，让城步和南山成为精品乳生产

基地和牧业旅游观光基地。到 2025 年实现建

成“中国南方乳业之都”的愿景。

夕阳西下，我站在紫阳峰的绿色草地，

看天边绚烂的晚霞编织的奇幻图案和飞越

群山的辉煌彩虹；回望南山最高峰上泛起的

金红云霓，细览脚下如茵的草地上，纵横伸

展的、用灰色石头垒砌的神奇“小长城”，感

情的波涛在胸中激荡。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

时代，我愿自己，也变成南山红色血脉和绿

色乳汁，滋润出的一丛青草、一缕绿浪、一片

海蓝。

“创业导师”
炼成记

朱春雷

十年，弹指一挥间，如飞驰的高铁，瞬间

即逝。从待业者，到创业者，到创业导师，一

路走来，桩桩件件，记忆犹新。

2012 年，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年

份。这一年，虚岁 30，当爸爸了；这一年，在长

沙贷款买的小三房搁置两年，终于完成装

修，搬进了新家，真正意义上有了属于自己

的小家。

不过这一年，小儿出生听力筛查未通

过，诊断为先天性神经性耳聋。为照顾儿子，

我选择了辞工，成为一名待业者。

那段时光，是黑暗的。我打零工，兼职做

一些事情，同时努力学习听力康复知识，给

孩子更多的爱和陪伴。

年底，前同事找到我，提议趁着年轻做

些有意义的事。两岁多的儿子，并没有我们

想象的那么糟糕，佩戴上助听器，基本能正

常交流。不经意间的成长，也时不时给家庭

带来惊喜和乐趣，我的心情渐渐晴朗起来，

于是积极响应。

辞工前，我在原单位工作约有 10 个年

头。于是，我选择持续扎根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领域。长沙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孵化器)

给我们解决了办公场地问题。

入驻孵化器期间，得益于好政策，为我

们减免房租，还不定期开展政策解读、创业

辅导各类培训，降低了创业成本，让我们少

走了弯路。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声振奋人心

的召唤，我们开始招兵买马，从 2—3 人发展

到了近 20 人的团队。耕耘自有收获，公司在

成长。2017 年，我们在麓谷新长海园区购置

了两百余平方米的办公室。

“双创”的浪潮持续向更大范围蔓延，自

上而下，政府先后出台系列政策。2018 年 9

月，我们引进新的合伙人，先期承租两千余

平方米场地，开展双创孵化，陆续盘了周边

园区新的场地达两万余平方米。同年，公司

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创业并非一帆风顺。想加速推进业务，

人员配备不齐；想把服务做得更好，综合素

养全面发展的同事不多；高层次人才难招难

养，很多事情滞缓……特别是到 2020 年，一

方面要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入孵

租客企业业务停滞，退租、办公场地空置；一

方面是我们缺少相关管理制度，业务骨干相

继离开。

我们开始苦练内功。建制度、梳理并完

善流程规范；克服疫情影响，从头再来，重构

团队。在这极不平凡的一年，我们还做了一

件更有意义的事情，为在孵企业减免租金约

80 余万，也因此获评为湘江新区双创示范平

台。

去年 9 月，运营的一个项目被认定为省

级众创空间，与此同时，我们搬进了新的办

公大楼，以崭新姿态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下

设了几家子公司，可以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专

业服务。高新企业三年一轮，去年进行了重

新认定，经过专家评审，挂网公示，近日又再

次获得颁发的证书和牌匾。今年，我也有幸

备案成为了省级创业导师。

10 年间，我们先后得到了区一级、市一

级、省一级相关部门的专项扶持，政策助力

发展，眨眼间，人员规模也从 50 人即将要扩

大到 80 人。

“虽然前方拥堵，但你仍然行驶在最优

路线上。”这是某地图导航软件里面的一句

语音提示。喧嚣的城市，人多车多，高峰期易

焦虑。但这句富有哲理的话，可以静心、养

性。今天拥堵，会想着走错道了，应该走另一

条，其实，世界很大，世界也很小，并没有那

么多弯弯绕绕，选择了便只管风雨兼程。

弹指一挥间，十年。这十年，历经磨难和

挑战，但更多的是成长和收获。我想积极投

身区域经济建设，发挥引导帮扶作用，为行

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独有的力量和优势

资源，体现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

大道向前，迎着双创的风，我愿和优秀

的创新创业者，优秀的企业家朋友们，持续

奋斗，一起走向未来。

（本栏目欢迎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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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牧场，肥硕的奶牛在悠闲吃草。 城步县委宣传部供图

夏季，南山牧场依然十分凉爽，游客在草原上游玩。 辜鹏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