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示：
岳阳古称巴陵，距今已有 2500多年历史，为江南最早的古城之

一。210年，东吴孙权在今岳阳市平江县东南的金铺观设汉昌郡，乃岳

阳建郡之始。291年在巴陵置建昌郡，1369年设岳州府，1899年清朝

在岳州开辟通商口岸。1964年 10月设立岳阳专署，1975年 12月设立

岳阳市，属岳阳地区管辖。1983年岳阳市升为省辖市（地、市分设），

1986年 2月撤地并市，实行市管县体制。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君山天下岛。素有鱼米之乡、工业重镇、

风景胜地、文化名城美誉的岳阳，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地处湘、鄂、赣三

省交界处，现辖 4县 2市 3个行政区及 3个管理区，总面积 1.5万平

方公里，总人口 540万，经济总量居湖南省第二位。岳阳拥有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长江首批对外开放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楹联文化城

市、中国魅力城市、中部最佳投资城市等诸多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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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岳州故事
Yuezhougushi

处洞庭之沃野，在九镇之中央淤。奉尧命斩巴蛇，
因后羿号初创于。得天岳之灵居，故美称曰岳阳盂。壮
伟楼以临湖，改晋邑名独享榆。

岳阳之源，源远流长：原住民，廿万年，植稻桑，
中华先。春秋属楚，汉分三县，西晋设郡，建制确定。
大禹惠至，治水筑长堤千里；唐宋施德，辟荒垦良田
万顷。是以岳阳为江南之腹，兴国重镇。

岳阳之利，利在其地：左丘陵，右平原，前衡岳，
后连云。南极潇湘，重湖形胜，北通巫峡，遥控襄荆。
幕阜耸翠，开府置将军营寨虞；平江起义，鸣镝建工农
政权。是以岳阳据全楚之膂，兵家必争。

岳阳之胜，胜在其人：楚屈子，汉贾生，唐李杜，
宋文正。左公御外，植柳西行，弼时救世，开国元勋。
求索殷切，其修在国运承祚；忧乐关情，所虑为天下
苍生。是以岳阳成文明之邦，君子向焉。

今之巴陵胜状，胜在一江一楼。江曰汨罗，沧浪
之水，浊则濯足，清则洗缨，幸杜墓处其上，赖屈祠而
有神，端午龙舟，棹辞齐整，碧水荡漾，凭吊诗魂，遥
看蓝墨水上游之美，斯文滥觞，岂不独乎？楼观洞庭，
浩荡之势，俯则退思，仰则凤鸣，缘鲁肃以始建，因张
说而名震，吴楚乾坤，断脉九川愚，迁客骚人，应对有
声，坐听古仁者下野之唱，澄宇清音，何其壮哉！

然则哲人往矣，道里悠悠，白云在天，湖光山色，
壮我风情，感唐宋以降，重楼更重，名篇愈名，美文绝
唱，独响空鸣。濒岸兮风物，跚跚有待入简；徘徊兮醉
客，摇摇扶归无颜；时至兮冠盖，怿怿羞对酒行。叹思
既久，敢不叩问：

江南有楼兮，迁客骚人缺乎？非也。清风史册，千
秋彪炳，求索忧乐，民族精魂，仁者之志，觅觅可寻：
白银潭中，岳武驰骋，巴陵城下，左帅驻军，怀甫亭
里，朱德倾情，层台之上，耀邦低吟；一代诗杰，毛公
驾临，挥毫赠书，并非唱和，乃题子美遗篇；名山名
水，名楼名文，更有李白墨宝、张照神品，长向日月酬
和，天上对人间。噫，文章千古皆盛事，千古文章待修
成，范公杰作望续篇，凭槛回响问后进。

大泽云梦兮，风物胜景萎乎？非也。退耕还湖，湿
地再生，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候鸟时至，翩翩齐鸣：
二妃墓，柳毅井，爱情圣岛，演绎古今，轩辕再张咸池
乐舆，天籁无声胜有声；慈氏塔，张氏村余，圣安古寺，
子厚碑文俞，南湖广场游如织，明月向天赊酒行；棉如
雪，稻似金，荷塘星布，龟鳖良禽，湖广熟稔足天下，
芙蓉国里宜耕田；鳜鱼肥，板栗甜，网撒阳秋，春采银
针，渔舟向晚唱不尽，挑担茶叶上北京。

中华名区兮，贤能之臣寡乎?非也。先忧后乐，求
索奋进逾，民本理念，深入人心，五百万众，拧结为绳：
农为本，工业新，巴陵路阔，招商以诚，城陵矶通江达
海，三江口百舸争先；京广贯，京珠并，一桥飞越，洞
庭天堑，中山至此可瞑目，建国方略得践行(11)；禁山
泽，广造林，水流山动，四季如春，八月平湖不浑浊，
河清海晏见太平；治畎亩，免赋敛，国计用裕，境壤帖
然，废而俱兴难历数，政通人和道不尽。

夫天地经纬，大哉乾元，版籍历历。文景仓满难
图霸，太宗贞观惜称治。相如作赋汉武朝，太白生当
玄宗时。腾飞贵在慎修德，施政为民今日计。去骄戒
躁和谐生，盛世为文方可期。正所谓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俯仰欣甚，可以解题：

汉历四代，厥有史记，唐逾六帝，诗臻于极，宋承
前修，大家叠起，文章合时，如椽巨笔。今之岳阳，风
篷正起，新筑楼台，面湖数里，虚位以待，高墙巨壁，
以铭新记，赫赫业绩！

噫吁兮，滕范身影长，倏忽又开元，共和创大业，
屈指界六旬，千禧世纪同，以史为明镜，已入初治境，
依稀见全盛，赋出天下乐，相邀聚名城，吕仙把杯盏，
醉酒哺奇文。

呜乎，小康达，大同近，五事具(12)，邀群贤：巴陵秀
才，三湘俊彦，九州志士，环球豪英，悉来登楼赐赋歌
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方不负唐宋之后，一千年明
月之苦等。
乱曰：江河为百谷王，洞庭潴天下水。是观壮哉，

斯德深哉。天将大任，盛世降哉，佑我黎民，殷实富
哉。谦谦君子，祥云来哉，携以奇文，环宇诵哉！

注 释：
①在九镇之中央：史称岳阳北有武汉三镇，西有

荆州沙市宜昌三镇，南有长沙株州湘潭三镇，在九镇

之中。
②奉尧命斩巴蛇，因后羿号初创：传说尧帝使羿

“断修蛇于洞庭”；后羿斩巴蛇于巴丘，积骨为陵，亦
称巴陵。
③得天岳之灵居，故美称曰岳阳：史称岳阳“得

天岳之灵，地居其阳，故曰‘岳阳’”。天岳为山，即幕
阜山。

④改晋邑名独享：1913年，废府存县，民国政府
因岳阳楼、洞庭湖名震天下，遂将已有 1300年历史

的山西省岳阳县更名安泽县，改巴陵县为岳阳县。
⑤幕阜耸翠，开府置将军营寨：平江有幕阜山，

又名天岳山，海拔 1596米，吴将太史慈于此山置营

幕，乃以名焉。后幕阜山下，从平江走出 60多位共和
国将军。
⑥吴楚乾坤，断脉九川：《尚书?禹贡》有“九江孔

殷”句，九江即沅、渐、元、辰、溆、酉、澧、资、湘，皆汇
入洞庭湖。
⑦轩辕再张咸池乐：《庄子?天运篇》称黄帝征天

下，“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
⑧慈氏塔，张氏村：慈氏塔为岳阳城内古塔，张

氏村指张谷英村，为岳阳境内著名民俗景点。
⑨圣安古寺，子厚碑文：公元 805年，柳宗元贬

谪柳州，途经岳州，撰《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
⑩先忧后乐，求索奋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

共岳阳市委提出“先忧后乐、上下求索”的岳阳精神。
中山至此可瞑目，建国方略得践行：1919年，孙

中山写《建国方略》，规划在洞庭湖上修大桥，80年后
变成了现实。

大同近，五事具：滕子京在巴陵为官三年，主要做了五
件事：重修岳阳楼、改建学宫、拟建岳阳楼前的偃虹堤、修筑

堤头渡桥、编岳阳楼诗集，因其中三事请请范仲淹作《岳阳楼
记》、欧阳修写《偃虹堤记》、尹洙撰《岳州学宫记》，三记均为
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

作者简介：
闵和顺，1954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

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

家，任教于湖南理工学院。

步先哲之高衢，觅山水之琼湾。闹市红尘之外，

深园蓊郁之厢。倚龙山之巍巍，凭南湖之荡荡；拥洞

庭之神韵，沐圣寺之祥光。群贤毕至，风华晏晏；华

堂高筑，气象煌煌。茂林修竹，摇红绕碧；春兰秋桂，

溢彩流香。锦鳞嘻戏，鸟鸣蝶舞；灵果参差，荻露葭

霜。樽酒留连，吕仙驻足；莼鲈怀思，游子归乡。

夫斯山斯水，钟灵毓秀；精英汇聚，韵度留芳。

胜景澄心，当山水知音而不狎；福祉盈门，为民族复

兴未敢忘。居风水宝地，系万家忧乐；维精神嘉园，

数一代儒商。忠孝传家，有宅心仁厚，种德收福；诚

信立业，凡厚德载物，济世经邦。其行维健，其命维

昌；薪火相传，山高水长。

噫，山水之湾，钟山水之秀，极物华之盛，焕人

文之彩，立潮流之上。地灵人杰，再镶洞庭明珠；古

城新篇，又写巴陵胜状。

乙未年秋

岳阳市政协原副主席程谦逊

美文欣赏·开卷有益岳阳天下楼 洞庭天下水

□文 /闵和顺

岳阳赋

Z 哲理故事
在heligushi

今年长假期间，我们一行到深山古寺观
花赏林，于亭子间小憩时，看到亭中悬挂一
口巨钟。
同行的一人手痒难耐，咨询了看钟人撞

钟的价格，看钟的老者回答：2元钱撞 3次，
你就撞 2元钱的吧！
他把 2元钱交到看钟人的手里，然后运

足力气用那根悬挂的圆木撞钟，他每撞一
次，钟声悠扬间，看钟人跟着喊一声：一撞身
体棒；二撞保平安；三撞财运旺！
心花怒放间，已经撞完三次钟的他，见

看钟人正与游人闲聊，便乘其不注意，多撞

了一次。暗自窃喜中，看钟人闻声喊道：撞钟
怎么能撞四次呢？这个便宜是不能赚的，你
刚才那三次等于白撞了！
他一脸不解地问道：为什么呢？
看钟人笑道：四大皆空嘛！
围观的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只有他讪

笑着，面红耳赤地呆立一旁。

简 评：撞钟，二元钱只能撞三次，这句
话的警醒作用是振聋发聩的，贪念产生于一

瞬间，如果付诸行动，就有可能在瞬间把原
本拥有的一切输得精光！ （小 邱）

四大皆空 新解

S 诗海一帆
Shihaiyifan

月满星稀
沉睡的群山
唯有温情的夜南风
时儿带着花香

挂念的夜晚
山路纵横于山庄
你香睡那座相隔的小城
从梦林上空
传来你的声息

忆往昔
你我那月光之夜
繁星点点花丛中
相依而拥款款深情
这样的月满风清
我相思成灾

或许
因为那一段离家的故事
我 一颗心总是紧紧地欠

牵着

爱 似枯木逢春
春来了
面朝大海
原来的老地方
你会香唇微启
像一朵夜的睡莲

（三分厂 孙中华）

优秀员工

一分厂：

黄志华 黄八衣 汤爱军 夏岳军

姚桂连 朱美娥 唐 玲 曾跳姣

张福安 刘 名 许 霞 罗运银

二分厂：

许春田 常满芝 李 勇 姚忠满

黄灿敏 潘京华 任 建 胡胜明

朱飞军 刘美亮 李勇华 陈立志

刘 立 付志丰

三分厂：

许庚戌 方小平 蒋小兰 姚国栋

戴智松 方五军 黄文兵 周玉林

周淞四 梁友军 汪奇洪 赵海荣

何茂清 刘八龙 孙治平 刘友良

谭祖文

品质部：袁红红、何嫦娥

煤气站：廖星波

设 备：何秋得 技术：石伟

金达雅：吴 昊 同喜：徐剑

同乐：刘更强 佛诺伦莎：罗世军

二部：聂四喜、许军、阳威

产品部：梁 伟 市场部：刘子龙

网销部：吴 叨

营销服务中心：胡三红 魏新年许秀

曹佑光 邓细玲 吴孝文 程春林

佛山办事处：万莎莎 吴芳

财务部： 骆细丽 李祖爱 黄 维

办公室： 李伏波 汤荣辉 晏地名

稽核部： 万美琼 采购部：熊育虹

人力资源部：周石虎

富强混凝土：王乐新 白 芳 何泉砚

吴志伟 吕军 刘峥嵘 张卫国

彭继红 吴新建 费三良

临港管桩： 刘玉萍 李 鹏 徐后勤

李文明 闫彩霞 曹冬梅 吴康红

张 敏 宋庆勇 瞿林峰

集团总部： 李牧童 王贻玲 王 毅

生产标兵

一分厂：万龙潘易方赵水元李明

二分厂：张翔孙三元 孙彪陈富平

三分厂：孙艳胡志成马丽熊立湘

胡小军

煤气站： 刘焱华

品质部： 鲁前丽

其它部门：刘中涛

营销标兵

张颖清（金达雅） 湛军美（同乐）

曹江丽（营销中心）王进（同喜）

阳仲兴（欣鸿源） 卢祥（嘉利雅）

罗 金（佛山办）

优秀管理人

一分厂：

马南芳 陈江涛 黄高 龚建军

二分厂：

左 波 章意平 殷文兵 熊 建

李掌元

三分厂：

李德华 吴亮平 陈七生

彭伟球 龚 杰

其它：

孙昌法 彭 坤 郭 雄

营销系统：

彭永祥 汪迎平 王苑华

行管系统：

王四献

专利奖

易志明 胡应征 蒋球明 童棉生

姚志强

优秀团队

一分厂一班 二分厂三线三班

三分厂六线一班 煤气站

金达雅 鸿双喜

保安队

湖南天欣集团
2015年度优秀团队、优秀个人名单

学习先进谋发展
更新观念促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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