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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年前，也就是 2005 年，在威宁

自治县发生了一件在南方草地畜牧业

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这

就是首次在威宁举办“中国南方草地

畜牧业高层论坛”。这个论坛，从表面

上看只是一个普通的论坛，但其背后

却关系到能否圆满回答当时已经在中

国草业界争论达 23 年之久的“中国南

方是否能发展草地畜牧业”等问题。

故事还得从时为九三学社中央副

主席、中国草学会理事长洪绂曾的学

生——威宁县畜牧业技术服务中心

（现已经合并成威宁县草地中心） 技术

干部、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王元素同

志说起。因为其与洪绂曾的师生关

系，在平时的学习和交往中，免不了

向洪绂曾介绍一些威宁草地畜牧业的

发展情况。在此背景下，2005年 6月 3
至 5 日，洪绂曾和毕节试验区专家顾

问组副组长、原民革中央副主席胡敏

率“星火计划科技扶贫”联合推动组

等有关专家到威宁，分别对威宁生态

建设、草地畜牧业发展、农畜果产品加

工、草海湿地保护与综合治理、煤

炭 资 源 开 发 等 问 题 进 行 考 察 调

研，并对威宁下一步的经济社

会发展建言献策。

此 次 考 察 结 束

后，洪绂曾向我国草

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首位草业

科学领域院士任继周先生建议，在中

国南方的威宁举办一次“中国南方草

地畜牧业高层论坛”，让北方的草业科

学界人士及相关领导到威宁看一看，

或许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这个

建议得到任继周的高度赞同，认为洪

绂曾的这个想法很好，感谢九三学社

把威宁作为扶持对象，接过了岩溶地

区建设的长跑接力棒。

104 天后，即 2005 年 10 月 19 日至

21 日，由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

社中央副主席、中国草学会名誉会长

洪绂曾发起的“中国 (南方)草地畜牧

业高层论坛”如期在威宁举行。

论坛会期间，与会专家实地考察

了威宁雪山镇人工种草养畜情况，参

观了灼圃草场、百草坪草场、凉水沟

人工草地和集约化牧场，并对中国草

业发展战略总论征求意见，对黔西南

自治州和威宁“十一五”科技扶贫规

划进行了讨论，对威宁的规划提出了

诸多切合实际的意见和建议。其间，

还在雪山镇灼圃草场举行了“贵州高

原草地试验站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

会”。会上，中国草学会授予威宁高原

草地试验站“二十年耕耘硕果累累”、

威宁县人民政府“南方草地建设样

板，生态畜牧科技先锋”、威宁县畜牧

局“草地建设先驱，技术推广尖兵”

光荣称号。参加论坛的专家一致认

为，“灼圃模式”为中国(南方)草地畜

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为

国家制定“十一五”南方草地畜牧业

发展规划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依据。

论坛会上，与会科学家、专家、

领导还就如何促进中国南方草地畜牧

业的可持续发展，草地资源合理开发

与保护、人工草地建设与长期利用管

理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总结了种草

养畜科技扶贫的经验，在增进学术交

流的同时，对中国草业发展战略总论

进行讨论和修改。

论坛结束后，洪绂曾、任继周与

另一位院士共同向国务院呈送了一份

关于中国南方发展草地畜牧业的报

告，并得到高度重视，成为国家制定

“十一五”南方草地畜牧业发展规划的

主要理论和实践的依据。

这次论坛，消除了当时北方草业

界专家由于不了解南方草地畜牧业发

展的实情而产生的误解，解决了南方

和北方专家长达 23 年之久的学术纷

争，圆满回答了“中国南方能否发展

草地畜牧业”的问题，纠正了当时部

分人认为“中国南方只能造林而不能

种草”的错误认识。

16 年过去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任

继周先生已经 97 岁高龄，仍在为中国

草业的发展发光、发热。当年参加论

坛的专家学者，有的永远离开了我

们，但他们的足迹永远留在了毕节，

留在了威宁这片土地上。他们为南方

草地畜牧业发展和威宁自治县脱贫攻

坚所做的一切，毕节试验区人民不会

忘记、威宁人民不会忘记！

讲述者：
杨大平，九三学社威宁自治县工

作委员会专职副主委。时任威宁自治

县畜牧事业局办公室主任、畜牧师。

论坛期间设计、编印 《中国南方草地

畜牧业发展的窗口——贵州威宁》 一

书推介威宁。

“中国（南方）草地畜牧业高层论坛”的前前后后
□ 杨大平

被大海包围着的陆地是海岛，那

么，被花海包围着的村镇自然就是

“花岛”了。

百里杜鹃景区是花的海洋，景区

中心地带的鹏程街道也就是花海中的

一座岛屿。

截至 2021年，百里杜鹃风景名胜

区的开发已近 40 年，从默默无闻到

驰名天下，从深山中的野生丛林到全

球著名的“世界花园”，鹏程一直是

景区的核心区域。

这里，需要追溯一下百里杜鹃景

区和鹏程街道的历史。

1987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将百里

杜鹃列为省级风景名胜区，为贵州省

“十大风景名胜区”之一。1993 年，

原国家林业部批准建立百里杜鹃国家

级森林公园，2001年被列为贵州地区

级自然保护区。2007 年，贵州省委、

省政府成立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将

原大方县和黔西县管辖的杜鹃花资源

统一划归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行使管

理权。2008年，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

举办了成立以来的第一届国际杜鹃花

节，此后一年一度，迄今已举办了

14 届。2011 年，在中国品牌节会颁

奖典礼上，贵州百里杜鹃国际杜鹃花

节入选 2011 年度十大国际影响力节

庆。

1991年之前，鹏程街道的行政区

划 是 “ 大 方 县 鹏 程 彝 族 苗 族 乡 ”。

1991 年 12 月撤区并乡建镇，原普底

彝族苗族乡、鹏程彝族苗族乡合并建

立普底彝族苗族白族乡。从这时起，

“鹏程”的名字就被“普底”所取

代。2007 年 12 月，原属大方县的普

底彝族苗族白族乡委托百里杜鹃管理

区管理，由于“百管委”和百里杜鹃

管理区“党工委”的办公地都设在普

底乡，普底的名声日益扩大，“鹏

程”几乎无人知晓。

2013 年，百里杜鹃成功晋升为

5A 级景区。为了进一步对景区的开

发和管理，2019年，贵州省人民政府

发布《关于同意毕节市部分行政区划

调 整 的 批 复 （黔 府 函 〔2019〕 83
号）》文件，同意大方县设置鹏程街

道，鹏程街道辖原普底彝族苗族白族

乡的鹏程社区、桥头社区、大水社

区、石牛社区、坪子社区、启化村和

原黄泥塘镇的在拱社区、箐门村，以

及原凤山彝族蒙古族乡的联兴村、白

鸡村，街道办事处驻鹏程社区。

从“鹏程”并入“普底”，再从

“普底”分设“鹏程”，这组成了一部

百里杜鹃的发展史。

作为一个毕节人，我无数次来过

百里杜鹃，也写过一些关于百里杜鹃

的文字。1992 年 4 月，就在鹏程乡并

入普底乡 4 个月后，我就到鹏程来看

过杜鹃花。在那本叫《捧书入眠》的

散文集里，我曾描述过第一次到普底

（鹏程） 看花的感受：

第一次上花山是在 1992 年的 4 月

初，至今还记得那个日子：有阴雨、

有雾，公路大坑小洼，汽车一路上扭

着秧歌。从毕节到大方普底的花山，

坐车要 5 个小时。颠簸中，终于临近

花区了，四山依然在烟雨中沉默，路

上只有运煤的卡车张扬地霸道而行，

有的同伴因为晕车开始呕吐。大家心

里只打鼓，怀疑这一趟艰苦的旅行到

底是否值得。但没过多久，车上发出

了一片惊呼，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花

们就猛地一下站到了眼前：真是花海

啊，远远近近，高高低低，满山遍

野，五彩缤纷。目光所及，无处不

花。大家早就按捺不住，像凤蝶一般

扑进了花丛，到处都是相机的快门声

响，青烟细雨，山花人面，都是一样

湿漉漉的笑容……

那时还没有设立百里杜鹃管理

区，没有修公路，更没有什么旅游设

施。但就凭借着这片天然杜鹃林，普

底 （鹏程） 就成了看花的胜地。从那

时起，民间就把百里杜鹃简称为“花

山”。1998 年，我在单位参与接待几

位来自北方平原的客人，一到花山，

他们全傻眼了。他们不相信“百里杜

鹃”真的有一百里，更无法想象这铺

山盖岭的杜鹃花是怎样“培育”出来

的。无论怎样解释，他们都将信将

疑。那时候，百里杜鹃的名声还没有

现在这样显赫，通往景区的公路陆续

在修，旅游设施依然没有。没地方吃

饭，更没地方住宿，所以游客不多。

参观之前，先得在大方或黔西县城住

上一晚。因为游客不多，花区不拥

挤，看花就比较从容尽兴。后来，因

多次参与杜鹃花的拍摄，赏花、拍

花、写花，对杜鹃花自然别有一番领

悟。对于“杜鹃花是怎样培育出来

的”这一问题，我的答案是——

在杜鹃鸟的声声啼叫中，漫山遍

野，各色各样的杜鹃花先后开放，铺

山盖岭，千姿百态。走进杜鹃花林，

如同走进一个色彩斑斓的梦境，似幻

似真，似醉似醒。才见这一株烈火熊

熊，又见那一株积雪堆银；才走过这

一片姹紫嫣红，又见那一片绚丽璀

璨。近观，一花一世界；远眺，世界

尽是花。这时的感觉，真可以用一句

古话来形容：不用丹青施妙手，此身

就在画中游。但游过之后细细一想，

这个丹青妙手其实是有的，他就是大

自然。具体地说，是高原的阳光高原

的雨，高原的土壤高原的风。这连绵

百里的杜鹃花林，就是黔西北高原的

杰作，巍巍乌蒙的国画精品。

这就是说，百里杜鹃是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天造地设，绝非人力所能

为。

因为是大自然的作品，在惊艳绝

伦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个极大的缺憾

——花期太短！从初花期开始，前后

时间不到两个月。这就形成了早期的

百里杜鹃旅游特点：盛花期时人山人

海，水泄不通。花期过后，游客稀

少，门可罗雀。

对此，管理区制定出了统筹“花

期之外、花区之外”的发展思路，大

力延伸百里杜鹃的影响力，让“花期

之外”依然能招徕游客；在“花区之

外”建设更多景点和配套设施，让游

客有更多的看点和体验，以弥补杜鹃

花的单一性。于是，以“赏水”为主

的米底河风景区开发出来了，以栽培

四时花卉为主的“彝山花谷”景区建

设成功了。因此，错过了春天杜鹃花

期的游客，依然可以到花山来观赏百

花。虽然这些花不及杜鹃花那样让人

心动神迷，但那各色各样的繁花集中

连片，像锦缎般在大地上铺展开来，

连绵数里，也是相当的瑰丽。

除了彝山花谷，花山还打造了两

个“花节”，一个是兰花展，另一个

梅花节。

兰花展一年一度，是对杜鹃花节

的一个补充，而梅花节则是在深冬举

办。在万花凋零的时节，人工培育的

梅花林里却是一片沸腾。枝头是红、

白两色的梅花笑傲霜雪，林间是穿红

着绿的游人举着手机或相机在拍照。

在手机的快门声中，许多“朋友圈”

里出现了一张张比着“剪刀手”的美

颜照。于是，后来形成了一个“花期

之外”的活动项目——摄影“梅花

奖”。

2018 年的“梅花节”，我有幸作

为评委参加，冒着严寒上了两次花

山。“梅花节”热闹之时，满山遍野

的“大树杜鹃”正在寒风中默默地孕

育着花蕾、积蓄着能量准备着来年春

天的尽情绽放。而在鹏程街道的花卉

基地里，另一种杜鹃花已然开出了娇

艳的花朵。这就是作为“年宵花”销

往广州市场的“高山冷凉杜鹃花”盆

景。为了保证这些盆景的正常开放，

工人们每天都要给盆栽进行人工补

光、加湿、加温、养分调整以及管

护。

这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的一个

项目，也是鹏程街道依托杜鹃花资源

发展旅游产品的一个尝试。

冬天能看梅花，还能看到大棚中

的杜鹃花盆景，这让鹏程在冬天的冷

寂中有了些热闹。但毕竟海拔较高，

鹏程的冬天还是比较冷的，这与夏天

的舒适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里，纵

然是炎夏六月，太阳横空，也没有灼

人的热浪，夜间睡觉，还得捂好被子

才行。

因为这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景

区又多了一张“清凉世界，避暑天

堂”的名片。近些年，鹏程街道开发

了许多小户型商品房，房源供不应

求。买房的人多是重庆人，重庆是中

国出名的“四大火炉”之一，夏天极

其难熬。如今通了高铁，从重庆到鹏

程不过几小时，于是越来越多的重庆

人来到鹏程，成了随着花节迁徙的

“候鸟”。

经过多年的发展，“花山”已从

“乡”的称谓也变成了“街道”。2019
年，“鹏程街道”分设后，借助于景

区的带动与持续多年的脱贫攻坚，于

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跨上了乡村振

兴的大道。如今的鹏程，依托景区优

势，充分发挥能人带动作用，抱团发

展，旅游共享，让社区群众成功吃上

了“旅游饭”。

这正是，以乡村旅游振兴乡村，

借花海腾飞“鹏程”万里。

有一座“花岛”叫鹏程
□ 游 子

新中国成立那年，大姐才 17 岁，先在村里做干部，

后来在四美乡担任妇联主任。

母亲生了 8 个孩子，我是最后一个“扫脚瓜”。不知

是因为家里男孩子多，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一岁多

时，母亲把我送给在大伯父家打短工的一名男子。

大姐后来告诉我：你断奶后，母亲就让你跟我睡了。

你被抱走了，那一夜我感觉身边空荡荡的，怎么也睡不

着。夜里梦见你一个人在河边玩，一下子掉到河里了，我

大喊一声“兄弟”，醒了，浑身都是湿的。天刚亮，我哭

着对妈说：妈，把小兔 （我的乳名） 抱回来吧！少了一

个，心里难过。妈流着泪说：走吧，我们撑小船去。估计

妈也很后悔、难受。到了那男子家，趁妈和他说话，我直

奔房间，你睡在铺上还没醒。我一把把你搂进怀里，边跑

边喊：妈，快走！

大姐开会也带着我，开始在脚前脚后遛，跑不动了，

大姐就驮着我。我四五岁时，有一次大姐去村里开会，也

带我去了。后来，我感觉厌烦了，一个人悄悄地溜出会

场，漫无目的地走着，绕来绕去，进了一片菜园，满园黄

花高出头顶，不知道哪里能走得出去？这时我想起妈妈说

的“拐子偷孩子钓海参”的故事。为防止我乱跑，母亲常

吓唬我，说：拐子把小孩偷走后，会卖到大海边给人家钓

海参。我问怎么钓？妈妈说，用一根绳子扣住脖颈，放到

海里，第二天早上从水里拎出来，身上就挂满了海参。我

成年后，一看到海参，仍会想起泡在海水中的小孩。所

以，那天，我疑惑拐子就躲在哪个角落里。越想越害怕，

号啕大哭起来。但我就是找不到路，耳边满是蜜蜂在嗡嗡

叫，眼前满是蝴蝶飞来飞去。后来，来了一个大人，拉着

我离开了菜园，来到会场外。有人认识我说：这是耀英家

小兄弟。那个人就举着我从村部窗户里递了进去，大姐一

把把我抱进怀里，我依然啜泣不停，大姐轻轻地拍着我

说，别哭了，开会呢！

六十多年后，我说起这件事，大姐拊掌而笑：你还记

得啊？

1967年冬季，患癌症的父亲渐渐不行了，临终前拉着

大姐的手叮嘱：我快要走了，你小妹和小弟没有成家。你

小弟我不愁，他有女同学；最忧心的是你小妹，你要帮助

你妈，把她嫁个好人家。大姐流着泪点头。后来，在大姐

的关怀和张罗下，幺姐嫁给了一位部队干部。我做了五六

年民办教师，二十三四岁了，大姐也没见哪个女同学和我

出双入对。她总是焦急地问我：咋还不谈恋爱呢？爹不是

说你有女同学吗？我告诉大姐：有一次爹去学校，发现学

校里有很多女同学，他可能产生美丽的幻想了。几年后，

我终于有了女朋友，我带着她去大姐家。大姐见了，十分

高兴，拉着，看着，笑着。连声说：好！好！大姐锅上锅

下忙着煎鸡蛋，煎粽子。一面喊小女儿王兰：快来陪你小

舅舅、小舅母吃茶！一面挎着篮子出门买菜。

我记得她刚出门就碰到隔壁的夏师娘，夏师娘问：王

师娘，到亲戚了？姐笑呵呵地说：是啊，你等一下来我家

玩，我家小兄弟找了个漂亮的女朋友！

满巷子都飘着大姐的笑声……

1977年春节，我的妻子生儿子，有点不顺。妻子在房

间内不停地呻吟，我在门外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大姐在

妻子旁边不停地安慰。不一会，一声啼哭传来，大姐高兴

地喊道：兄弟，是个大小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布票很紧张，大姐把进口的维尼

龙化肥袋染成咖啡色，给我做了两条西装裤子，又软又飘

逸，很多同事羡慕不已。一次，我和妻子去大姐家玩，临

走时，大姐拿出两床棉花胎对我们说：这是用下脚花和好

棉花和起来弸的棉胎，松软得很。票证年代，两床棉花胎

是很重的礼物！妻很喜欢这两床棉胎，我们盖了几十年，

尽管后来有了丝绵被、蚕丝被、乳胶被，但妻子仍然十分

钟情这两床棉胎，说这床被子盖着贴心、温暖。

1984年，我去上海做心脏手术，姐十分担心，有一天

半夜姐推醒姐夫，说：我梦见弟媳妇捧了个骨灰盒回来

了，我扑上去，一下子惊醒了！姐夫说：别瞎说！

一个月后，我从上海出院回家，姐来看我，大包小包

带了很多营养品。一进门就激动地叫道：弟啊，灾难过去

了，以后长命百岁！

如今，大姐老了，我也过 70 岁了。大姐子女都在城

里工作，她坚持一个人住在老宅里，偶尔来泰州住几天。

三年前的五六月份，大姐从菜场买回一只鹅，认真地叮嘱

女儿王兰：请你小舅舅一起来吃早鹅，饭店里的鹅不能

吃，都是用松香脱毛。我接到外甥女电话，赶忙推掉应酬

去见大姐。现在，我们吃得少，喝得也少，最多的是话。

这些话说了几十年，几百遍，翻来覆去还是这些话……大

姐的记忆力惊人，说起过去的事情，有的连月日都记得。

虽然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然而姐弟俩乐此不疲，津津

有味说着，笑着，就像说着刚发生的事情一样……

今年七月份，我随 《泰州晚报》 坡子街作者团到贵州

进行文化交流。后来碰上疫情在遵义隔离。有一天，外甥

女王兰把我在贵州隔离的事情告诉了大姐，她十分焦急地

问：在哪里吃？在哪里住？王兰笑着说：他们去了九个

人，有吃，有住，您放心！大姐点点头。第二天一大早，

大姐又问王兰：你舅舅啥时候回泰州啊？住哪里啊？在哪

吃啊？我回来后，王兰告诉我：十多天，每天早晨，母亲

都是问这几句话，真的后悔告诉她，让她每天提心吊胆。

殷殷之情，念念在兹。岁月如歌，长姐若母。

大姐，祝您永远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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