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产业 鼓起钱袋子

德昌县北接西昌，东边便是螺髻山。这
山是峨眉山的“姊妹山”，一座似女子蚕蛾
之眉、一座似少女头上青螺状发髻，因而得
名“峨眉”、“螺髻”。

群山苍莽，峰峦巍峨，山上清泉直泻而
下，滋养着德昌20多万父老乡亲。

彝家汉子虎万学不曾想过，自己有一天
竟会成为草莓专家。现如今，给苗圃除草、
追肥是他每天的工作，单是种草莓一项，虎
万学每年就有20多万元的收入。

在德昌去往白鹤沟的路上，记者见到了
虎万学。那是2020年8月，他正蹲在绿油油
的草莓苗圃里忙活，再过一阵子，草莓苗就
可以移栽了。

唯益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德昌当地
从事现代化农业综合开发的龙头企业，从事
草莓、芒果、桑葚等水果的冷链加工。公司专
业技术人员为虎万学这样的种植户提供技术
指导，之后再以合理价格收购合作社基地的
水果，让种植户们不愁销路。“这一颗颗草莓
能给孩子攒够学费喽！”虎万学笑逐颜开。

总经理王洪林告诉记者，公司内部少数
民族职工居多，彝族、傈僳族、回族等职
工，占到近 80%，产业链下游的种植户中彝
族不在少数。大家其乐融融，活儿也干得更
有劲。全产业链的打造让不少少数民族妇女
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附近阿婆也可以进
入工厂里做些计件零工，补贴家用。

乃古阿洛是芒果生产车间的主任，在这
个车间里，芒果剥皮、去核效率最高的计件
工人每天能挣 200多元。一个个芒果在工人
面前手起核落，不一会儿工夫就盛了满满一
筐。午休时分，工人们有说有笑地同去吃
饭，沿路闲话家常。“民族团结就像空气一
样。”乃古阿洛说，“我们早已习惯了，大家
不分彼此，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笑也
一起哭。每天都离不开，这不就是空气嘛！”

易旧俗 吐故又纳新

2016年11月，昭觉县火普村村民拉马约
惹 80 多岁的父亲因病去世，全家人强忍悲
痛，开始料理老人的丧事。对彝族群众来
说，葬礼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高于其他
一切礼仪。尤其在凉山彝区农村，薄养厚葬
观念根深蒂固，不少人为给过世长辈办一场
隆重庄严的葬礼而花光所有积蓄，有的甚至

举债办丧，给整个家庭带来了不小压力。
按照当地习俗，拉马约惹家要宰许多牛

羊，办完这丧事保守估计也得要30多万元。
“需要再多钱也得好好办，一定得给阿

普 （彝语：爷爷） 把这钱凑出来！”家支里
的人不含糊，个个拍胸脯。

就在那年 7 月，凉山州“四好村”创建
方案公布，昭觉县以此为契机，引导村民丧
事新办，倡导节约。

拉马约惹家的情况，村支书吉色次哈再
清楚不过。他家经济压力不小，老母亲年迈
体弱，还要养育两儿一女，大操大办这一场
丧事不仅掏光家底，还得背上好几年的债。

吉色次哈找到拉马约惹，表明来意后，
拉马约惹不同意：我们日子过得再困难也不
怕，阿达 （彝语：父亲） 丧事一定要风风光
光，不然别人说我们小气，伤了阿达名声！

“坨坨肉都不让客人带了，我们没脸了！”拉
马约惹急了。

按彝族规矩，前来吊丧的亲朋好友返家
时，主人家要给客人送牛肉，既答谢百忙之
中赶来参加葬礼，也有祈愿客人平安吉祥之
意。这份送客礼也是以前办丧时大肆杀牛的
原因。但后来，家支间逐渐有了攀比风气，牛
越杀越多，不少客人把大块大块的坨坨肉带
回家，肉没等吃完已经变质，反而浪费了。

“兄弟放心，咱们乡政府帮你做，一定
做得周到满意，这民族习俗的根没变！”隔
天，吉色次哈又来了。看到老村支书一趟趟
跑过来，拉马约惹心中多少有些过意不去，
思来想去，拉马约惹将信将疑地点了头。

十几张圆桌铺展开，乡政府请来的厨师
忙得脚不沾地，热气腾腾的红烧肉、回锅肉
全都上了桌，宾客们吃得还挺满意。回头一
算，总共吃了四头牛、六头猪，大大节省了
预算。但那时，拉马约惹心中仍有些惴惴不
安，坨坨肉不带了，大家会不会埋怨？

万事开头难。直到后来，丧事新办的人
越来越多，拉马约惹才放下心来。大家量力
而行，举债办丧的沉重大山终于被撬动了。
拉马约惹也相信，阿达在天之灵会同意儿子
的决定，千百年彝家不曾改变的习惯，拉马
家试着迈出了这一步。

阿达走了，但他一定能看到自己的子孙后
代在这大凉山过上更好更美更团结的日子。

搬新家 奔向新前程

德昌县金沙傈僳族乡是四川省仅有的 4
个傈僳族乡中最大的一个。在王家坪村民族
团结新村点，傈僳族老阿妈李桂英正眯着眼

睛编织“花口袋”，傈僳族语叫作“腊裱”。
这种挎包广泛应用于傈僳族的生产生活之
中，出工劳动装午饭、搭配穿衣做装饰、传
情达意是信物。傈僳族女性心灵手巧，绣腊
裱是拿手好戏，看着婆婆绣得起劲，儿媳李
丛秀也耐不住手痒。

“好天气里绣包包，你好安逸哦。”乡党
委书记安万才笑着打趣道。他是彝家汉子，
有着标志性的古铜色皮肤。

“有吃有穿还住得宽敞，啷个不安逸！”
见到我们来了，李桂英忙把挎包搁到一旁，
起身热情相迎。

李桂英家的二层小楼装修雅致，几间卧
室里虽只是床、衣柜等简单家具，但布置得
整洁温馨。

2020年，金沙傈僳族乡新建 8个新村点，
又有 206 户傈僳族村民完成搬迁，从 2012 年
到现在，已有 300多户完成搬迁。一批批高山
峡谷里的傈僳族群众，告别了“木楞房”

“千脚房”，欢欢喜喜地搬进了山下的新房。
以前山上的房子就怕下雨，屋顶不停地

漏水。要是遇上大雨，全家人都不敢睡觉，
胆战心惊地怕山洪下来冲垮了房子。

300 多年前，德昌一带的傈僳族儿女从
金沙江流域向北迁徙而来，当时本族人口较
少、势单力薄，因而选择在高山之上定居生
活。几百年来，峻岭陡峰护佑着一方山民，
但村落也被群山紧锁，交通闭塞，发展受
限。搬迁安置，解开大山耸峙的束缚，为奔
向好日子找到了新出路。

在王家坪村搬迁安置点，李平与丈夫杨宗
才美滋滋地把主体已完工的新房指给记者看，
房子即将封顶，一家六口人就要搬入新家了。

杨宗才家是典型的因病致贫，家中两位
老人每月医药费就得1000多块。李平刚嫁来
那几年，回趟娘家连坐大巴的钱也不舍得
掏，有孩子之后便得肩上背一个、怀里抱一
个、翻山越岭走五六个小时才能回去一趟。

“头些年太穷了，穷得能锁住手脚。我
们天天晚上都觉得好恼火！”婆家家徒四
壁，仅有的两件像样家具还是李平的嫁妆。

2015年，针对杨宗才家劳动技能不足的
情况，驻村干部手把手教会了夫妻俩种核桃
板栗、种草莓桑葚，10亩地如今打理得像模
像样，家里 6 只羊也养得肥又壮。盖新房，
政府补贴了 3万块，杨宗才还能申请低息贷
款。李平掰着指头算了算，盖房、装修加一
起大概二三十万元，两口子一起干，再过几
年这笔贷款就能还清了。

“等过两年把盖房的贷款还了再买辆车。
李丛秀正在考驾照哩，让李平也去考一本，开
上车子去卖你们自家种的核桃、草莓，威风得

很呐！”安万才笑眯眯地望着杨宗才说。
“还能开上车哇，可不敢想哦。”杨宗才

夫妻俩扶着新房的门框边笑边摇头。
“这咋不敢想！”安万才连连摆手。“路

通喽，新房搬喽，红花花的票子跟着就来喽！
咱各民族一起脱贫致富，谁也不能掉队！”

译汉语 从容出大山

第一次见到昭觉县三河村第一书记李凯
的时候，他怀里抱着块小黑板，上面工工整整
地写着：“在涯悠，看见更丰富的彝族文化。”

“这个‘涯悠’，是什么？”记者好奇。
问过才知道，这是“95后”彝族大学生

勒苦伍牛惹与几个朋友一道开发的手机
App，功能为彝语人群量身打造。“涯悠”，
彝语中意为土豆。饮食习惯里，土豆是彝族
群众的主食之一，勒苦伍牛惹希望团队打造
的“涯悠”能成为彝家儿女的精神食粮。这
款 App 既能实现彝汉互译，还能语音交互，
同时提供彝语音乐的在线服务。对于能歌善
舞的彝族儿女来说，音乐是重要纽带，唱的
是精气神，咏的是民族情。

李凯正准备在村子里给这 App“打打广
告”。语言不通造成了大凉山彝族与外界的沟
通不畅，也成了彝家脱贫路上的绊脚石。“言
语互通、彝汉一家亲，就相当于紧握同一组致
富密码，大家也更团结了！”李凯深有感触。

勒苦伍牛惹是西南石油大学2016级测绘
专业的学生。高中时，他从老家昭觉考取了
西昌的学校，母亲每次想跟他通电话，都要
去村委会找人帮忙，因为不识汉字，不懂汉
语，智能手机也不会用。

面临交流窘境的远不只是母亲。自从勒
苦伍牛惹到成都读大学，凉山若有亲戚到省
城办事，一定会喊上他帮忙翻译，不然“两眼
一抹黑”，寸步难行。这让勒苦伍牛惹决意设
计出一款能够实现彝汉互译功能的 App，这
样，才能帮助父老乡亲从容地走出大山。

听罢勒苦伍牛惹的创业初衷，汉族学生
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他的组队邀约。“56
个民族是一家，能为少数民族群众尽一份
力，一是义不容辞，二是非常骄傲！”这
话，让勒苦伍牛惹感动不已。

因此，勒苦伍牛惹迅速组织起了一支由
彝汉大学生共同组成的创业团队，成员来自
武汉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
知名高校。

如今，“涯悠”已拥有 50.4 万注册用
户，收录了 5000 余件独家音乐作品、1.3 万
余件优秀民族文化作品，同时还与1500多位

彝族创作者签约，为他们提供创作平台。
采访中，记者试用了“涯悠”，山鹰组合的

一首《走出大凉山》歌声响起，音符中的野性
与情感张力仿佛在回应着彝家远山的呼唤：

我最亲我最爱的大凉山
千万年的美丽还是没改变
远走的心依然在流连
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家
回到我心爱的大凉山。

赶山的汉子
嗬哟着走过山梁
踩着祖先们走过的老路
告别阴暗的茅屋
去寻找一个新的黎明。
走进大凉山，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这首诗仿佛在记忆

深处低语吟诵。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内，彝、汉、藏、回、蒙、傈僳等14个世
居民族荣辱与共，和睦相处。其中，彝族人口占近53%，有270
多万人。全国近900万彝族人口中，凉山占到30%左右。

这里地处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间的过渡地带，大渡河
水深流急，金沙江迂回环绕，黄茅埂、小相岭盘错纵横，
其间更有一处处峰峦耸峙、河川天险，加上凉山奴隶制社
会时期彝族家支势力割据，历代统治阶级的禁锢与封锁，

使整个凉山与外界交往阻隔重重，长期处于落后封闭状态。
1956年，大凉山实行民主改革，从奴隶制社会直接进

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步跨千年”的飞跃，让“彝家受
尽千年苦，彝家有苦无处倾”的沉痛过往彻底成为历史。

只有彝家自己知道，如今这安定祥和的幸福生活有多
么来之不易。这里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民族团结奋进的
生动体现。

走进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

一步千年 雄鹰振翅向天歌
本报记者 孙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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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
物馆，记者见到了不少珍贵
的彝族百年老照片，其中记
录着劳动群众反抗奴隶制度
的斗争历史。

曾经，背负着奴隶制的
沉重枷锁，当凉山彝族从长
夜漫漫的历史隧道中艰难走
出的时候，每一步都在书写着
新的历史。

据说，凉山流传着这样
一句俗语：“索玛开放的时候
就是欢乐到来的时候。”为何
彝家人这样钟情索玛花？那
是因为，除了漫山盛开时的
姹紫嫣红可供观赏，索玛花
树还能用于彝族人的餐具、
马具制作，不少彝族的服
饰、首饰图案也源于花草之
形。彝族的生活离不开索玛
花，因为它早已融进血液，
盛开在彝家的精神原野，昭
示着日子的幸福甜蜜。

当深情回望这部属于凉山的民族团结史
诗，我忽然醒悟，对于彝家人而言，民族团
结就像是索玛花，铺就了凉山今日多民族互
相扶持、共担风雨的温暖底色。

如何进一步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火普村
第一书记曾远旭的思考很有代表性：继续挖
掘彝族传统文化，在打造乡村旅游的过程中
更多体现民族文化风貌，展示民族元素。

“彝族的服饰、饮食、建筑特色等等，都是
可供深挖的富矿。让更多人欣赏到民族文化
的‘万花筒’，我们要谱写新时代‘彝海结
盟’的新篇章！”

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答案早已写进
了彝家心里。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布拖县阿布洛哈村通村公路和公布拖县阿布洛哈村通村公路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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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江宏景摄摄

▼布拖县阿布泽鲁小学，学生们正在打篮球。
新华社记者 李梦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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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梦馨李梦馨摄摄

▲▲在昭觉县龙沟乡阿尼米村瓦西社
的黄芩种植基地，一名彝族老奶奶在采
摘黄芩芽叶。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贫困户洛
古有伍如今已搬入新家。图为洛古有伍
的孩子洛古阿飞（左）和洛古阿波兄弟俩
在新家门口。 （昭觉县委宣传部供图）

▼在德昌县巴洞镇小香葱种植基地在德昌县巴洞镇小香葱种植基地，，一位一位
彝族阿姨正忙着摘葱彝族阿姨正忙着摘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亚慧孙亚慧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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