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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村”，为什么悬在总
书记心里？

阿土勒尔村，位于全国最大彝族聚居县昭觉
县支尔莫乡，坐落在海拔626米至1600米土壤肥
沃的山坳中。以前，村民出村进村，需要攀爬落
差800米的悬崖、走过12级218步藤梯。200多年
来藤梯是居住在此的彝族同胞与外界保持联系的
唯一最快捷的通道，外界称之为“悬崖村”。

李白有《蜀道难》传世。那条架在绝壁上的
路，真真比蜀道难上十倍！

从勒尔小学望上去，是望不到顶的高山。“路在
哪儿？”向导土比日格指着峭壁，说：“就在悬崖上。”

越往上走越陡峭，也越来越难走。悬崖峭壁
上的路，每迈出一步，须手脚并用。回头看，心
惊肉跳。往下看，头晕目眩。

攀扯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有了平缓的地方可
以歇歇脚。坐在这里，放眼望去，左边是古里拉
达大峡谷，夹在支尔莫乡勒尔村和哈甘乡瓦屋村
的深山里。谷底是古里拉达河，河水湍急，锵锵
作响。山间，高压电线横空出世，飞峡而过。

以前，村民进出村子，走的是藤条和木棍搭
成的藤梯，还有数小段没有天梯的原始窄道。一
般每周下山赶集一次，背上花椒和核桃，到离山
脚几公里远的莫红小集镇去卖。

“一些收购商知道我们是悬崖村的，断定我们
不会再把东西背回山上，故意压低价格。”村民们
说。大件物品，村民买了也无法运上山。赶集时
只买些日用品、简单的生产工具及肥料。村里养的
牛、羊、猪，卖不到山下，只能自己吃。

生病是个麻烦事，年纪大的基本上都靠村里
有医术的老人用土方解决。如果年轻人或女人生
病，就绑到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身上，前后几个人
扛着扶着下山进医院治疗。

攀天梯，爬山路，需要一定的勇气，我们一
行用了近4小时，终于登上了悬崖村。手脚发软，
心里发虚，脑中缺氧，记者的体能已快到极限。
汗水淋漓的身体被山风一吹，嗖凉嗖凉的。

风光往往就在险境之间，位于半山台地上的阿土
勒尔村的勒尔社就是这样一个“世外桃源”的所在。

屋舍错落、鸡犬相闻、阡陌纵横，花椒树、
核桃树掩映在家家户户之中，红红的大南瓜、金
黄金黄的老玉米、个头不小的土豆，散落在每个
庭院里。老母鸡闲庭信步，牛叫狗吠，余音袅袅。

村支书某色吉日告诉记者，200多年前，勒尔
村的先辈们为躲避战乱，迁徙到此，发现这里土
地肥沃，易守难攻，就把家安在了山坳里的缓坡
上，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这里由于小气候好，
农作物产量高出大凉山的其他地方。

孩子们，为什么悬在州委
书记心里？

在记者采访的数天时间里，凉山彝族自治州
委书记林书成一直与干部们商量着再到“悬崖村”
去看望和慰问。

在“悬崖村”钢梯建成前后，林书成曾四上
“悬崖村”，实地调研考察藤梯的改造。林书记告
诉记者，他4年前第一次去“悬崖村”时，最揪
心的是全村小学生的上学出行问题。

“小时候，爸爸要带我下山，总会带上一根绳
子，一头系在他的腰间，一头系在我的腰上。上
山时，我走前面，他走后面。下山时，我走后面，
他走前面。” 村民莫色子古说。有了爸爸的保护，
孩子们上下天梯，一点都不怕。等到了16岁，便
可以独自上下天梯了。

地理位置太特殊，山下的勒尔小学实行上10
天课、放4天归宿假的作息制度。“见不到孩子家
长，我们不允许孩子离开学校。如孩子来上学，
没看到家长送，我们要严厉批评。”勒尔小学校长
吉克说。如遇家长没有时间，学校老师会把孩子
送至第一层天梯，等村里邻居赶来后，照顾孩子
们上天梯。

“现在进村的路，已经变成钢梯了。”向导告
诉记者，原来的藤梯，已经被用钢管搭建的钢梯
所取代，钢梯两旁还焊接了扶手。比起藤梯的步
步惊心，这条钢管路走起来要让人踏实安心得多。

钢梯，是从2016年8月开始启动修建的，州、
县两级财政共投入了100万元。当年11月，钢梯
完工投入使用。向导介绍说，这些钢管牢牢焊入

悬崖，一共组成21段、767级台阶。整个钢梯用
了大约1500根、40多吨钢管，光是固定的扣件，
就用了6000多个。

钢管都是村民一根根背上山的。修建钢梯时，
莫色子古负责统计钢管数量、计算人员工资。1.5
米的钢管，每背一根工钱10元，6米的，每根60
元。与原来的藤梯相比，钢梯是直上直下的，不
仅比藤梯好走、安全，还节省了路程。喷了防锈
油漆后，寿命可达10至20年。

校长吉克伍达介绍，2017秋季学期起，该校
就只允许学生在彝族年等重大节假日和寒暑假回
家，家长可随时到校探望学生。这样，住在勒尔
社的24名学生每年回家的次数降低到过去的1/10。

今年春季学期开始，各个年级学生已实施减免
费用而且给予补助。全州同样条件的1292名学生，
凉山州教育局将落实每生每年补助4500元。

现在的“悬崖村”，让人不
再揪心

2017年最后一天，陈古吉和几位村民行走在
钢梯上，他用手机拍下了皎洁的月亮，“2017年最
后的月亮，真美好。”陈古吉发了一条朋友圈。

2017年12月初 ，在相关爱心企业及公益基
金会的帮助下，在钢梯上安装上了微光路灯，亮
度是普通白炽灯的8倍。

2017 年的最后一个月，陈古吉过得很忙
碌，他和 30 余户村民奔走在悬崖间采集野蜂
蜜，足足收完了 1600 多斤，其中 300 多斤是自
己家的。之前他联合另一户人家投资上万元买
了几十个蜂桶放在悬崖上。陈古吉不仅自己收
蜂蜜，还帮大家卖蜂蜜。

每次大家的总订单达到 100 斤时，他便会
带着货物下山，在昭觉县把蜂蜜寄往全国各
地。他们的蜂蜜一斤超过 100 元，其中包括运
输等各种成本。“从我这里到县城去的车 80 元
一位，昭觉县一晚上 125 元的住宿费，一人一
顿饭需要 30 元。”初中学历的陈古吉细数着每
次出行的花费，和乡亲们的账他每笔都记得仔
细。他算了算，2017年卖蜂蜜的收益可以让他
家原本几千元的收入翻好几倍。

陈古吉的蜂蜜生意开始于2015年，那时他
只采30斤，背到山下以不到50元一斤的价格出
售，还不能保证全部卖完。从卖不完到不够
卖，陈古吉把这个功劳归功于微信。

现在陈古吉的微信好友已有上千人，他在
朋友圈更新频繁，几乎每天都要向大家展示自
己的生意进展，照片上不是新装的蜂蜜，就是
厚厚的邮寄单。

过彝族新年的时候，陈古吉杀了一头 400
多斤的猪，“这是我家第一次杀这么大的猪，以
前只舍得杀几十、一百斤的。”在他家炉灶的上
方，一排腊肉整整齐齐地挂着，陈古吉把这作
为“生活越来越好”的标志。

“悬崖村”之前一直靠光伏工程供电，仅能满
足照明、看电视、手机充电等，农产品加工、旅
游开发等项目没有稳定的电力作支撑，成为当地
脱贫致富的最大制约难题。

2017年12月28日下午2时，在凉山州昭觉县
阿土列尔村的“悬崖村”下，四川能投集团举行

了“悬崖村”电网建设改造升级工程竣工仪式，历经
98天的艰苦施工，“悬崖村”村民用电困难的情况成
为历史，电压不稳的情况得到了彻底解决。

2017年6月，互联网正式接入悬崖村，打开了
村民和外界连通的另一条通道。半年的时间里，悬
崖村的年轻人里还产生了第一批“网红”。

未来的“悬崖村”，让人充
满信心

2017年3月9日晚的央视新闻联播上，来自
“悬崖村”的一段视频火了。视频中，村民向总书
记报告村里的最新情况。支尔莫乡党委书记阿吾
木牛说：“请总书记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干，让
我们村民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

说起视频，“悬崖村”第一书记帕查有格仍然
十分兴奋。他说，2017年3月9日，他用手机给村
民播放了总书记参加四川省代表团审议，并提到

“悬崖村”的新闻视频。“没想到总书记如此挂念
我们。”村民们看了视频后，都非常激动。

“现在，村里有了4G信号，可以视频通话聊
天了。”帕查有格说，大家看了视频，除了感动，
还备受鼓舞，于是，大家提议用手机录制一段视
频，向总书记表达自己的心声。

凉山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昭觉县委书记子克
拉格介绍，即将通车的乐西高速、宜攀高速穿境而
过，“悬崖村”致富，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路。

因总书记的关心，“悬崖村”越来越被外界关
注。“几乎每天都有游客前来，爬钢梯、走田园、
赏村景、农家乐，多的时候有一两百名游客。”村
民某色瓦哈激动不已。

如今的“悬崖村”，办起了幼小班、医务室、
金融服务等。家家户户都装上了太阳能板，高清
电视接收器。

幼教点的老师吉伍尔洛是第一个嫁进“悬崖
村”的中专生媳妇，2017年9月在社会各界的帮助
下，由她家改装的幼教点换上了蓝色的桌椅，木质
的床铺，崭新的黑板旁还多出了一台电视机。

吉伍尔洛与丈夫在四川西昌相识，两年
前，她第一次来到丈夫的村庄，爬了 6 个小时
藤梯，满眼收尽荒凉，第一个念头是“赶紧回
家！”“我既然嫁到‘悬崖村’，就是这里的
人。”吉伍尔洛抑制了当时心中的想法，然而真
正让她决心留下的是村里的孩子们，“我不想让
孩子们失望。”

吉伍尔洛自己的孩子今年两岁，现在已经
可以咿咿呀呀地跟着妈妈的学生们一起数数
了。除了教基础知识，吉伍尔洛会上网搜集一
些照片和视频，通过它们，孩子们看到了高楼
大厦，了解了城里小朋友的生活。

今年1月13日，“悬崖村”再次传来好消息：
川投集团、成都天友旅游集团公司共同出资成立
四川川投天友悬崖村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将
投资6.3亿元打造山地度假旅游目的地，彝区农文
旅体验目的地和文旅产业扶贫示范基地，项目将
分三期进行，到2022年全部完工。

川投集团总经理刘体斌这样描绘未来的“悬
崖村”：泥土芬芳的“土味”、乡村野趣的“野味”、
民俗风情的“俗味”、古香古色的“古味”、富有
风韵的“韵味”。

聂帅的那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聂帅的那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总书记牵挂的“悬崖村” 现在咋样了
本报记者 陆培法

底图底图：：人们行走在建好的钢梯上人们行走在建好的钢梯上。。
上图上图：：““悬崖村悬崖村””学校开展活动学校开展活动。。
中图中图：：““悬崖村悬崖村””的民俗活动的民俗活动。。
下图下图：：作古的藤梯作古的藤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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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加十二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时，特别提到了凉
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的“悬崖村”。他说，曾在电视上看到
有关“悬崖村”的报道，特别是看到村民们的出行状况，感

到很揪心。了解到当地建了新的铁梯，心里稍稍松了一些。
总书记牵挂的“悬崖村”，现在咋样了。今年春节

前，记者来到被称为“悬崖村”的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
支尔莫乡的阿土勒尔村，一探究竟。

聂帅（聂荣臻）曾经流着泪说：“阜
平不富，死不瞑目。”这件事是福建省委
原书记项南同志告诉我的。聂帅的那句
话感人至深，我一直铭记在心。项南同
志从福建省委书记任上退下来后，当了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我当时是福州市
委书记。他到福建来找我，希望我支持
一下基金会。项南说，有一次他去看望
聂帅，聂帅谈到了河北阜平的情况。阜
平曾是晋察冀边区所在地，聂帅担任过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帅动情地说，
老百姓保护了我们、养育了我们，我
们打下了天下，是为老百姓打下的天
下，阜平的乡亲们现在生活还没有明
显改善，我于心不忍，一定要把老区
的事情办好。所以，项南义不容辞当
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我是在这样
的氛围中耳濡目染走过来的，工作过
的很多地方都是老区，对老区的感情
是很深厚的。我们对脱贫攻坚特别是

老区脱贫致富，要有一种责任感、紧
迫感，要带着感情做这项工作。

——摘自人民日报《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
情结》 （2017年2月24日 24版）

背景资料：
阜平县：革命老区，全国扶贫开发重点

县，隶属河北省保定市，东与曲阳、唐县交
界，东北与涞源为邻，西与山西省五台县相
接，西北与山西省繁峙县接壤，南与行唐

县、灵寿县毗连，北与山西省灵丘县交接。

阜平为全山区县，属太行山山系，境内地形

复杂。

阜平县情的特点是老区、山区、贫困地

区“三区合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挺进阜平，在这里

建立了中国北方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

维埃阜平县政府。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了中

国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被誉为“模

范根据地的模范县”。

2012 年 12 月 29 日，习近平任中共中央

总书记后不久，冒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
寒，前往阜平看望慰问困难群众，考察扶
贫 开 发 工 作 。
这是习近平上
任后第二次外
出考察，也是
第一次探访贫
困地区。

在 阜 平 ，
习 近 平 强 调 ，

“只要有信心，
黄土变成金”。

“悬崖村”接通网络后，彝族小伙儿
某色苏不惹在 2017年 11月底开通了直播账
号，目前已经积累了5.8万粉丝。

截至 2018 年 1 月 30 日，他的账号共上
传了 42 段短视频，每段浏览量至少过万
次。一个月前，其中一段还获得了120万的
点击量，十几秒的视频里，一个彝族老阿
妈在几乎平行于崖壁的钢梯上攀爬。

单一的红底文字，简洁的配乐，这是某
色苏不惹对搬上镜头的日常生活唯一的渲
染。他的视频大部分在新建的钢梯上录制，
村民们背着东西向上攀爬，身后可以是小孩，
可以是电视机、洗衣机，也可以是牛或羊。

某色苏不惹几乎每天都会直播，从最开
始的带大家爬钢梯，逛村子到现在在家里直
播日常，他越来越和大家聊得开。他会常用

“老铁”、“没毛病”、“666”这样的网络热词，“这
些都是要学习的。”某色苏不惹从其他网红的

直播里学到这些，用起来感觉效果还不错。
镜头中的某色苏不惹开朗幽默，一一

解答粉丝的提问，和平时判若两人。“直
播时必须有话说，我平时很严肃的。”某
色苏不惹向笔者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次直
播，只有十几个人观看，害羞的他几乎没

有露脸，镜头里只有钢梯和远山。“大家
一般都说我这个人真实，让我一直做下
去，我想他们应该是喜欢我这一点吧。”

除了每天两三个小时的直播外，某色苏
不惹其他的时间都在干农活。2018年1月，
央视晚间新闻栏目邀请某色苏不惹做了回

连线主播，节目中他以网络直播的形式，带观众
看天梯聊“悬崖村”的变化，在电视上，某色苏不
惹的家人第一次看到他做主播的样子。

利用直播，某色苏不惹还向网友推荐自
己采的野蜂蜜，和打赏加在一起，直播每个
月为他带来1000元左右的额外收入，而原来

家里 4 个劳动力加起来一年收入不过 8000
元。某色苏不惹现在在等村里的旅游产业规
范化，那时他要办一个客栈，按照规定定价。

拉博是村里的另一位知名网红，他比某
色苏不惹“成名”还要早，他在去年 8 月份
开通了直播账号，如今已有了12.8万粉丝。开

始直播那会儿，村里人不理解他在对着手机
讲些什么话，说他“像个疯子”。现在随着村
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起自拍杆，直播这件
事在“悬崖村”变得平常。

“直播能让我快乐，感觉太不可思议
了！”拉博这样评价和网友们聊天的体验，
参加直播后，他的聊天对象突破了家人和
村里几个朋友的狭小范围。

在直播中，拉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
是为什么他们不离开村庄，他每次都耐心
地解释：村民已在这里世代相传居住了200
多年，早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钢梯修完了，山底的路还有待完善。
拉博现在在参与修路，没事的时候他总会
去钢梯上看看，义务帮助游客上山下山。

互联网为“悬崖村”打开了新世界，村民
们利用它走出了大山，这次握在他们手中的
不是藤蔓，而是绽放在云端的希望。

“悬崖村”的网红们
叶晓楠 李京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