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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会理县西南的丛林里，深
藏着一个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它就
是有着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美誉，
位于小黑箐镇境内的白沙村彝族村落。
进入白沙，首先会被郁郁葱葱的
绿色植被所折服。白沙土地肥美，山
上山下，高高矮矮的树经过一个冬春
的积淀，早已丰茂成一方风景。那样
的绿，凝滞、黏稠、湿润，挟带着丝
丝缕缕的清甜，从四面八方挤压过
来，令人猝不及防。在这个天然的大
氧吧里，深深吸上几口气，让人备感
舒爽。风把春天张扬的个性收敛起
来，变得更加矜持，悠悠的，酥酥
的，犹如少女的长发，轻轻地吹拂着
人们的脸庞。蓝蓝的天幕下，阳光依
旧是初夏时节的主角，从浓密的树叶
缝隙里筛落下来，点点金光烘托出季
节的明朗。
白沙的美，不在于它的清新宁
静，而在它的奔放和热烈。远方的游
客到了白沙，一定会被它的热情所感
动。要进白沙村，得先在村口喝上一
碗拦路酒。这是白沙人待客的最高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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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些歌谣或诙谐风趣，或情深意
长，带着浓烈的乡土气息，像山泉一
样清甜，像野花一样芳香。
在白沙，彝族长号最能体现他们
的气势和豪迈。彝族长号是彝族同胞
特有的传统乐器，纯黄铜手工铸造，
分两节连套，拉开有两米多长，加上
大红的绸缎，看上去华贵大气。彪悍
的彝家汉子仰天吹奏起这样的乐器，
再配上那身英气逼人的装束，看上去
更加威武雄壮。在丰收庆典、嫁娶祝
寿、乔迁新居的喜庆时刻，往往有彝
族长号演奏助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优秀代表，白沙村的彝族长号应
邀参加过许多大型庆典活动，现已成
为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
对“山歌”、跳“蹢脚舞”，是白沙
青年男女表情达意最好的方式，更是庆
祝丰收节庆的最佳选择。明月朗照，清
风习习，一堆篝火，一管竹笛，男男女
女手拉手，脚对脚，背靠背，踏着笛音
翩翩起舞。高亢清亮的竹笛，伴着笑
声、吼声、跺脚声，构成独特的民间交
响乐，让静寂的寨子一下就沸腾起来。

白沙彝乡风情美
李美桦
江西九江长江大桥 来自网络
“我为庐山人，幼读白鹿洞。
塾师喜李白，诗句教我诵。”1890
年 10 月 17 日 ， 中 国 民 主 革 命 先
驱、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九三学社
创始人许德珩在江西庐山的沈家冲
诞生。人杰地灵，秀美庐山孕育了
许德珩的风骨与精神，也因许德珩
增添了传奇色彩与光辉。

奔丧；第四次，1955 年，许德珩最
后一次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居地。此
次回乡，他的心情格外激荡。1938
年，日军侵占九江，血洗沈家冲，
许家老屋被焚毁殆尽。面对满目疮
痕，既让他痛心不已，又激发他为
祖国建设和发展进一步效力的决心。

起草五四宣言

生长九江
许德珩的家乡沈家冲，相传乃
天鹅抱蛋风水宝地。他的故居是三
进大屋，有大小房子 108 间，大小
天井 24 口，门前有一高大门楼。许
德珩在这里整整生活了 24 年。
为追求民主科学，许德珩发奋
读书，从九江中学堂 （九江职业大
学前身） 考入北京大学，再到法国
勤工俭学，追寻救国救民的实践真
理。离开故乡后，许德珩曾四次回
到故乡：第一次，1916 年 3 月，他
父亲许鸿胪病故，奔丧；第二次，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赴法国勤工
俭学，出国前回家探母；第三次，
1929 年 9 月 29 日，许母逝世，再次

1915 年初，许德珩考入北京大
学，自此以后，追求民主与科学的
他，书写了一部不平凡的人生华
章。这其中，起草 《五四宣言》 是
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1919 年 5 月 3 日 晚 7 时 ， 北 京
大学及十几所学校的 1000 多名学生
代表，在北京大学北河沿法科礼堂
集会。大会推举廖书仓为主席，黄
日葵、孟寿椿记录，许德珩起草宣
言。宣言热血激昂：“山东亡，是
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
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
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
不做万死一生之呼救乎。”
5 月 4 日，学生游行正式开

北京初识二月兰
辛 茜

始，到达赵家楼时，胡同口已被军
警封住。愤怒的学生们冲进曹宅，
寻卖国贼不见，随之火烧赵家楼。
待到警察总监率大批军警赶
到，大多数学生已在大火中撤离，
正在维持秩序的许德珩与易克嶷等
32 位同学却被军警野蛮拘捕入狱。
在狱中，许德珩慷慨写道：
“为雪心
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
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
家楼。锄奸不惜死，救国自千秋。
”
从沈家冲走出来的青年学子许
德珩，被历史推到了民族救亡的前
沿，成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一
代杰出典范。

的后代亲人接触中，我更了解到许
老所留下来的精神财富。
1955 年，许德珩回到九江。他
非常怀念家乡的旧居，想回沈家冲
追念先辈。可当时公路不通，汽车
无法行驶，步行也较困难，有人提
出让许老坐轿。但是，许老坚持不
坐轿，不搞特殊化，最终骑水牛跋
山涉水去老家虞家河乡沈家冲看
望故居和祖坟，尽到了对先辈们
的孝心。
清正廉洁是他的本色，尽管许
德珩身居高位，但他从不为子女谋
官挑位，形成了严律的家风。长子
许建国生活在九江，从事普通工
作。他每次去北京看望父亲许德
珩，许老一见面就问，这次来北京
请假了没有，批准了几天，不能超
假。接着说，他的公车不能私用，
要想在北京玩玩就坐公交车，这是
国家规定的，要遵守。这种清正廉
洁的精神为后人树立了真正典范。
当我再一次来到许德珩的家乡
追思，回望许德珩波澜壮阔的人生
轨迹时，他那爱国、民主、科学的
追求，犹如魂脉，震撼人心。

心怀桑梓 清正廉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许
德珩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
央主席，无论是对国家、对人民、
对社会，他都忠心耿耿。关心家乡
建设，他为九江长江大桥复工兴建
倾力作为。
而从一次又一次与许德珩先生

道彩虹。
当然，也有热闹的时候。周
末，池塘边的沙地上，有数不清的
孩子，嬉笑、尖叫，打破公园的宁
静，连平日里喋喋不休的鹩哥，也
住了嘴，只顾东张西望地瞧着。

访遍群花又见“它”

发现它的时候，它正躲在一棵
白皮松身后悄悄开放。淡紫、清
秀，衬着两片精巧的绿叶。一场雨
后，再去看它时，竟变成了一条河。
我惊诧地站在这条紫色的小河
前，不知所措，不知该怎么样表达我
的心情。我静静地站立，默默地凝视，
才又发现，公园的小路旁、杏树下、土
坡上、砖缝里都有它的影子。于是，我
每天都去，每天都去欣赏它在晨曦，
在黄昏中披着红霞的娇容。
这紫色的花把我迷住了，生怕它
会在我不经意时突然消失，或是被人
无端地采撷。我曾亲眼目睹一个高个
男人，拿一把大铁锹生生挖走小区边
公共区域内的几株鸢尾。于是，我整
天来来回回走动，甚至不放过午后它
在阳光下慵懒的模样，从不因为整天
和它在一起就感到虚度了时光，也从
不因它的默默无语就感到寂寞。

小区就在公园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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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子里男女老少，无师自通，都是跳蹢
脚舞的好手。扭腰、摆臀、拧胯、踢
腿、跺脚、击掌、甩手、转身，一气呵
成。十圈八圈过去，顿时觉得神清气
爽，活力四射。
白沙的美，还在于优美的生态环
境。这里山水田园错落有致，村容村
貌整洁大方。白沙村家家户户种花养
草，庭院内外干净舒适；洁白的外墙
上描绘着彝族传统图案和彝族人民劳
作、生活、歌舞等生活场景。人们都
说白沙的大米，是用露珠浇灌出来
的；白沙的牲畜，是用野花喂养出来
的。的确，那芳香扑鼻的大米饭、包
谷饭，山林中的松茸、鸡枞、木耳、
龙皮、树花，风味独特的老火腿、腊
香肠、坨坨肉、荞粑粑……令人垂涎
欲滴，难以忘怀。
走进和谐安宁的白沙，在如诗如
画的美景中，我们可以时时感受到白
沙人的乐观向上；在他们嘹亮动听的
歌声中，我们处处能感知这个美丽彝
寨的勃勃生机与希望。
上图：白沙村村民跳“蹢脚舞”
黄正伟摄

云南打造“网红”高速路服务区
张建永
从云南昆明出发一路向西，出
了昆明西收费站 3 公里，便可见具有
傣族、彝族、白族等民族风貌的花
景，这里就是深受大家欢迎的婚纱照
拍摄地、“网红”打卡点——读书铺
（下行线） 服务区。刚刚过去的“五
一”小长假期间，读书铺服务区里人
头攒动，整个停车场更是满满当当。
读书铺服务区拥有商业中心、滇
食坊美食城、国际卡丁车、儿童娱乐
区、滇花生态空间、彩云鲜生等多个
项目，是目前云南省最大的景区式服
务区。靠近高速路边的底层是老区，
顺山而上就是新区。沿着花景大道右
侧而上，不久便到了“百花坡”。整
个边坡被 100 多种花卉种植装扮，
半山
上，是以孔雀尾巴为造型打造的亮化
景观，
用花朵
“书写”
了
“彩云之南欢迎
您”。驾驶员休息区域就设置在“百花
坡”
上面，
布置有栈道、
长廊等。

传真：（8610） 65003109

如果说在“百花坡”赏花不够满
足，还可以去“花溪谷”。在“花溪
谷”
，可以从步道上近距离欣赏玛格利
特、木春菊、红叶石楠、丰花月季等
多种花卉及景致，也可乘坐服务区里
的观光车，穿梭于“花之缘”通道，
领略云南罗平油菜花的写真景象。远
处看到的白色棚顶，是正在建设中的
花卉主题馆，该馆集云南花卉博览馆、
花卉生态文化科教基地等六大功能为
一体，
可谓名副其实的
“花之馆”
。
像孔雀造型一样的大楼是商业综
合体，位于读书铺服务区的中心位
置，分为上中下三层，其中一楼设有
品牌餐饮、超市、书店等多个业态，
二楼为茶叶销售专区和读书铺服务区
基层党建示范园地，三楼为高原农特
产品及云南特色商品销售专区，所有
商品实现同城同价。
让人童心毕露的儿童娱乐区，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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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铺服务区

以前，我隐约知道小区附近有个
公园，但是，因为长期没有住在这里，
从未去过。直到有一天，我穿上运动
鞋、运动衣，打算豁出一上午的时间
去寻觅这个公园时，居然看见，公园
就在我的隔壁，几百米的地方。
我不免大吃一惊，被这意外的
幸福搞得晕头转向。我自然地也喜
欢上了我居住的小区。
清早，孩子们去上学，年轻人
步履匆匆地赶地铁、挤公交。老人
们拉着小车去买菜、打水，也有停
下来唠嗑，问好的。假如有新来
的，问银行、问公交和地铁站，操
着标准京腔的老北京还会止住脚

步，仔仔细细、慢慢腾腾地跟你
说，一直到你明白为止。
院子里大多是安静的，看似懒洋
洋，
无所事事，
实则透着几分恬淡、
几分
安逸、
几分平和。
特别是我窗下，
三棵不
算茂盛却郁郁葱葱的柿子树，
到了深秋
还挂着红果的模样，
让第一次来家做客
的嫂子喜上眉梢，
直夸这可太好了，
太
好了。
住在这里，
事事如意啊！
一切就这样，从头开始。慢慢
的，悠悠的，缓缓的。没有厌倦，
没有失意，没有过多的期待，只有
一颗宁静的，无愧的，平常的心。
周围几个小区的人，都来这个
公园，公园的名字很朴素，叫东小
口森林公园，我认为它名副其实。
在我的印象中，没有哪个公园像它
这样大而无边，锦带、波斯菊、丁
香、国槐、梧桐、木槿、海棠、桃
树、梨树应有尽有；也没有哪个公
园让晨练的、散步的、带孩子的
人，轻松愉快地走在大自然的怀抱
中；也没有哪个公园，可以让不知
名的小花小草无拘无束，遍地开
放。公园里没有雕琢的长廊，没有
人工锻造的建筑，只有青白石块铺
就的小路，在小小的，有些干枯的
池塘边蜿蜒，无论走到哪儿，都会
把你送回出发的地方。木椅上，也
少有人坐，只有到了周末，才会看
到带着孩子的年轻父母，手里握着
水杯的年老夫妻，在椅子上休息。
之前我竟以为这个公园是无人管理
的，去的多了，才在稠密的树林
里，鲜黄的连翘下，见到穿制服的
大爷——一边想着心事，一边照看
着洒水的蓬头，在蓝天下映出一道

我照旧是要去探花的，这是春天
赐予我的礼物。
一位老朋友说，
香山的
山桃花开了，
山下还有好吃的梭边鱼。
我便立即背起双肩包，
转了三趟地铁，
和他们俩去了香山。那天，天色极好，
透明而蓝。
粉嫩的山桃花风姿绰立，
袅
袅婷婷地开在高高的山坡上，给沉闷
了一冬的柏树林添了秀色。
有一天，我的一位老乡叫我进城
来，说城里的玉兰开了。我又迅速穿
戴好，刻不容缓地赶到，看到了花园
里白色、紫色的玉兰。玉兰优雅高贵，
在无绿叶的枝条上静静绽放，像雕塑
家的杰作，又像天上的仙女，白得无
忧无虑，紫得含蓄矜持。
又过了几日，北京工业大学的
老友郝勇打来电话，邀我去宋庄，
他说宋庄也有花。于是，我又忙不
迭地去了。去宋庄，得坐很长的地
铁。地铁上的人们大都低头看手
机，仿佛世界上的精彩，家里的
事，自己的事，全都搁在手机里。
记得多年前来北京，公交车、地铁
上都有人埋头学习，看书、看报
纸。现在，人们依旧埋头如饥似渴
地学习，但是，却显得过于冷清。
春风里百花开，色彩斑斓的花
朵让我的心插上了翅膀。回来后，
我又跑去公园看它，紫色的花朵安
然无恙，随风低语，仍然像一条
河，围绕着柏树、梨树、桃树，洋
槐轻轻荡漾，慢慢飘香，越发馥
郁，越发自如，越发烂漫。忍不住
心中的欢喜，我拍照发到了朋友圈。
两天后，在北京生活了 30 年的
发小晓丽，给我发来短信：你不知
道吗？这就是二月兰，北京最普通
的野花。
原来它叫“二月兰”！多美的名
字，多美的花。我静下心来，暗自
思忖，更爱我身边的东小口森林公
园，还有河一样流淌的二月兰。雨
后，沾着露水的二月兰开得更盛
了，我们小区满山满坡，都开遍了。
题图：二月兰 梁晓丽绘

仪。在彝家汉子吹奏的长号声中，一
群身着节日盛装的彝家帅哥靓妹，手
捧醇香的米酒，唱着动听的歌谣，笑
眯眯地在村口迎候。客人如果不把这
碗进门酒喝掉，是进不去寨子的。当
然，要是客人认为喝了这碗酒，就算
闯关成功，那就大错特错了。十多个
小伙子大姑娘，拉手的拉手，抱腿的
抱腿，在嗬嗬的吼声和欢笑声中，把
客人高高地抛起，再稳当当地接住。
这个独具特色的民间习俗叫“筛糠”，
意思是为客人送去欢乐与健康。当
然，白沙的青年男女有了心仪的对
象，表达爱慕之情也会用这种方式。
“请喝一杯酒，哥在妹心头，妹在
白沙等哥哥，与你同牵手……”能歌
善舞是白沙人的天性。原汁原味儿的
民间山歌，在白沙的田间地头、山野
村落处处可闻。这些动听的山歌，取
材于身边劳动者的生活。吟唱者信手
拈来，即兴编词，看山唱林，看河唱
水，出口成调，宛转动人。更难得的
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白沙人用旧瓶
装新酒，在流行歌曲里，用他们的所
见所闻重新换词，再活灵活现地唱出

零售 3 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 420 元

设有火车 VR 体验、儿童游乐场、读
书铺奇石、沙滩等区域。全家老小不
仅能在此荡秋千、挖沙做泥人，还能
品尝臭豆腐、锅盔等小吃。紧邻娱乐
场的卫生间是云南交投集团打造的智
慧化卫生间，能自动检测显示厕位、
温度、湿度和异味浓度。服务区全天
24 小时提供开水、母婴室、司乘休
息室、第三卫生间等多项免费服务，
为乘客的旅途增添暖意。
读书铺的精彩不止于此。滇食坊
美食城打造一店一特色的云南特色美
食，还有民族风情、茶艺表演和文化
展示。
“双品牌”加油站和新能源汽车
充电站保证不同车辆的需求。国际卡
丁车俱乐部树立首个“服务区+体育”
示范标杆，占地面积约 68 亩，赛道总
长1463米，拥有赛车100余辆。
如今，读书铺服务区不仅是云南
滇西旅游的出发地，更是展示云南形
象的“名片”。近日，云南省委副书
记、省长阮成发率队调研高速公路服
务区时强调，要按照标准化、景区
化、数字化、严管理的要求，打造高
速公路服务区升级版，加快推动中国
最美丽省份建设和全域旅游发展。据
悉，2017 年以来，云南有 165 个高速
公路服务区完成了改造提升，106 个
新建和改扩建的服务区基本建成并投
入使用。读书铺等 26处服务区被评为
全国百佳示范服务区或全国优秀服务
区，成为云南全域旅游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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