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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一座连一座，构成巨大的山脉，横亘在

滇南弥勒市的西边，这就是弥勒西山。在这上

面，星星点点地分布着上百个彝族支系阿细人

的寨子。上世纪40年代末，中共云南地下党在

此发动彝民起义，组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

同国民党进行殊死的搏斗，杨治廷等数百位彝

家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个既是革命老区

又是大石山区的地方，改革开放后喜事连连，在

外工作的我，被感动驱使，常回乡捡喜，存放在

自己记忆的仓库里。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将它们翻出部分与读者

品味、分享。

果 景

乡谚有云：“五月杏六月李，七月核桃八月

梨，九月柿子红团转。”然而，2016年我回西山

看望编史志时认识的骆咔寨老人李光时，时令

已至农历十一月初十了，可那儿的房前屋后、道

旁路边，一棵棵高矮不一的柿树，叶子已掉光，

黑褐色的枝头却密密匝匝地缀着沉甸甸的橙黄

果子，似一盏盏灯笼，倾慕天空，垂视大地。

熟透的柿子，剥开那薄如蝉翼的皮，就可直

接吮吸，清甜馥香，如在吃纯天然、原生态的果

酱蜜。怎么到了冬天，还会有这么多的果实挂在

树上呢？李老说：“寨外还有好看的果子，我带你

去看看后一并说吧。”

我跟着他往西边走，约两公里后，一座扁形

的大山突然横亘在眼前。“看，那叫鸡素子！”李

老抬手指指山腰，又指指山麓的左右两侧。我一

一望去，见每一处都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真真

切切，非常养眼。山麓左侧的不远处，我们走近

看，见是一棵斜长在石缝里的弯树，高约4米，

叉枝又生叉枝，枝条密匝，其上缀着大小形状均

如荔枝的果儿，无以计数，红红火火，令人心旷

神怡。

鸡素子果是一种野生果。李老说着就爬上

树，采下一捧呈鸡冠色的果子，“这已经熟得很

透了，果肉洁白，没一点的苦涩……尝尝吧。”我

抓了一个入嘴，一咬，满嘴生津，似甜牛奶的味

道，浸入五脏六腑，于是连籽粒都不吐就咽下

去，再抓吃另外的一颗……

回寨的路上，李老激动地告诉我们，弥勒西

山“大地”、“宽地”极少，但草席宽、簸箕大的“小

地”到处都是，阿细人只要充分利用它们，搞点

包谷饭填饱肚皮完全没有问题。然而，在极左思

潮泛滥的年月，人们都是集体劳动，只关注那些

极少的“大寨地”，结果口粮严重不足。山里所有

的果子，根本等不到熟透，就全被人们采摘充饥

了。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共产党将捆绑在

阿细人身上的政策绳索一一解开，全西山被社

员们解放出来的荒山“小地”竟达到数万亩，全

被种上了包谷。接着就是包产到户，再接着引进

优良包谷新品，后来所收获的粮食，屋子里都堆

不下了。现在，可填入肚子的东西，品种花样不

计其数——本地的树果当然吃不了多少，这就

形成冬季彝山的一道道景色！

我终于明白，彝山别有洞天的果景，是经历

了冬天的苦寒、春天的孕育、夏天的风雨和秋天

的霜染才出现的，它折射出时代的发展，共产党

富民政策给山里人带来的实惠。

磨 面

叠加两扇圆柱体的磨盘，接触部位錾刻着

相互咬合的沟壑。下扇有个轴，上扇有个孔，轴

入孔中，避免磨盘转动时位移。上扇还有个穿透

的孔，称磨眼；边缘上有个“磨耳朵”，竖楔着一

尺长的木棒，称磨柄。这就是石磨。将粮食放进

磨眼里，用力于磨柄，使上扇磨盘不停地转动，

让粮食漏到两扇磨盘的中间，一点点被磨碎。这

就是磨面，阿细人生活中永远不能缺少的大事。

弥勒西山海拔高，气候冷，主产包谷、大豆、

小麦。此类原粮，颗颗粒粒都结实，磨面得用大

石磨。大石磨庞大笨重，至少需3人操作，并借

助一个叫“磨手”的“丁”字形的木制架子才行。

“磨手”竖的一头凿有孔，磨面时，一个人将前孔

套在磨柄上，然后，一只手按住不让其脱离磨

柄，另一只手少许地抓原粮入磨眼，其他人则紧

紧地握住“磨手”的横杆，齐心协力忽而朝前忽

而朝后地用力推拉……

生产队时是集体劳动，推磨只能在晚上进

行，且本地石头虽多，可都不是做石磨的材料，

所用石磨需从外地买来，造价很高，因此一个百

十户人家的寨子，一般只有五六盘石磨，磨面得

排好长的队。我曾在这里整整生活了20年，磨

面无以计数，清晰地记得那时的夜晚，到了凌晨

两点钟，还有石磨在痛苦低沉地嗷叫：“喔——

喔——喔——”偶尔还能听到磨面人在唱《磨面

歌》：

白天在地里，夜晚在磨房。

人儿原地拽，磨儿圈里转。

磨儿转一圈，汗水滴十滴……

问阿祖这样的磨面什么时候开始？

阿祖说他祖父的祖父那个时候就开始……

用石磨磨面，费时费力还效率低，位于西山

东部的蚂蚁哨、舍得尼、布王戈、马龙、拖基、阿

基邑等村寨的有些人家受不了，见西山东麓的

花口、棠梨树、白枝谷、大树等地的河岸上，有不

知是哪个朝代就建盖了的水磨房，于是人背马

驮将粮食运到那些地方去磨面。

水磨，靠冲水作动力，省了力，但有时候却

不省心。上世纪30年代，山金村有位汉族妇女

在屋里添磨料时，突然听到

“哇”的一声，门外玩着的5岁

儿子被狼叼走了。她哭喊着去

追，但追到的只有一条小腿。

40年代，诺糯寨的陈氏用骡马

驮着包谷去清水龙潭磨面，途

中窜出两个强盗，将明晃晃的

杀猪刀架在其脖子上：“你是

要命，还是要马？”……新中国

成立后，豺狼被消灭，强盗被

打垮了，但山路坎坷崎岖且漫

长，去磨面扭伤脚和腰的事经

常发生。而且磨少人多，争磨

声不绝于耳，有时去等了三

天，也轮不上你磨。又偏有这

么一事：1973年马龙村有位上有老下有小的童

姓中年男子，生活困难，就钻到磨底下去，扫从

磨缝隙落下的面粉，而后来的人不知道下面有

人，于是放水磨面，结果其被转盘活活碾死。因

此，磨面人多时希望人少，而真正碰上人少时，

你又提心吊胆，害怕磨下有人。因此，开工前都

要大吼一声：“喂，磨下有人吗？没有我就要拉水

闸了！”

《阿细先基》歌里这样唱到：“再高的山也有

顶，再深的水也有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召开后，上级党委、政府一方面派人指导

群众开展栽种烤烟等活动，另一方面四处筹措

资金，从1980年起在西山架设高压输电线，到

1987年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成立30周年时，

西山东部的村寨，无论是汉族村还是彝族寨全

都通了电，全都安装了电钢磨，过去担惊受怕折

腾几天才能磨完的包谷，在钢磨里只需一袋烟

工夫就全磨完了——从此，阿细人祖祖辈辈用

石磨或水磨磨面的悲惨历史宣告结束！阿细人

将《磨面歌》“旧瓶装新酒”：

白天在地里，夜晚睡大觉。

轻轻开电闸，电磨自磨面。

白面堆成山，不淌一滴汗……

问阿祖这样的磨面什么时候开始？

阿祖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

始……

水 窖

1989年，一位叫蓝雨的汉族作家到西山采

风，写道：“骄阳临空，热气灼人。赤地炎炎，土地

龟裂……很多村寨的人，天天鸡叫起床，到三四

里外的山脚浑水塘挑水……”我是在山里背着

葫芦跟随大人外出取水长大的人，对于这里山

脚浑水塘有多大的水量，西山东麓有几眼的龙

潭，哪个村寨到哪眼龙潭有多长的路，都一清二

楚。因此，当时见到这篇文章，就情不自禁地提

起笔来对其进行续写：“这是正常年份取水的情

形。若是遇上一连3个月以上不下雨，本地的

山塘子被挑光，人们就成群结队地到八九公里

外的西山东麓花口龙潭、清水龙潭、大树龙潭、

租舍龙潭等处人背马驮，来回一趟四五个小

时。山路崎岖，崴脚闪腰的事，天天都在发生。”

幸运的是，进入新世纪，政府指导并补助革

命老区群众建水窖：掘个大坑池，内壁用石头砌

好用砂浆糊严，底部用水泥石子浇灌，封盖口子

挡住杂物进入，以集蓄雨水储藏，供人畜一年四

季饮用。补助款一个水窖最初500元，没多久

就提高到2000元，阿细人家家户户都有建水窖

的条件。据有关部门统计，至2016年，弥勒西

山先后建了20000个小水窖，容积大多为30至

50立方米。近20年来，我再也没看到过故乡人

像过去那样大规模出外取水的悲催情形。

“水者，万物之本原也”，人体的70%左右由

水构成，没有食物，人可以活较长的时间(有人

估计为两个月)，如果连水也没有，顶多能活一

周左右。因此，如今故乡人一提起水窖的事，往

往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载歌载舞：

最心疼孩儿痛苦的哟，

莫过于慈善的母亲。

最关心山民疾苦的哟，

莫过于当今的政府！

共产党的恩情哟，

阿细人世世代代铭记不忘！

家 居

位于西山偏中的诺糯寨西头，一座峰峦峻

峭的小石山下，一栋白墙青瓦的传统式三间正

房坐北朝南，其东面建有厨房和可以开进小车

的大门；西面一排建盖着多间相连的肥猪圈、厕

所；接着掉头往东再转南，依次建着小猪圈、黄

牛圈、水牛圈和洗澡房。正房前是个大场子，地

下建有可积储60立方米雨水的大水窖，上面边

缘摆着不少的花盆草桶。没建围墙，十几公里内

的远山近峦尽收眼中……这些房子各有其用，

生产工具、引火燃料、喂牛秸秆、喂猪食粮、卫生

器具等等，全都各归其类。房子间隙，留下走道

后，其他地哪怕只有盆口大，都被栽上了瓜豆，

让其开花结果，于灰色墙壁间点缀色彩。夫妇俩

一年养几十只猪、三四头牛，可圈外所有的地面

上，根本看不见一根一拃长的草屑……这是我

好友何文辉大哥的家。

我们阿细人不怕苦不怕累，诚实耿直，重情

重义……可在以前，由于观念有些陈旧，加上物

质条件不允许，家乡人的居家环境普遍糟糕。

比如，以为“只有人畜同屋，才能共同兴旺”，“只

能‘年廿八，洗邋遢’”，反对平时用扫帚认真扫

地，认为“会把财运扫出去”。又比如，说什么

“人的穿物，只能到其去世才能烧掉”，于墙壁上

横订几根棍子，平常衣裤破旧，统统往上丢挂；

破旧鞋子则塞入床下柜底，结果草鞋虫大肆繁

殖，床下常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

曾经有篇课文叫《不比吃饭的事小》，说居

家邋遢，是生活思路不清晰、品位不高的表现，

不利于身心健康，呼吁大家转变观念，革除陋

习，提高生活品位。人们的观念不断在进步。

今年3月 29日，我回到诺糯，何大哥说：“上世

纪80年代推行包产到户，彻底解决了阿细人的

吃饭问题；90年代，引进优良包谷新品，同时调

整产业结构栽烤烟，基本解决了阿细人的住房

问题。吃住解决了，人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想

怎样才能改善自己的家园环境，让日子过得清

爽、过得快活。目标拟出，并下了决心实现，很

多陈规陋习就被置之脑后了。现在，像过去那

样居家邋遢的人家已经很少了。”

走访拖基、土木基、阿基邑、油榨地、野猪

塘、红万等多个阿细人寨子，果然发现会收拾家

居的人家多了起来。

兴 舞

砍一节水桶粗长的冬瓜树，打凿成水桶样

的圆空心，一头蒙上张刮掉毛的山羊皮，一头嵌

上个木板制的五角星，就成了三弦筒；砍一节一

米多长的香椿树，一头雕刻成握手状，一头锯上

个穿洞榫，就成了三弦杆；弦杆横凿入弦筒里，

弦码处置上铁皮片，再配系3根牛皮线（弦），就

成了大三弦——阿细人常常扛起它跳“阿细跳

月”。看吧——

火把节，阳光融融，鸟雀啁啾，阿细小伙姑

娘兴高采烈，来到了青草茸茸的寨子边。男的

调弦试调，女的入林梳妆。一会儿，哨声脆响，

金笛起鸣，粗犷的弦声整齐响起，急迫紧凑，姑

娘们手拉手从林间飘然而来，和小伙子们面对

面，合着旋律，踏三步起一脚同时拍三掌地欢跳

起来，如百花盛开，似彩云过路！舞兴正浓，伴

之以歌；意犹未尽，则爆发“哦，哦！”的呼声。于

是，弦声、掌声、歌声汇合成一股巨大的声浪，一

刻比一刻欢快，一刻比一刻激昂，似大江河流在

奔腾，如万马千军在行进，激荡着山岗，摇曳着

林木……

“阿细跳月”群体性强，是拓宽交友的重要

渠道。未婚青年男女们常于夜晚相约来到村外

的山野林间，皓月之下，燃起篝火，围之频频起

舞，在抒发着由衷喜悦与欢乐的同时，眉眼间传

递着无限的情意，寻找称心的伴侣。三弦铮铮

激恋情，多少年来，“阿细跳月”不知促成多少人

“终成眷属”，也不知促使多少对“眷属”情深似

海，恩恩爱爱，白头偕老。

“阿细跳月”气势恢弘，场面壮观，喜气浓

烈。“阿细跳月”韵律强劲，振奋人心，给人以积

极向上的力量。上世纪40年代末，阿细人常跳

起它，鼓舞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奋勇杀敌；50

年代初，阿细人也跳起它，到朝鲜慰问志愿军战

士。

然而，这个功能多样的优秀民族民间舞蹈，

在“文革”时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谈情说爱的

毒草”。当时，因为“不能跳”，也饿得“没力气

跳”，阿细人能歌善舞的“天性”虽然不死，但无

可奈何。见自己优秀的民间舞蹈濒临失传，阿

细人的心痛如刀绞。

欣喜的是，国家改革开放，既让阿细人找到

吃饱饭的感觉，又让阿细人不用担心被批评的

风险，于是，阿细人重新制作大三弦，沉默了十

几年的“阿细跳月”开始复活——

1984年，日本导演牛山纯一前来拍摄《复

活了的“阿细跳月”》等风情片，拷贝发行到20

多个国家和地区；1992年，以山里农民组成的

“阿细跳月”艺术团，参加中国第三届艺术节作

专场演出，赢得了中外嘉宾雷鸣般的掌声。

1999年，该团参加昆明世博会。2008年，“阿细

跳月”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

兴 歌

如今的阿细人，特别喜欢唱酒歌。常常是不

论吃早饭还是吃晚饭，只要男子在一起喝酒，酒

歌就脱口而出，吸引女子前来参唱，拍掌助兴。

意犹未尽，干脆吹起竹笛，弹起三弦，拉起二胡

进行伴奏。于是，歌声、笛声、弦声、掌声……汇

合成响彻云霄的交响曲。

酒歌的内容非常丰富，有自娱自乐的，如：

“抬起（酒杯）来——抬起（酒杯）来——今天这

个日子啦，应该高兴快乐地过，亲戚和朋友，又

一次相会，有菜无菜也要喝，好吃不好吃也要

玩，高兴地快快乐乐地，大家都来喝，喝——

喝——”

有相互问候的，如：“好久不见了，亲爱的朋

友，今日喜相逢，请你喝一口，喝一口……”迎接

客人的，如“哎——贵客四方来相聚呀，朋友四

方来相会呀，我们阿细人，有一种礼仪，待客先

敬一杯酒……喝——喝——”又如，“领导辛苦

了，翻山涉水来阿细山寨，嘘寒问暖，传达党的

富民政策，就像金色的阳光，照亮我们的心。我

们相聚在一起，同唱致富歌。我们一起举杯，同

饮幸福酒……喝——喝——”

也有劝留客人的，如“亲爱的朋友，我们高

高兴兴地玩了一天，再高高兴兴地喝玩一夜，等

到那黎明的曙光照进竹林，再让你把幸福的泪

花洒遍四方……喝——喝——”

庆贺丰收的，如：“丰收果累累，吃在嘴里甜

在心里，人人乐哈哈，四面八方朋友来，你吹烟

锅我喝酒，欢喜欢乐喝一口，喝——喝——”

感谢共产党，歌唱新生活的，如：“巍巍西

山，蓝天白云。惠民政策润山寨，马缨花开红似

火。老房修葺一新，新房拔地而起！青瓦白墙，窗

明几净，道路平坦，四通八达，绿草如茵，花开四

季 ，足 不 出 户 喝 泉 水 ，坐 在 家 中 听 鸣 鸟 ……

喝——喝——”又如“（第一首）哎——我们西山

阿细山寨哟，共产党领导扎（好），群众干劲扎

（好），虽然在山区，科学种地搞得好，旱谷黄灿

灿，玉米黄爽爽，楼上那个粮食哟，堆得像个小

山坡，日子好过了！（第二首）哎——我们西山阿

细山寨哟，镇党委领导扎（好），群众干劲扎

（好），虽然在山区，科学养殖搞得好，猪鸡胖乎

乎，牛羊肥壮壮，街头巷尾汽车多，停都停不下，

生活方便了……喝——喝——”

追根溯源的，如：“细细地想啊，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高兴？细细地想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快

活？我们西山阿细山寨哟，朋友们（拉拉哩拉

哩），如今有了酒喝，朋友们（拉拉哩拉哩），不喝

怎么办啊？朋友们（拉拉哩拉哩），不喝也会老，

朋友们（拉拉哩拉哩），不唱也会老，朋友们（拉

拉哩拉哩）……喝——喝——”

弥勒市彝族研究学会会长张国富说，阿细

酒歌内容五花八门，但归起类来主要有3种：或

表达阿细人的喜悦心情，或展现阿细人的热情

豪爽，或感谢共产党、歌唱新生活。为什么？因为

这些阿细酒歌，是伴随着新时期党的富民政策

进一步落实而不断产生的新作品。

彝 山 捡 喜彝 山 捡 喜
□□杨学诗杨学诗（（彝族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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