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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大凉山，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直到1958年，奴隶制社会才在这片土地上彻底
终结。

由于自然、历史等因素，凉山长期被贫困问
题所困扰。直到脱贫攻坚战打响，凉山建档立卡
贫困户依然有90多万，是全国贫困程度最深、攻
坚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是区域性整体深度贫困
样本。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大凉
山考察，带给彝族人民脱贫致富的无尽信心和力
量，在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下，通过近些年的脱贫帮
扶，大部分彝族群众已经住上了新房，生产生活
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就从“彝”字说起

彝字单从字面来讲，是指古代盛酒的器具，
也泛指古代宗庙祭器。 它是一个形声字，意思
为双手捧上丝、米等贡品奉献神灵。甲骨文彝字
为双手捧鸡奉献之意。所以，彝字的本义在古代
与现在的少数民族彝族是没有多少关系的，因为
现在的彝族，在解放前都被称为“夷”人。

“夷”和“蛮”常联系在一起，多有贬义，因此，
解放后，在确定少数民族称谓时，毛主席提出用

“彝”代替“夷”字。据说毛主席曾给身边工作人
员讲：你们看这个“彝”字，上面一个“彑”，像房
顶；中间左边是“米”即粮食，右边是“糸”指衣服；
下面是“廾”草字底，像两手捧物。彝族人民从奴
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希望他们将来能
住上宫殿一样的房子，家家都有粮食吃，人人都
有好衣服，吃饱穿暖后才有精神跳达体舞，过上
神仙一样的日子。

几十年过去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
大凉山彝族人民在奔向幸福的小康之路上逐渐
掉了队，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们，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的脱贫攻坚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近
几年随着精准扶贫力度的加大，大凉山彝族人民
的日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当年毛主席
的愿望都实现了吗？

“彑”：“悬崖村”搬家了

说到大凉山的脱贫攻坚，无人不想到“悬崖
村”，前段时期，有关“悬崖村”整体搬迁的消息几
乎铺天盖地，为什么这个村子的搬迁能引起全国
人民的关注呢？原来它处于美姑河大峡谷断坎
岩肩斜台地，所在位置就像三层台阶的中间那
级，海拔1400多米，与地面垂直距离约800米。
村里通向外界，需要顺着悬崖断续攀爬17条藤
梯，其中接近村庄的几乎垂直的两条相连的藤梯
长度约100米，没有藤梯的崖壁才是最危险的。
据阿土列尔村党委书记阿皮几体说，他知道的在
这条路上摔死的人至少七八个，有村里的人，也
有外来的人，而摔伤的人更多。后来《新京报》的
一篇报道《悬崖上的村庄》，引起广泛关注。凉山
彝族自治州为该村先修了一条钢筋结构梯道，暂
时解决了群众出行安全问题。

2020年5月13日是阿土列尔村的“大喜日
子”。这一天，高山区31户贫困老乡走下2556

级钢梯，搬入县城集中安置点的新家。
村民们的行李中，有的意义十分特别。70

岁的阿子日哈带了一张照片，她说那是3年前一
位记者在山上给她拍的。照片里的她，叼着一根
卷烟，注视远方，那时她可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进
城住楼房。

阿子日哈的新家，位于昭觉县南坪村的3号
安置点南坪社区。这里，一排排黄色高楼拔地而
起，广场、学校、超市、活动室等基础设施一应俱
全。南坪社区共有30栋住宅，每套单元房面积
50平方米至100平方米不等。

“悬崖村”8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搬至
县城安置点，开启了新的生活。至此，凉山彝族
自治州昭觉县全县最后一批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全部完成。

“米”：遏制铺张，土豆奔小康

彝族人十分好客，爱用猪、牛、羊、鸡等禽畜
肉砍成拳头大小的砣状，用水煮到刚断生捞起滤
水，然后拌以盐、蒜、辣椒、姜等佐料。按照传统
习俗，每逢客人到来，必以此肉相待。

上世纪50年代，凉山州实行民主改革，彝族
群众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
社会。然而，当地群众受教育水平低、社会发育
程度不足等问题仍长期存在。一位凉山彝族干
部精辟评价过去的陋习：“请人吃一顿饭，能吃得
倾家荡产。”

铺张浪费、没有财富积累意识，只顾眼前、得
过且过，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与山大沟深的偏僻
环境相交织，导致凉山彝族长期走不出贫困的怪
圈。凉山治贫，必须以治愚为要，必须移风易俗，
倡导文明新生活。

“婚丧嫁娶杀牛不能超过10头、聘礼不超过
10万元。”这是近年来写进布拖县木尔乡布柳村
《村规民约》的内容，有效地遏制了铺张浪费之
风。“彝族人好面子，以前红白喜事都大操大办，
互相攀比，贫困户也借钱宰牛，事情办完后家里
都穷得揭不开锅了。”村民曲木友呷说，高额聘礼
给村民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现在明令禁止了，
他举双手赞成。

四川省金融局下派金阳县马依足乡党委副
书记郑伟讲了“一颗土豆的故事”：在马依足乡有
很大一部分农户都依靠种植乌洋芋来维持生计，
这种紫色土豆太普通，一半拿来喂猪了，卖不出
好价钱。郑伟将乌洋芋送到中国测试技术研究
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迷科乌洋芋富含花青素、
多酚等多种微量元素，属于富硒食品。

他心中欣喜：好东西得卖个好价钱。在咨询
营销专家后，开始踏上打造迷科乌洋芋品牌之
路。最难的是做包装、宣传和线上线下推广，连
续奋战近三个月，终于在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知
名电商平台上有了自己的网店，同时在线下也有
了两个专卖店。

为保证品质，延长销售期，郑伟又为马依足
乡争取到150多万元资金，引进分级洗选设备，
并建起20万公斤储量的冻库。为防范自然风
险，还自掏腰包为迷科薯农购买农业保险，让迷
科乌洋芋种植大户们即便遇到天灾也可确保基
本收益。

一套“组合拳”下来，此地的乌洋芋从自食产
品变成了供不应求的商品，每公斤售价达到7元
至30元不等，一时间从无人问津的土疙瘩，变成
了引领群众脱贫的金疙瘩。

“糸”：电商+非遗+扶贫

凉山彝族群众过去缺衣少被，现在人人都有
几身换洗衣服，逢年过节或客人来了，都要换上
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很多还是自己缝制的。

彝族支系繁多，各地服饰差异大，服饰区别
近百种，琳琅满目，各具特色。妇女一般上身穿
镶边或绣花的大襟右衽上衣，戴黑色包头、耳环，
领口别有银排花。除穿裙子外，有些地区的彝族
妇女也穿长裤，许多支系的女子长裤脚上还绣有
精致的花边，已婚妇女的衣襟袖口、领口也都绣
有精美的花边，尤其是围腰上的刺绣更是光彩夺
目。居住在山区的彝族，过去无论男女，都喜欢
披一件“擦耳瓦”——羊皮披毡。它形似斗篷，用
羊毛织成，长至膝盖之下,下端缀有毛穗子，一般
为深黑色。

大小凉山山势险峻，气候寒冷，当地彝族群

众故用毛毯护身，俗称“擦尔瓦”。擦尔瓦是用羊
毛织成的披衫，有白、灰、青等色，上部用羊毛绳
缩口，下部缀有长达0.33米左右的长穗流苏。制
作一条擦尔瓦，往往要用几个月时间，彝族人的
擦尔瓦一年到头不离身，白天御风寒，夜晚当被
盖，堪称凉山彝家服饰象征。

彝族服饰是穿在身上的历史，是流动的风景
线，是一部形象的史书，是彝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之一。昭觉被誉为“中国彝族服饰文化之乡”。
近年来，凉山昭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彝族服
饰这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服饰文化中心
不定期举办传承人技艺培训，并于2007年成立
彝族服饰研究中心，希望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得
以代代相传。昭觉县保护、传播、传承彝族服饰
文化产业，使彝族服饰文化产业得以进一步培育
成长。

2017年5月，唯品会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
贫的号召，打造了“唯爱工坊”电商公益平台，聚
焦非遗手工艺，为贫困手艺人带去持续的生产订
单，实现非遗与扶贫的开创性结合。

唯品会联合设计师联盟资源，深入凉山采
风，与手艺人共同打造时尚非遗产品，并携手中
国妇基会与妈妈制造项目，捐建“唯爱·妈妈制造
合作社”，为彝绣手艺人提供知识和技能培训，让
非遗后继有人。唯品会选择成熟的彝绣非遗产
品，通过上线“唯爱工坊”，链接上亿消费者，让消
费者选择非遗产品，让非遗回归生活。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彝族服饰，正用它的
非凡魅力，带给人们更多惊喜的审美，并成为助
力脱贫的抓手，显示出彝族人民欣欣向荣的精神
风貌。

“廾”：科技开启彝人新生活

2020年5月18日，光明网曾报道一则消息，
一款专门针对彝语人群的手机应用软件“涯悠”
正式对外发布，谁也没有想到，这款软件的开发
者，正是西南石油大学2016级测绘专业的彝族
学生勒苦伍牛惹和他的小伙伴们。

勒苦伍牛惹就来自于“悬崖村”阿土列尔
村。通过学习他走出了大山，通过知识他想要改

变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想要帮助像他一样生在大
山长在大山的彝族同胞们。凉山彝族自治州
2018年末彝族人口为284.13万人，占总人口的
53.62%。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同时也是一个
备受党和政府关注、关心的群体。在2020年的
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中，凉山州的彝族同胞的脱贫
进程牵动着太多国人的心。勒苦伍牛惹的家，是
在5月12日搬进县城安置点的。

从世代而居的悬崖住所搬迁到了昭觉县城，
与阿土列尔村一同搬迁到这一安置点的彝族同
胞并不在少数，在整个凉山彝族自治州享受到异
地扶贫搬迁的彝族同胞也不在少数，有了新房，
享受到了水电气等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就业也
有了保障。但是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像勒苦伍牛
惹母亲这样的不懂汉字、不通汉语的彝族同胞并
不在少数，如何让他们更好更快地融入到全新的
生活中去，如“涯悠”这样专门针对彝语人群的手
机应用软件就研发得更有意义了。打通了语言
关，让这部分彝族同胞能够使用智能电话，这不
仅能够加强他们与家人朋友的联系，对于彝人就
业、教育、创业等都有着不小的帮助。

一款手机应用，既是新生代彝族人生活的改
变，更是勒苦伍牛惹这代人对彝族地区的贡献和
深远影响，其使用者则是如勒苦伍牛惹母亲这样
的不懂汉字、不通汉语的彝族同胞，通过科技的
链接，使彝族同胞突破了大山的阻隔，也打通了
大凉山因为语言不通而带来的种种不便，让山里
人的生活发生质的变化，促使他们尽快融入当下
的世界。

随着精准扶贫深入，公路已经通达彝族地区
村村寨寨，科学技术的种种成果在彝族聚居区得
到了普及与运用，家用电器早已进入普通彝家，
人们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智能手机获得各
种信息，这一切不仅改变了彝族人民的生活方
式 ，也促使彝族人民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发
生变化，彝区发展如此迅捷，恐怕是毛主席也不
曾料到的。

让广大凉山彝区老乡早日脱离贫困，迈步奔
向小康，是历史性的跨越。云端上的“悬崖村”，
让贫困户搬家下山，正是这种全新跨越的生动切
片。“悬崖村”的搬迁，搬的不止是家，更是彝族人
民的新生活。从山头到城头，不仅意味着居住地
的改变，更意味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彻底颠覆。

这是一次艰难的融入。村民变居民，需要融
入现代城市文明，从饮食起居到生活工作，需要
全方位改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使命、
古老民族的自我追求，都要求我们无论再难，都
不能、也不会回头。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面对挑
战，惟有坚定信心、勇敢面对，方能奋力书写历史
新篇。

大凉山大凉山：：脱贫攻坚从脱贫攻坚从““彝彝””字说起字说起
□□税清静税清静

每一位初到阿勒泰草原游览的客人，
都会用惊羡的目光注视哈萨克阿肯；

当你坐在小毡房品味奶茶浓香的间隙，
他会用冬布拉银弦拂去你旅途的风尘；

悦耳的琴韵传递着主人真挚的情谊，
委婉的吟唱表达了好客的民族传统；

阿肯的吟唱是地道的原生态艺术，
是草原历史与现实生活有力的见证；

炽热的诗行会燃旺你心头的火焰，
激励你像奔腾的骏马昂首奋进；

当你在生活的逆境中彷徨的时刻，
一阙“草原晨曲”会唤醒你湮没的童心；

他就是阿肯——能歌善吟的民间艺人，
只要心有所感他会喷泉般即兴歌吟；

脱口而出的个别诗句难免显得粗放，
但同样是淳朴而至诚的肺腑之音；

不作耸人听闻的喧嚣和病态的呻吟，
憎恶用庸俗的语言亵渎圣洁的诗魂；

从未奢望此生捞一顶诗人的桂冠，
甘愿在诗歌的田圃里无偿地耕耘；

常弹着冬布拉琴对唱，有时激烈地辩论，
那是为了更好地传承阿肯文化并有所创新；

热诚地为群众演唱经典的英雄史诗，
坚信先辈的骁勇能淬砺人们的灵魂；

用传统的韵律唱响今天的生活节奏，
是时代赋予每一位阿肯的历史重任；

他们期望阿肯文化从草原走向世界，
让普天下的人共享阿依特斯的神韵 ；

诗和马被誉为哈萨克民族的翅膀，
是阿肯驱动它飞越浩渺的时空；

阿肯来自人民，人民也崇敬自己的阿肯，
阿肯这称呼本身即蕴含着爱戴与尊重。

凝心聚力凝心聚力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天阴沉，羊起堆。
这东西真日怪，阳光普照，一片灿烂艳阳下，羊们似

乎也格外地好放。随随便便地一松，尽可以倒在一丛树
底下，眯起眼睛，困上一觉。等到醒来，羊们离得还不
远，只要吆喝一嗓子，笨笨的花狗就支棱起耳朵。我和
弟两人已经放过多天的羊，羊的脾气都摸得差不多了，
老头羊霸道、高傲、倔强，有股子死磕的劲儿。想必爱恨
情仇多了，羊心里装下的东西就丰富多彩。黑耳朵狡
猾，总能找到肥草处，带着旁边几只羊跟着它乱走。小
公羊乱蹦乱跳，只要花狗跑过去，“旺旺”两声，赶紧躲到
羊群里去。余者，或白或黑的，差不多温顺地吃草、拉
粪，早上急匆匆地走出院子，晚上又急匆匆地回来。

北山山沟沟里，一般总有三伙羊群。我们家的不算
大，也不算小，四五十只羊撒出去，很快就东一个西一个
了。夏天，遇到这样天阴沉沉的时候很多，就麻烦，眼睛
得时刻盯着羊群，一两只羊稀里糊涂放丢是常事。山上
有石有草，羊们会选择。草密的地方有蛇，我们不敢
去。石砬子横卧在山上，一片一片的黄，要是在晴天躺
在石砬子上挺舒服的。我就愿意斜躺在那里，扣着一顶
酱斗子草帽，拿一本书乱翻。

这个夏天，老舅总是放丢羊，不得已，羊都在后背上
抹上了红的油漆，鲜艳的红颤动着乱走。即使和另外两
家的羊混在一起也不怕了，老舅要在家里起着羊粪，那
可是宝贝东西，上在庄稼或果树下面，最好。去大田或
棉田里一猫腰、一仰头的活计不愿干，就得放羊吧，顶替
老舅。放羊好，羊只管吃草，看住别叫它们吃庄稼。因
此，北山是最好的选择，几条沟的大草小草够羊们胡吃
一气的。主要是省心，老舅也时常来，他的赶羊鞭子是
一条棍子拴着的皮绳，土头土脑的，不如爹的赶车鞭子
神气。红缨，鞭梢长长，一甩一个炸响。我们都不爱拿，
只拿一个柳条棍子，能拄能扛，仿佛一把长枪。

如常，羊是很规矩的，静静地吃草。老公羊围着一
圈巡视，寻找可能的母羊，不过一圈下来也有失望。老
公羊看任何事物都不太顺眼，有时和小公羊顶起来，有
时连人也顶，我也挨过顶。被老公羊顶的滋味不太好
受，“哐”一家伙叫它顶一个倒仰，你要是起来，它还是顶
你。眼看着老舅被顶过多次，老公羊偷袭老舅的后腰，
还没有使多大劲，老舅就摔在沟里。等起来的时候，那
羊正在上面低头等着。吓得老舅又缩回沟里，老公羊真
是惹不起。老舅说过，那公羊在冬天看起来最为雄壮。
羊角盘成一圈，羊毛长长，羊绒极厚。这家伙常爬到山
石之上。迎风吹，羊毛飘洒，人看了都觉快意。不过，老
公羊还是愿意寻找自己的同类战斗。有时，几伙羊不可
避免地遇到一起，尽管不愿掺杂到一块。乱套，还得事
后分开，很麻烦。这样情况就紧张，不为别的，几个公羊
动辄就顶撞在一起。头和头相撞的声音很大，如两块石
头，激起火星。人看了，胆战心惊，尤其是弟，还小，怕羊
还有个三长两短。那些个羊倌们，似乎很热衷这样的游
戏，尤其是邻村的五十多岁的老家伙，单独领着公羊到
各处来斗，斗败了的一方要输掉两块钱。几个羊倌乐此

不疲，不知道老舅和他们弄不弄斗羊这个事情。
不过，更多的是自家的羊在一起，尤其是我们在放

的时候，少些乱八七糟的骚扰。主要是我也不给那几个
羊倌的脸面，和他们在一起，要不就是偷拔人家的花生
烧着吃。那花生的角还没有做成，水叽叽的，真是祸害
人家。北山虽说很大，都知道哪条沟有草，且茂盛羊爱
吃。有时几个羊倌也因为这些吵起来，爹叮嘱过，找一
块地方放，不要掺乎这些东西。也是，找到虽差一点的
地方，放上一块塑料布，一躺，只要天上的太阳不毒，云
彩或大或小，在眼前飘飘悠悠，那心，真舒畅。弟和我头
顶着头，有时，我就和他说，我腿上一个地方，太阳一晒
就发白，正闹着心。由一个米粒大渐变成手指盖大，白
癜风呢。弟也不知道，那时他小，也跟着着急。实际，大
学考完还没有发榜，心正焦躁着，不知道未来正如阴沉
沉的天，少些晴朗。要不，一小块白的皮肤怎就思来想
去的。

起堆的羊拼命往一块挤，每个头都伸在另一个肚腹
下，躲避雨滴闪电。雨说来就来，弟央求我，哥咱回家
吧。临来，我们都带了雨衣、干粮和水，为的就是防备这
样的天。雨来得急，夏天嘛，电匣子里说是阵雨的。若
是回家，这群羊也是湿的，家里的干饲料不多，那些花生
秧子还作为细料储存的。就挺着吧，那几伙放羊的都一
样，想法叫羊躲在大石头下。人和羊一样，畏首畏尾，骄
傲的公羊们也不斗架了。

那块大石头，几丈余的见方，下有立柱，天然石棚，冬暖

夏凉。在沟口的一角处，也是放羊人的好去处。连人带羊
挤在一处，也稍显窄仄，羊的味道、人的味道、青草味道混合
在一起，把石棚烘得热乎乎的。石棚外的雨连接成线，石棚
里的人盼着停下来。羊似乎也烦躁，“咩咩”地叫个不停。
这时的狗倒安静地趴在一角，吐着舌头，“咔嚓”的雷声，是
在闪电之后，响得人心一惊。

好在雨来得快走得也快，天上有阴云，也有太阳，给
乌云镶上金边。

天晴了。羊早就待不住了，跑在狗前面，狗也叫着，人
跟在后面，显出欢腾。几个羊倌呵呵地叫着，小羊羔居然一
蹦一跳地乱跑。人的心情也跟着舒畅，雨后，有蘑菇和地衣
可采，这是我们愿意干的事情。地衣狭小，附在潮湿的山石
处，好采。弟还分不清马粪泡和蘑菇，以为大个的就好，嘿
嘿，不得已扔掉，被我捡下。晾干，剌了口子上上，是最好的
刀伤药。一股黑烟，止血，消毒。等我们回家的时候，已经
弄了一兜子蘑菇，弟就背着，有收获很喜悦。

等到太阳一点一点要落下去，羊差不多吃饱，人也饿
了，几个羊倌互相吹着口哨，就准备回家转了。口哨声很
响，传得很远，狗们都立起来。邻村的羊倌老左扛上割的
蒿草，说是回家晾晒烧火，只有我们俩空着手撵在羊屁股
后面。怕羊无意中啃了人家的庄稼，惹来祸端。弟的塑
料鞋跑在路上，啪嗒啪嗒地响。回望，金黄的阳光一直目
送我们。天地间真是奇妙，原来的阴沉几乎一扫而光，对
着霞光万道，我们忍不住吼了几嗓子。

暮色苍茫中，等待我们的是高粱米水饭和茄子土豆。

北北 山山 牧牧 羊羊
□□王王 凯凯（（锡伯族锡伯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