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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有着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无数奇幻瑰丽、

摄人心魄的故事。
乌蒙山传奇，就是一个缩影。
乌蒙山麓，壁立千仞，林峰苍莽，注

定是发生传奇的所在——
80多年前的那个春天，一支红色铁

流在这里与彝族兄弟歃血为盟。粗糙的
大手，将盛满鸡血酒的大碗高高举起，洪
亮的誓言响彻天际：“结为兄弟，愿同生
死！”穿越乌蒙，长征路上化险为夷，红军
开启了新的征程。

长征的引路人毛泽东，在红军越过
岷山后回首征程，一句“乌蒙磅礴走泥
丸”，回响在天宇之间。

80多年后的2017年，春节刚过，乌
蒙山深处大凉山巴姑村。党员干部和村
里几十条汉子，一饮而尽碗中的鸡血酒，
将手中的碗摔得粉碎，齐声吼出：“宁愿
苦干，不愿苦熬！”脱贫攻坚战场上，又融
入了一支新生的队伍。

脱贫攻坚战役的统帅者习近平，放
眼告别千年贫穷、迈上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新征程，一声“13亿多中国人，一个
都不能少”，激荡在神州大地之上。

乌山赤水间，历史的交响在这里回
荡……

从川南泸州进入黔西毕节，再到滇
东北昭通，从仲夏到隆冬，大山深处，仿
佛巨人的声音还在回响。我们抚摸历
史，礼赞传奇，体会着一种不灭的精神，
一种无穷的力量……

大山的渴望
在乌蒙山彝族地区，流传着一个动

人的传说：喜鹊姑娘为了追求幸福，不畏
强暴，纵身投火，霎时火光冲天，这火成
为乌蒙山子民与命运抗争的图腾，火把
节由此而来——千百年来，贫瘠的阴影
一直在人们头上徘徊，然而，那支点燃希
望和光明的火把从未熄灭。

乌蒙山腹地，毕节。
1985年春夏之交，一片茅草房、杈杈

房，人畜混居、摇摇欲坠。有一群人，让新
华社记者刘子富的视线再也挪不开了：

安美珍，瘦得眼睛深深陷进眼眶。
家中4口人，没一件值钱的家当，一床被
子摊在床上，破烂得就像一张渔网；

王永才，乱发如草，眼神浑浊。几个饭
甑子开了裂、发了霉，阁楼上的屯箩里，27
个斑鸠蛋大小的洋芋就是全家人的口粮；

王朝珍，光线昏暗的屋里，赤着沾满
污垢的双脚。她身上的衣裙和身后的土
墙一样斑驳，一有人来，便不知所措，右
脚搓着左脚，左脚搓着右脚。

……
300多户农家，家家破烂不堪、户户

断炊断粮，面对这样的贫穷，刘子富简直
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

微弱烛光下，他将了解到的情况写成
报告，传到北京。中央领导作出重要批
示，毕节扶贫从此被列入重要工作日程。

贫穷，这是老天爷留下的一道难题
——

乌蒙山区，横跨云贵川三省，大山连大
山，深谷接深谷，十年九灾难，三年两不收，
长满石头的旱地坡地生长的只能是贫困。

贫穷，这是历史留下的一道难题——
接近原始的生产方式，星散的居民

分布，几乎从零开始的基础设施建设，全
国最深度贫困地区之一，千百年积下的
历史欠账怎样才能还清？

难道乌蒙山人注定要在石头缝里刨食
吃？难道乌蒙山人注定就走不出这大山？

“小小马儿修雄鬃，
心想带妹路不通。
哪天哪日路通了，
把妹带着耍昭通……”
云南昭通，大山包红旗梁子。
山坡上，呷一口酒，耿召富撕扯着嗓

子唱情歌。
嘴一咧，他露出被烟草熏得发黑的牙。
年近60的耿召富，做梦都想带着自

己的堂客到昭通去“耍”，但他一直就在
山坡上放羊、种洋芋和苦荞，除了年轻放
羊时甩着情歌找到了堂客，“穷”就是这
个山里汉子最长的记忆。

“吃得咋样？”
“吃得‘好’啊，一天三只‘箕’——三

顿饭都是拿粪箕在地里刨点土豆吃。”苦
涩中不乏幽默。

土豆、洋芋、马铃薯，一样东西三个
叫法，却被乌蒙山老百姓戏称为他们的

“三件宝”。
贫瘠的高原承载着当地百姓苦甲天

下的无奈，可又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在川西南，赤水河畔许多石头坡地

上，哪怕碗口大的土地，他们都会撒下一
粒种子，种上一颗豌豆；

在云南昭通的大山上，2000多米的
平均海拔，其他经济作物很难生长，但土
豆、荞麦却疯长着，顽强而渴望。

茫茫乌蒙山，我们听到苦涩的生活
之水激荡着欢笑——

“哒，哒，哒……”
四川泸州石坝彝族乡。旷野中传来

竹竿的敲击声，41岁的盲人王万祥在崎
岖的山路上摸索着前行。

他先天失明，妻子患有智障，一家五
口老弱病残。靠一根竹竿下地、养猪、放
牛，王万祥硬是挣出了全家人的嚼谷。

他家房子不大，却收拾得十分整
洁。厨房一旁紧挨着猪圈，两头母猪呼哧
哧打着盹，膘肥体壮，听到竹竿响，摇摇晃
晃站起来，向着主人的方向摇头晃脑。

“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贷款养十几头母猪！”
王万祥答得有些急切，仿佛给他几

头小猪苗，立刻就能让肥猪满圈跑。
“除了贷款，你还需要别的什么帮助吗？”
“不需要，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做。”
这句话声音不大，可是激起我们心

里一阵阵的震荡。这个瘦弱的盲者，顿

时在我们眼中是那么高大。
这股韧劲如此熟悉——住在赤水河

畔的王余，也是这样。
7年前，一场事故，25岁的王余全身

多处粉碎性骨折，脸被摔变了形。手术
后醒来第一眼就是找老婆：“老婆你千万
不能走，你要走了，这个家就垮喽。”

年迈多病的父母，两个孩子，还有尚在
读书的弟弟妹妹。这一家老小怎么活呀？！

老婆没有走，他并没有躺在床上靠
老婆。从此，一个传奇就在这个残疾人
身上发生了。

刚能下床，王余便拖着残腿，同妻子
一起养鸡、养羊、养牛……什么挣钱就干
什么，几年下来，赚下12头牛、50头羊、
300多只鸡，每年收入超过3万元，还清
了债，脱了贫，盖起了小楼……

面对这些，我们难以置信，是什么样
的力量支撑着他置办这样的家业？这听
起来像一个传奇，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问过王万祥的问题，我们同样又问
了王余——

“那么，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我还不想就此罢手！我贷了3万

块，在山上种30多亩脆红李和甜橙，到
时候就能卖个好价钱。”

面对着王万祥和王余，我们在问，为
什么身处困境，他们没有绝望，而像苦荞
一样，疯长着？

大道沧桑，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
乌蒙山人的性格像仙人掌。贵州遵

义习水县隆兴镇滨江村，满山满眼的石
头，只长仙人掌。滨江村村主任程明勇
带着农户，靠种植仙人掌户均增收2200
元。“我们就是要像这些仙人掌一样，从
石头缝里挤出来，长上去。”

靠山吃山，有人靠的是仙人掌，有人靠
的是花椒树。云南鲁甸县龙头山镇谢佳的
父母，守着山上的几亩花椒树、坡上的几亩
旱浇地，培养自己的三个儿女。谢佳以昭
通市第二名的成绩考入重点中学昭通一中。

她的梦想还很大，她说：一定要考上
清华大学。“生来的贫困无法选择，自己
的命运却在自己手中。我相信，梦想可
以覆盖一切苦难。”

“再大的苦难，人，活着总得有个尊
严。”老耿说，他终于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走出大山，到山下开农家乐了。说到高
兴处，他又甩起了“情歌”……

“大山包来好地头，
洋芋烧在火塘头。
荞粑放在石坎上，
欢乐日子在后头……”
欢乐的日子在后头，这，就是大山的

渴望！

大山的召唤
支格阿鲁，乌蒙神话传说中的英

雄。他弯弓射下数个太阳，消灭妖魔鬼
怪，征服毒蛇猛兽，驯服雷公闪电，让百
姓过上了幸福生活。

英雄支格阿鲁只是留在远古神话传
说中，一直没有回来。这里的百姓崇尚
英雄，勇做英雄，一直有着寻找支格阿鲁
的冲动。

贵州省遵义市，遵义会议旧址，那便
是英雄汇聚的地方。

我们又一次来到这座令人神往的红
砖小楼。

小灰瓦，歇山式屋顶，阳光从“老虎
窗”飘洒下来成一扇光帘，轻柔地落在长
桌前那排藤椅上，如雾如纱，如梦如幻。
真想用手撩起它，一脚踏进80多年前的
那一天。

历史早已尘埃落定，藤椅仿佛余温
犹在。

没想到，我们在娄山关村村民马毅
家见到类似的藤椅。

漫山的小青藤，是娄山关人心中的
“宝”。过去，吃不饱肚子的当地人会用
小青藤制作各式藤编补贴家用。20世
纪90年代，传统藤编市场日渐萎缩，马
毅带着村里的藤编手艺人闯广东。

在广东佛山，马毅被一家藤编厂的
机器化生产震撼了。

于是，他停下了漂泊的脚步，这一停
就是8年。从最普通的工人一路做到主
管，学得一身本领的马毅风风光光地回
到了娄山关村。见识广了，心思也大了，
他注册成立了藤艺公司。

这又是一道风景，这又是一个传奇！
短短几年间，娄山关村从事藤编制作

的村民由13人增加到168人，马毅的公司
年收入达到了400万元。“娄山藤编”迅速
在北京、重庆、江浙等地占领市场……

过去大字不识几个的村民，现在掏
出名片，上面赫然写着：经理、技术员、产
品设计员。

我们坐在马毅编的藤椅上，仿佛真
的踏进80多年前的那一天。耳边好像
传来不远处娄山关的枪声——

那一天，是谁在挥斥方遒？是谁在
扭转乾坤？

1935年2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激烈交火，反复争夺，红一军歼灭黔军两
个团，一举攻克娄山关，确保了遵义城内
那场扭转中国革命命运会议的顺利召
开。毛泽东豪气满怀地写下：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摆脱穷日子，就是当地人正在奋力

要跨越的“娄山关”。
谈起娄山关，人们必然会想起赤水河。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
奇兵。”

赤水河畔，哼唱着这首老歌，退伍军
人明政向我们走来，他是赤水河走出的
兵，又是回归赤水河的赤子。

“啪”，一个标准的军礼，这位当了

24年边防军人的老兵让我们好像看到
了当年四渡赤水的那支铁军。

明政的家乡，就在赤水河畔四川省
古蔺县二郎镇。

18岁那年，参军入伍的明政在这首
歌声中坐着军用卡车离开了家乡。赤水
河渐行渐远，一个念头在他心里却嵌得
越来越深——

“这辈子再不回到这个穷窝了。”
因为穷，小时候吃不饱饭；一双鞋，

兄弟6人轮着穿。
因为穷，辍学的明政圆不了大学梦，

他家交不起县城高中每月30斤大米和3
块钱的伙食费……

五年前，42岁的边防团团长明政脱
下了军装，捧着部队发的100万元复转
经费，陷入了沉思——

回还是不回？
“不是不回来了吗？”
面对疑问，明政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是赤水河走出去的军人，总得为这块
红色土地做点什么。”

一个只会带兵的军人，回来又能做
什么呢？

农业专家说，二郎镇昼夜温差大、日
照水汽足，是个发展林果业的好地方。

那么，就用这100万元种果树挣脱
这穷日子吧。

100万元一撒手就花完了。他狠狠心
又贷了100万元。学种甜橙、脆红李、葡
萄，打那时起，明政一头扎进了果木林子。

几年时间，他种下了350亩甜橙，解
决了村里300多人的就业。在他的带领
下，村里人心思野了、胆子大了、步子快
了，2000亩脆红李、甜橙、猕猴桃的果木
产业迅速发展起来。

赤水河畔的另一侧，四渡赤水一个
渡口旁，贵州习水县淋滩村的后人们传
说着“红军柚”和古法红糖的红色故事。

“红军柚”是一位曾在淋滩村养伤的
老红军宋加通为了让赤水河畔的乡亲吃
上甜柚，从老家带来的柚子品种，种下几
株后发现长势喜人、口感甘甜，大家便纷
纷开始栽种，“红军柚”因此得名。而古
法红糖更是淋滩村的传统产业，村里人
曾给红军伤病员熬红糖水、敷甘蔗叶，对
伤病很有疗效。

传承了红军精神的淋滩村人，做梦
也想靠着艰苦奋斗的一双手摆脱穷山苦
水的命运，可翻不过去的乌蒙山、风高浪
急的赤水河让淋滩村变成名副其实的

“水上孤村”。几十年过去，全村的衣食
行、吃穿用，仍然依赖停靠在码头上的几
条小渡船。

由于受不了码头对岸的商贩拼命杀
价导致红糖贱卖，古法红糖加工技艺传
承人杨彬决定扔下传承祖辈手艺的梦
想，闯荡沿海打工，一闯就是十几年。

为什么回来？
杨彬回答说，路通了。
2015年，随着脱贫攻坚战打响，杨彬

家乡基础设施发生巨大变化。一条赤水
大道穿村而过，成为村庄的第一条公路。

“旅游公路就是发财路，凭着淋滩红
糖的名气，不愁销路。”交通的巨大变化
孕育着淋滩村的新生机。杨彬决定返乡
创业，让家乡古法红糖技艺“走出”大山。

为了打消村民们的疑虑，杨彬自己
第一个在村里注册了公司，扩种甘蔗，改
良工艺，红糖一经推出，市场反响不错。
村民们一看杨彬的红糖打开了销路，纷
纷拾起了闲置的传统手艺。

在杨彬带动下，全村有100多户人家
从事甘蔗种植、红糖熬制的营生，几年下
来，甘蔗种植面积增加到了700亩，红糖
产业逐渐成为村里致富发展的支柱产业，
红糖也成为淋滩的一张又红又甜的名片。

如今，已是淋滩村村委委员的杨彬
动员村民们把自家红糖链接挂到了淘宝
上，广东、上海都有订单，最远的竟然销
售到了香港以及法国、瑞士。现在全村
房前屋后栽种的“红军柚”加起来约有1
万多株，把“红军柚”挂上网，村民们也不
愁销路了。

在贫穷的压力下离开，在故乡的召
唤中归巢。

归去来兮，马毅回来了。他要让留
着红色记忆的藤椅展现新的风采。

归去来兮，明政回来了，为的是历史
注入他血脉里的那抹神圣的红色。

归去来兮，杨彬回来了，他希望能用古
法红糖和“红军柚”让红军精神代代传承。

归去来兮，更多的游子回来了，是脱
贫攻坚战役，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归去来兮，乌蒙山支格阿鲁们都回
来了。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
泛参与”，并号召“全党全社会要继续共
同努力，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

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在
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下，一项项财政资
金的支持、一个个干部队伍的身影，以及
地区和行业的对口支援、企业和社会的
帮扶力量成为脱贫攻坚这场伟大事业的
强大推力，扶贫的滔滔洪流奔涌向前。

正是因为有一群群“归巢雁”扑下身
子、一脚泥一脚水地走在扶贫路上，一条
脱贫之路才得以铺就。正是因为有“村
不脱贫誓不还”的誓言和“宁愿苦干，不
愿苦熬”的拼劲，一篇篇脱贫传奇正在神
州大地上书写。

从“闯世界”到“雁归巢”，时代在召
唤，大山在召唤！

大山的脊梁
乌蒙山地区，造地之神斯日月祖打

造九把铜斧和铁斧，他挥舞斧头，日夜造
地，挥汗如雨，吼声如雷。他先造出高山
用来放羊，再造出平坝用来养牯牛，造出
水田用来种稻谷，造出坡地用来撒荞麦，
造出山冈用来练兵，造出山谷让河水流，
造出院坝让人居住……

在乌蒙山，我们听到这样的传说。
这便是乌蒙山的来由。

汽车在连绵起伏的乌蒙山脉中穿行，
不觉行至黔、川、滇三省交界的大山深
处。蓦然回首，老鹰岩上一座红色的石碑
扑入眼帘，上题“鸡鸣三省”。石碑桀骜挺
拔，高耸入云，宛如这乌蒙大山的脊梁。

这确实是一个雄鸡报晓、三省可闻
的地方！

崖壁陡峭，险峰连绵。谷底，渭河和
倒流河汇集成赤水河奔流而去。河滩上
几近风化的石槽诉说着被称为“干人”的
当地先民曾经的辛劳，见证了1935年中
央红军长征后在此度过的第一个春节。

“听爷爷说，那年红军是腊月三十来
的，他们在那个院子里开了两夜的会。”
当地石厢子镇的村民肖为勤指着离乡政
府不到30米的一个四合院对我们说。

我们知道，肖为勤所说的会议就是
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

那是一幢小青瓦屋面的院子，走上
前去，我们轻轻推开了木门——

那两夜，屋内会议的烛光剪影是否
闪烁到天明？

那两夜，村里的干人们第一次遇到
红军队伍，该是怎样的欢悦？

那年大年初一，红军给终年不得温
饱的干人分了粮食、猪肉和衣物，百姓们
将那年称为“开心年”。当地至今还流传
着“红军到，干人笑”的民谣。

接着，肖为勤把我们引到家里，很神
秘地对我们说，我给你们看一样宝贝。

他指着房柱上说，你们看那是什么？
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上面有

3枚铜圆。
指着这3枚铜圆，他说，这是毛主席

留给我爷爷的。
肖为勤说，那年，红军的几位领导人

借住在他家，临走时，一位瘦瘦高高的领
导把3枚铜圆塞进了他爷爷肖有恩手
里，“当时不知道他是谁，解放后，爷爷看
到画像，才知道他就是毛主席。”

当时，肖有恩觉得这3枚铜圆来得
珍贵，害怕丢失，便悄悄地将之钉在自己
家中一根房柱的裂缝里，还在裂缝处抹
了一些与房柱颜色相同的泥巴。

“后来爷爷总是说，毛主席和红军是关
心咱们穷人的，红军长征不知道吃了多少
苦，流了多少血，3枚铜圆，也给了咱们穷人！”

斯人已逝，音容犹在。3枚铜圆来
历的细节已无法考证，但是毛主席领导
的红军为劳苦大众摆脱贫困、谋求幸福
却是真实的历史记忆，就像嵌入房柱中
的3枚铜圆，虽然历经岁月的消磨，依然
在我们眼前熠熠生辉。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庄严宣

誓：“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我们党
立下的军令状。”他强调，保持共产党员
先进性，关键是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挺起时代的脊
梁，党领导的新时代长征在乌蒙山形成
磅礴之势——

在云南，全省农村探索以党员为基
础建立合作社，盘活村集体资源，提高履
职效能；

在贵州，“组织定位、干部定责、群众
定效”，党建扶贫机制形成，以责促行、以
责问效。

在四川，1.15万名优秀干部奔赴贫
困村任“第一书记”，着力解决农村“软、
散、乱、穷”等突出问题。

“精准扶贫，就是要靠一个‘干’字！”
去四川泸州市叙永、古蔺两个贫困县采
访的路上，时任泸州市委书记蒋辅义与
我们同行。

跨大桥，过隧道，绕山穿云，汽车行
走在乌蒙大山之中。一路行，一路聊，蒋
辅义三句不离“扶贫”。

蒋辅义身上的担子不轻。泸州叙
永、古蔺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老弱
病残鳏寡孤独，“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
贫困人口多。

但困扰他最大的问题，是 30%到
40%的资金缺口。

“如果资金缺口补不上，就需要给政
策，有宽松的环境，能让我整合专项资金
……”

说着说着，蒋辅义“腾”地从座位上
跳了起来：“把我的手捆住，起码要把脚
放开，把我的脚捆住，起码要把手放开
……不能既绑住我的手，又绑住我的脚，
那样叫我怎么能过得了江啊！”

他的激动让我们有些吃惊。我们知
道，他这样急切，正反映了他对扶贫的投
入。这是一个为了扶贫可以入海投江的人。

对于脱贫，蒋辅义也是立下军令状的。
“2020年以前脱贫，能不能完成？”
“我们能提前到2019年。”
“是不是实打实的脱贫？”
“我们的标准还高于国家制定的标准。”
此时，我们远眺车窗外连绵起伏的群

山，那里仿佛有扶贫的千军万马，前面走着
一批前行者，每个人都有一段传奇。文朝
荣就是这支扶贫队伍的早期前行者——

“共产党领导不会饿死一个人！”
1985年，毕节海雀村。时任党支部

书记文朝荣这样斩钉截铁地说。
望着眼前光秃秃的荒山，望着那些

摇摇欲坠的杈杈房，文朝荣常常坐在乱
石嶙峋的山头上陷入沉思：

穷的死结究竟在哪里？
海雀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彝语中，“海雀”意为“水源”。之前

的毁林开荒，让这里水枯山秃，森林覆盖
率仅5%！

越垦越荒，越荒越穷。这就是海雀
村的死结。

文朝荣一下子找到了出路：“挖坑，
种树！”

在电影《文朝荣》中，呈现着一个种
树着了魔的村干部形象。

在海雀村实地拍摄的几十个日夜
里，文朝荣的扮演者王洛勇细心体验着
文朝荣生前的每个细节。

面对万亩松林，王洛勇常常与文朝
荣进行心灵的对话：

“我怎样才能演出真实的你？”
月白风清，林叶瑟瑟，宛如有一个声

音穿林而来：
“我是党员。为人民谋幸福是我的

初心，我的信仰。你只要将初心和信仰
融入到表演中，你就成功了。”

王洛勇说，自己经历了一场灵魂的
洗礼。

30多年后，我们又一次来到这里。
不见了曾经的荒山秃岭，万亩林海

覆盖山峦中，一排排新居错落有致，曾经
衣不蔽体的安美珍老人衣着鲜艳，在新
居中幸福地安度晚年。

不见了老支书文朝荣，在海雀泉眼
处，山色葱茏中，一座高冢被山石拱起，
静静地迎风挺立。

墓冢无碑，更无墓志铭，那是文朝荣
的墓。

海雀泉眼，那是村民心中的神圣之
处。他们将敬爱的老支书葬在这里，守护
着山林、守护着村落。村里人相信，生前老
支书造福于他们，死后也会庇佑着他们。

扶贫大军中，走在前列的还有“为三
斗米折腰”的80后驻村书记胡凌鸣。

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扶贫虽然没有
硝烟，但这次去的叙永三斗米村，是省级
贫困县，要致富，我要做好流汗、流泪，甚
至还要流血的准备。”

撸起袖子，两臂血痕。这是那天暴
雨，他从三斗米村回来的山路上，摔到沟
里留下的纪念……

他在村里搞“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民”；他跑成都、下重庆，利用
各种场合、线上线下等手段，带着村民卖
鸡蛋。书桌台历上记录着：第一天“卖鸡
蛋135斤”，第二天“卖鸡蛋50箱”……

有人笑他为三斗米折腰，他说只要
村民们的腰包鼓起来，腰折断了也心甘。

扶贫大军中，走在前列的还有王文
贵。他38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脱贫攻
坚的路上。

“想，都是问题；干，才是答案。”这句话
常挂在王文贵嘴边。王文贵挂钩的云南昭
通蜘蛛湾片区老街村地处高寒边远山区，
精准扶贫任务极其繁重。挂钩扶贫两年
多，王文贵跋山涉水走村入户，访遍了26
个村民小组，帮群众出点子、找路子……

2018年6月29日下午，玉碗镇人大
主席王文贵带领镇村干部核查扶贫茶产
业、烤烟长势及走访群众，在返程途中发
生交通事故，坠下数百米山坡。7月5
日，告别仪式上，他4岁的女儿哭喊着一
句让所有在场的人潸然泪下的话：“躺在
那儿的不是我爸爸，是假爸爸，我的爸爸
下乡扶贫去了……”

在云贵川采访的日日夜夜，我们辗
转于乌山赤水之间，面对着红色遗址，面
对着落成的新村，面对着脱贫致富的人
家，面对着一心扑在扶贫上的党员干部，
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在这崇山峻岭中，在这红色的大地
上，我们仿佛看到昔日的长征队伍，为了
劳苦大众的解放艰难跋涉，一如在彝族
传说中改天换地的斯日月祖。

而今，在这崇山峻岭中，在这红色的
大地上，一支新的长征队伍在爬坡过坎、
勇往直前，将拔去这里千百年遗留的穷
根——他们是大山的脊梁。

大山的希望
公元前130年，汉朝使节唐蒙逢山

开路、遇水架桥，意欲修建西南夷道而
“不成”。夷道艰险，难于登天，那是一道
道绝壁，那是一道道天堑。

2000多年过去了，岁月流逝，山川
依旧。绝壁悬崖是老天爷留给这里人们
的一份永久不变的遗产。

四川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
被称为悬崖村。那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一
直惦念的地方。

开门是悬崖，背后为绝壁，在世界中，
都可能难以找到这样的村落，这样的“路”。

漫长的岁月里，这里的村民们在
1000多米高的悬崖上，用木棒和藤条在
最险要的地方编成17段藤梯，这些天梯
就是他们抗争命运的唯一出路和希望。

千百年来，藤梯坏了又修，修了又
坏；村里人爬得下山，却爬不出山坳。

90后“悬崖飞人”拉博忘不了那个
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那夜他的嫂子快
生了，悬崖村上漆黑一片，无法行走，产
妇大出血，“第二天一早赶紧往下背，背
到半路人就咽了气”。

这是一条要命的路，也是一条绝望
的路。

修路，是一段长长的梦，一头连着绝
壁上破旧的藤条，一头连着奔小康的希望。

2016年，凉山州昭觉县投资100万
元，准备用几千根钢管打造一段“天梯”。
当年11月，用6000根钢管打造的2556级

“天梯”全部完工。我们爬得十分艰难，但
对村民们来说，这已经像是“通了高速”。

我们走村进户，发现家家户户都装上
了自来水管，安上了太阳能发电板，配上了
卫星电视，曾经的木板房也建成了瓦房。
老百姓用上了百兆光纤宽带和4G手机网
络，这种生活是他们梦都没梦到过的场景。

一直记挂着这里的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年春节前夕，来到大凉山深处看望
彝族群众。说到这里，拉博抑制不住激
动的心情：“我怎么也没想到习总书记还
会知道我们悬崖村。我想跟总书记说，
我们很感谢他，因为他给了我们悬崖村
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我们听后心中一热，是的，这就是大
山的希望！

云南鲁甸龙头山镇，2014年那场大
地震让这里本不富裕的乡民陷入了绝望。

2015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这里，查看灾情，看望受灾群众。他要
求当地干部行动起来，灾后恢复重建和扶
贫开发一起抓，重建家园步伐要加快……

村民们心头温暖，充满希望。
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基础设施薄

弱、产业发展滞后、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重压之下，鲁甸开始涅槃过后的艰
难重生——

“安居房”建起来了，学校、医院等公
共服务设施建起来了；昔日的山边小道被
高质量公路取代，高速公路贯通灾区；新
建的混凝土砖房和钢构抗震房鳞次栉比。

用四年时间，龙头山整体跨越了二
三十年。

一座脱胎换骨的新城镇——这是我
们今天看到的龙头山镇。

走进村民高文富家，几只椒林鸡正
在花椒林下咕咕作鸣，院里的大笸箩里
晒着满满的花椒。

地震发生时，高文富在外跑运输，家
人在山上采花椒，全家躲过一劫。保住
了命，却保不住一家人栖息的屋顶。

靠着种花椒和养椒林鸡，老高一家
脱了贫，盖起了新房。

院子里，端上一碗花椒和酸菜炖好
的汤，老高热情地招呼着我们尝一尝，脸
上露出历经苦难后的笑容。

花椒，是废墟里的“救命椒”。苦里
伴着麻，麻里藏着香，山崩地裂压不死花
椒的根茎，仍在废墟中生长！一如在这
大山里长大的老高们。

命运和现实的抗争，就这样一撇一
捺地书写着，希望在老高们的脚下延伸。

“太阳出来高万丈哎，
哟嗬嗬，
手抓石头脚蹬沙……”
四川古蔺县太平渡渡口，在那座有

名的“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纪念碑”
旁，坐着年逾古稀的胡敬华，唱起赤水河
沿岸独有的船工号子。赤水河在他的身
后，静静地流淌。

胡敬华的父亲胡荣清是一名老红
军，当年他亲历了四渡赤水的传奇。

一迭声的号子唱毕，胡敬华小心翼
翼地掏出一个棉布包着的牛皮口袋，里
面是父亲留下的一块银元。

他说，那银元上有父亲的气味，有长
征的气味。

在乌蒙山人的心中，这是一个仍在
被续写着的讲不尽的传奇故事，有如今
天续写的长征，每个乌蒙山人都是这个
故事里的主角，每个乌蒙山人都在这传
奇故事里寻找着力量和希望。

正如龙头山镇龙泉中学159班的学
生张乾英在作文里写道：“用你的笑容可
以去改变明天的一切。”

10月，乌蒙山最美的时节。金色的
阳光洒满大地，映照出满眼的流光溢彩。

此时，迎着朝霞，54岁的杨甲泽走到
陡峭的峡谷上，鸡鸣三省会议纪念碑在他
身后投下巨大的影子，脚下是赤水河湍急
的流水。看着两岸高高的索塔和正在施
工的大桥拱座，他的脸上绽出舒心的笑容。

杨甲泽的家在四川省叙永县水潦乡岔
河村，村旁的倒流河与渭河交汇成赤水河
的“Y”形大峡谷处，正是川、滇、黔三省交界
的“鸡鸣三省”之地。这里千百年来交通闭
塞，两岸相望而不相通，几近地理死角。

当脱贫攻坚战打响，消除交通闭塞
的“拦路虎”成为这里精准扶贫的题中之
义。经过反复选址、论证、设计和规划，
鸡鸣三省大桥于2016年7月正式破土
动工。一旦建成，两岸通行时间将从现
在的近2小时缩短到四五分钟。预计
2019年年底，大桥将建成通车。

杨甲泽心心念念的是他家乡的冰脆
李、甜橙什么时候能卖到云南镇雄。以前，
对岸百姓虽然青睐水潦乡的特色农产品，
但要5个多小时手背肩挑才能运过去，这
么一背，价格就增加了3倍多。而镇雄县
盛产的优质煤炭要运到叙永县，必须绕道
多走近60公里。一旦大桥贯通，每车煤
炭将减少200至400元的运输成本。

等待大桥贯通的，还有大桥两岸许
许多多的百姓们。他们称鸡鸣三省大桥
为“连心桥”，让3省8县12个乡镇的群
众连在了一起。

站在连接三省大桥一旁的山峦上，极
目远眺，乌蒙巍然，赤水奔流，一幅壮美的脱
贫攻坚战的长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这
里地跨长江、珠江两大流域，金沙江、岷江、
赤水河、乌江等长江水系蜿蜒交汇；这里聚
居着回族、彝族、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还
包括习水、镇雄、彝良等革命老区……

放眼人类历史和当今国际，没有哪
一个国家和地区，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中国一样，进行着这么一场壮怀激烈、艰
苦卓绝的反贫困斗争的大决战，创造了
惊天地、泣鬼神的奇迹。这里有多少动
人的故事，这里有多少感世的传奇！

越明年，我们将整体告别贫困，迈入全
面小康社会。此景此情，让我们不胜感慨。

——伟哉，当代中国！
——壮哉，乌蒙山传奇！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记者李从

军 罗宇凡 陈聪 骆飞）

乌蒙山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