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攀枝花开发建设·精神

讲述攀枝花历史文化故事33 2020年10月17日 星期六

编辑编辑 庞雷庞雷 版式编辑版式编辑 郑燕郑燕

三线建设·地名

城市·传说

大 渡 口

□潘普洲 袁晖

有河流的地方，就会有渡口。在这里，
“渡口”曾经是摆渡之所，是城市之名，也是片
区名称。

最早的渡口，当然就是横渡金沙江南北的
口岸。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经历了“野渡无人舟
自横”的寂寞之后，在隆隆的开山炮声中醒来，
迎接它的黄金时代。在渡口吊桥和渡口大桥建
成之前，源源不断的建设物资和人员都是在渡
口坐船进入弄弄坪建设工地的，这里每天都是
一派繁忙景象。

在攀枝花开发建设之初，为了对外保密，
1965年4月22日，攀枝花特区改名渡口市。直
至1987年1月，渡口市更名为攀枝花市。从普
通平实的“渡口”到意蕴丰富的“攀枝花”，这座
城市走过了不平凡的开拓之路，从热火朝天的
建设工地变成了闻名世界的微雕钢城。

渡口成为了片区名称后，人们习惯性地称
之为大渡口。作为攀枝花开发建设曾经最重要
的“口岸”，大渡口开创了很多“第一”：第一家照
相馆——大渡口照相馆；第一个商场——渡口商
场；第一家新华书店，第一个“电报电话机构”等
等……大渡口当仁不让地引领着时代的风尚。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大渡口

电影院。它建立于上世纪80年代，是攀枝花最
早的电影院之一，一次可容纳千余人观影。那
个年代生活很单调，逛街、看电影成了年轻人的
首选。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走，逛大
渡口。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的电影票大概要
两三块钱，记忆最深的还有春节通宵电影，记得
刚放映通宵电影的时候票很俏，必须提前买，中
场休息时，电影院还当场摇号抽奖……年轻的
小伙为了和心爱的姑娘看一场电影，常常在售
票窗口拥挤着买票。

随着改革开放推进，大渡口街更是繁荣一
时。沿街的法国梧桐树下，各式商铺比肩而
立。每到周末，街上总是摩肩接踵、人流如织。
看电影的、买衣服布料的、采购副食品的、买书
看书的、请客吃饭的，都能各取所需，满意而
归。笔者的第一件呢子大衣，就是在大渡口街
上买的，质量上乘，穿了很多年。

作为全市的经济中心，大渡口的繁荣也渐
渐带动了其他片区的发展，从一枝独秀到遍地
开花。

半个世纪过去了，城市发展迅猛，大渡口经
济中心的位置早已被取代。可是，它的位置如
此独特，不仅载入了史册，也深深烙印在人们的
记忆里。大渡口街，承载过攀枝花的历史、文化
和经济发展，是攀枝花市发展变化的见证者和

记录者。
曾经的繁华褪去，现在的大渡口已打造成

“渡口记忆”一条街。
就在大渡口街北边的山坡上，坐落着一幢

一楼一底的青砖瓦房，它是攀枝花开发建设初
期渡口建设总指挥部的招待所，原称“十三栋”，
现为“攀枝花开发建设纪念馆”。

当年，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视察攀枝花时，都在这里办公及下榻。
1965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邓小平同志
在这里现场办公，代表中央批准了攀枝花钢
铁厂建设总体方案，使攀枝花开发建设步入
了快车道。

如今，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修缮后的
“十三栋”恢复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木楼梯、廊
道、门窗等设施，馆内征集了攀枝花开发建设初
期的历史图片、文物、资料1000多件，包括大型
油画、沙盘模型等等，每一件都凝聚着沉甸甸的
历史记忆。

时代雕琢着城市的面貌，改变每时每刻
都在发生。那些我们郑重保留的记忆，是我
们的根。

漫步大渡口街，时过境迁，旧貌换成了新
颜。唯有这栋小楼静静伫立，一切如旧。在这
里，储存着一座城的记忆。

““渡口记忆渡口记忆””标志标志。。

迤 沙 拉

□蒙会仙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有个村落名叫迤沙
拉，幅员面积34平方公里，辖7个村民小组，人
口 518 户 2245 人，彝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96%，
属彝族中的俚濮支系。迤沙拉是汉族和彝族生
活习俗高度融合的“中国第一彝族自然村”。走
进这个川西南、滇西北交界处的彝族山村，一眼
便能看见众多错落有致的江南水乡式的木瓦
房，让人仿佛置身于江南小镇。“迤沙拉”这个地
名的由来，流传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相传迤沙拉是西南丝绸古道上的一个驿
站，老百姓称“万户毗馆”。明朝朱元璋派遣干
儿子沐英率领30万大军征讨云南，得知这里人
烟稀少，地处偏野，将大军就地落籍实行军屯，
后陆续迁移大批移民，实行民屯，移民来到“万
户毗馆”后，这里慢慢地热闹起来。

最初到来的移民主要以南京人为主，还有
江苏、江西、安徽等地的人。他们正值青春年
少，千里迢迢来到这川滇交界的地方，经过几年
征战厮杀，终于消灭了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
力。年轻的士兵远离故土，背负着离乡背井的
苦楚，战后都十分想回家乡。由于交通不便，路
途遥远，那么多将士要返回故里，是十分劳顿的
事情。朱元璋当时为了开发这块偏远的西南地
区，颁布了一道彝汉通婚的“就地落籍”民族政
策，士兵娶彝族妇女就改归彝族。几十万大军

只好与当地人结婚生子，安居乐业。“万户毗馆”
后来成为金沙江畔的秦淮人家。

安顿 30 万大军，只有解甲归田或驻守驿
站。有的驻守驿站，有的领了安家银子去当倒
插门女婿，有的以老家籍贯为主选择地点修筑
村寨。据说当时有部分士兵被分配驻守“万户
毗馆”，他们大都来自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一
带。后来陆续又来了一些老乡或士兵，他们在
驿站附近修筑房屋，与彝人联姻生子，于是“万
户毗馆”就成了一个小小的村寨。

“万户毗馆”坐落在金沙江畔的高山上，距
离拉鲊古渡有10多公里。这里四周山峦清秀
逶迤，古木参天。猕猴、狼、野猪、岩羊等野生动
物随处可见。这些年轻士兵，原以为战后就可
以回家乡与父母团聚，哪想到出征后就再也不
能回到家乡，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爹娘。白天，思
乡的苦楚被劳动消解了。夜晚，他们无法入睡，
常常坐在月光下跟着几个老兵学习弹唱。一边
歌唱，一边情不自禁地流泪。尽管后来都陆续
结了婚，但思乡之苦，却埋藏在心底。当地的习
俗，俚濮姑娘与汉人通婚，须哭嫁三天三夜后才
能入洞房。随着时光的流失，哭嫁就演绎成一
种哭唱调子，每每姑娘出嫁时都会哭唱。俚濮
姑娘不仅能歌善舞，还非常地善解人意。看见
夫君落泪也跟着流泪，就连小小的儿女们也会
随着潸然泪下。每年中秋，男女老少一起歌舞，
一起遥望家乡，一起动情流泪，那情景真是感天

动地。久而久之，这种山歌小调、谈经古乐、踏
歌踢脚声已穿透地下的石头，形成一道暗河流
进了金沙江。天上下雨时，村寨的泥土存不住
雨水，出现了漏水现象，以致种植粮食蔬菜也干
得快。随着时间流转，泥土下面的石头就成了
燕瓦石、苴却石（喀斯特地貌）。彝语人称水少
叫“遗下旯”，汉族人就称它为“迤沙拉”。“迤”是
谐音“雨”，“沙”是非常少，“拉”是哗啦流走了。

“迤沙拉”就是水少、流走了的意思。久而久之，
“万户毗馆”就被“迤沙拉”替代了。

岁月悠悠，迤沙拉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寄托
着乡思。唱山歌、跳锅庄、弹古乐、绣花帽……
妇女的民族服饰强烈地表现了彝汉交融的风
格。她们头戴彝人的扣花帽，服饰却保留着明
代汉风的宝蓝布料、宽袍大袖，配以装饰着漂亮
纹饰的背心或围腰，脚上的绣花鞋，图案精美，
手工之灵巧，令人惊叹。住房是青瓦白墙、土木
结构，一派苏皖小镇的风貌。村内小巷纵横，密
如蛛网；家家高墙深院，院院紧邻；门前有巷，巷
巷相通。特别是体现着“合和聚财”的四合院，
其四合五进、高瓴飞檐突出表现了“五岳朝天、
四水归井”的徽派建筑风格。

迤沙拉村是彝族俚濮支系风情保存最完
整、最具有特色的村寨，迤沙拉村的民居建筑、
民俗风情、谈经古乐、俚濮服饰、婚俗、饮食文化
独具特色。2005年9月，迤沙拉村被国家建设
部、国家文物局评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难忘那顿“团年饭”
□张兴盛

40多年前的一顿春节“团年饭”，至
今让我难忘。

大年初一一大早，我带领攀钢销售
处政工科 11 名男女青年，扛上铁锹、锄
头、镐头、箩筐和抬杠等劳动工具，来到
原东风副食品商场背后的攀钢销售处大
楼前，站在整装待发的义务劳动大军之
中，等候那位年过半百的高善良副处长的

“出发”口令。
随着高擎“艰苦奋斗、勇攀高峰”横

幅的两根竹竿徐徐展开，前列的人头开
始转动，脚步开始挪移。我有些纳闷地
问身边的小胡，好像没听清高副处长那
声“出发”的口令。她用手指着前面说：

“你看那穿着值班的棉大衣、走在队伍最
前边的不是高副处长是谁？他用自己的
行动发出了口令。”

这支 300 多人的义务劳动大军，来
到一号高炉西侧的公路上，清除公路西
边沟内的污泥杂物，确保夏天排污泄洪
畅通，消除安全隐患。

边沟长约1公里，上宽下窄，沟内常
年流淌着一股脏水，令人作呕。

最初，大伙都站在斜度不大的沟边用
锄头去勾捞，用铁锹去刨刮，希望很快清
除沟内杂物，按时或提前回家吃团年饭。

高善良沿沟边巡视到我身边时说：
“张科长，你科人多、年轻、体力强，但这
种捞法，甭说中午不能回家吃饭，就是到
了晚上也完不成清除任务。”

我早有准备，拍着胸脯说：“高副处
长，请放心，我们一定能提前清除杂物，
保证中午都回家吃团年饭！”说毕，我就
从麻袋里取出三双水靴，先给自己套上
后，余下两双分别扔给大个子保卫干事
刘冲和团委书记冯山，然后提上镐锹率
先下到污水沟里。我用力在水下一铲一
提，满满一锹砖头石块和污泥杂物冒出
水面。看到我的行动后，站在公路上的
人员自发结成小组，抓住筐绳，放下箩筐
装运污物。不一会，就清除了三四米。

不过，随着污泥杂物的清除，沟内积
水更深，靴口早已淹没水中，靴筒盛满污
水，一挪脚或使劲，污水直往上冒，把我
们三人的下半身全部打湿，沉积在靴底
的沙粒石子，硌得脚丫又痒又疼。我们
爬上公路，脱掉水靴，换上胶鞋。我刚跨
至沟边，组织干事吴大姐和宣传干事小
胡同时把我抓住，执意不让我再下水。
小胡的裤管已挽至大腿，雪白的肌肤与
雪白的球鞋浑然一体，谁都不忍心让她
下水。就在推让争执间，只听“唰”地一

声响，小胡已稳稳地站在污水之中。
我立即对全科人员做了调整：4人包

干一个箩筐，2人负责在水中铲污泥，2人
在公路上倒运。这样，不到一个小时，一
段35米长的污泥水沟就被清除完毕。我
把全科人员吆喝到身边，准备做个简短动
员后就转战支援其他办公室。此时，小胡
已站在高副处长身边，强行夺下他手中的
铁锹，不由分说地将他推上了公路。

当办公室划包的沟段只剩一米左右
时，小胡突然一下坐在水沟里，污水淹至
脖根。她紧咬嘴唇，右手食指不住地往
水中指点。刘冲等三个人迅速将她抬起
一看，她的右脚球鞋底上贴着一节木条，
木条上的一颗长钉插进脚掌心，鲜血同
污水一道直往下淌……

刚把小胡放置在一个干净箩筐里，
全处的女同志一下围了过来，这个为她
解衣扣，那个为她脱湿裤，还有的脱下自
己的衣衫为她擦去身上腿上的污渍。很
快，小胡穿上了吴大姐的红毛衣、刘姐的
长绒裤、张姐的长筒袜……这时，一件棉
大衣飞了过来，落在小胡的头上，紧跟
着，高副处长那慈父般的话语也钻进了
她的耳朵：穿上它，千万别着凉！

刘冲大步走到小胡的箩筐边，先检
查一下箩绳，然后对冯山说，拿根抬杠过
来。抬杠穿过套口，两人抬起小胡直奔
医务室。

医生给小胡打了破伤风针，但肿胀
的脚掌非但没消，反而扩展到了小腿，体
温超过了38℃。无奈，只好把小胡送进
攀钢职工医院。一切安顿妥贴，时间早已
过了中午12点，除了我和吴大姐留下看
护小胡外，其余全回家团年去了。那时，
医院设在高峰村一幢刚封顶的家属楼里。

小胡经过几小时劳累和疼痛的折
磨，在输液中睡着了。吴大姐趁机把我
推出病房，要我回家团年。临走前我又
找主治医生问了病情。医生说，小胡体
温升高，是创伤和着凉双重因素引起的，
她年轻，心肺、血压都没有问题，两三天
即可出院。

晚上10点过，我提上小胡爱吃的三
鲜蒸饺来到病房。一看，把我惊呆了：不
仅全科人员都在场，而且在小胡的床头
柜上和两旁的空床位上摆满了碗盘缸
盆，里面分别盛着腊肉、香肠、油饼、水饺
和油炸带鱼等许多那时稀缺的美味佳
肴。吴大姐的丈夫还带上了珍藏多年的
一瓶特曲。小胡已输完液，针头也拔了。

见状，我高兴地安排：“去医院食堂
借碗和筷子来，我们全科在这里共同吃
顿丰盛的团年饭。”

一家三代税务人
□孙志忠 执笔 吕银超 整理

我的家庭是一个税务世家。我父亲
解放初就参加了税务工作，我是1982年
到税务战线上工作的，我儿子是2005年
参加税务工作的。一家三代成了为国聚
财的税务官，亲身见证和经历了新中国
税收事业的发展变化。

我的父亲孙立言在盐边县刚解放时
就参加了税务工作，当时成立的盐边县
税务局只有几个人，只建了同德税务所
和健康税务所，同德税务所管辖同德、民
政、银江、务本、红坭、金河等片区；健康
税务所管辖新坪、永兴、惠民、健康等盐
边北部片区。当时条件异常艰苦恶劣，
汽车、自行车连听都没听说过，下乡完全
靠步行，翻山越岭还随时经过野兽出没
的地方，生命受到极大威胁。父亲曾经
一个人在务本下乡的路上就被两条狼
跟随了两三里路，后来遇两同路人而
行，方得以安全到达。那时候没有企
业，税源完全靠临时经营户、个体工商
户。赶场天还要随场转，今天到这个集
镇，明天到另一个集镇，收各个集贸市
场的税。工作中还要特别仔细，比如说
一个凉粉摊怎样收、收多少？这需要算
出其一天的收入，按国家规定的税率计
算出应交的税款；卖猪肉卖土纸都一
样，要早早地去过数、计量，才能保证把
国家该收的税款都收起来。由于人员很
少，主要精力都用在下乡的路上和对税
源的监督管理，根本就没有精力建立和
整理税户档案资料。

1982年，我也加入到税务工作的行
列，成了改革开放后的收税人。改革开
放之初，由于人们思想意识还未完全解
放，盐边县的税源除了原有的一些商贸
企业外，只发展了为数极少的小规模乡
镇企业，再就是一些个体经济和牲畜屠
宰税。

1985年1月中旬，我受所长安排，一
个人去龙胜乡收杀了年猪还未缴纳的屠
宰税。所长专门交代我：“有个叫贺老大
的，已经几年没有缴屠宰税了，一定要想
办法收回来。”我从新坪税务所翻山步行

到龙胜乡，下到户去把税收完后，打听到
贺老大家是单独一家居住在龙胜乡政府
后面的一座叫龙头山的大山中。第二天
一早，经过艰难的行程，于下午3点过才
到贺老大家。经讲明政策，收了3头猪9
元钱的税款。那时候，尽管我们披星戴
月、翻山越岭地收税，县局一年也就几百
万元的收入。

1994年的税制改革，促进了各级政
府管理财权的积极性。当年 9 月，盐边
县国税局、地税局分设，税收工作条件有
所改善，税收收入有了较快增长。当时
我任永兴国税所所长，由于永兴辖区内
只有少量的个体工商户、农村零散税收、
集贸税收和两个小企业，没有大的税
源。我和同事经常开着一辆十分破旧的
三轮摩托车，行驶在那凹凸不平村道上，
调查税源、催缴税款。尽管是晴天一身
灰，雨天一身泥，中午没有吃饭的地方，
晚上回家感到十分疲劳，还要受到部分
人的不理解，甚至阻挠刁难。但我们还
是脚踏实地，应收尽收，全所税收收入每
年均以25%的幅度递增。

1997 年 7 月，撤消新坪、永兴、惠民
税务所，组建了渔门国税分局，由我任
分局长。这时候，条件稍好了一些，局
里配了汽车，但是任务更重了。人员
少、辖区宽，治理纳税环境，打击偷、逃、
骗税的难度加大。我和同事们一方面
争取当地工商、公安的配合和支持，加
大对偷、逃税的打击力度。同时，加大
税法宣传，邀请纳税人到渔门镇政府大
会议室，召开税法宣讲会，利用典型案
例讲解税收政策，每次开会都能取得较
好效果。

经过艰苦细致和务实的工作，纳税
秩序有所好转，税收收入每年持续上升。

2005年，我儿子孙克文也走进了税
务机关，成为第三代收税人。税务机关
的工作人员实现了角色转变，从管理者
到服务者，文明用语、百问不厌；从过去
纳税人上门问询，到现在每一个税务人
员见到人就主动询问、导引流程；从要我
干、要我学到我要学、我要干，赢得了纳
税人的普遍好评。

迤沙拉村的建筑颇具特色迤沙拉村的建筑颇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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