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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访 迤 沙 拉
□杨岷

想写写迤沙拉，因我对它的熟悉而陌
生。我走过村子多次。在村子的小卖部
买过一瓶矿泉水，吃过一碗凉粉。早些年
一个冬日午后，看见一大群彝族老人蹲成
圈，闲闲地烤太阳，围观几个人玩纸牌，我
蹲在其中一起看。看牌轻飘飘地飞到地
上，看手从地上拿牌，看出牌人表情云淡
风轻或游移不定。这场景后来再没见
到。同一个位置，倒是见到一个村史馆。
阅读村庄的历史，我发现自己果然是一个
熟悉的陌生人。村庄告诉我，这里就不是
一个纯粹的彝族人的寨子，即便村人说着
彝语。“你看见查尔瓦和羊皮褂了吗？”村
庄问，我摇头。

这次我是专门来看村史馆的。因为
这个村子说自己历史悠久，说自己有古老
的西南夷道。从这里可以看昔日的诸葛
大营、“抗战生命线”史迪威公路，还可俯
瞰攀西大裂谷。村子还说自己有无数传
说和马帮的故事，这些都装在村史馆里，
这引起我的注意。

我和仁和地方志的同事一起阅读着
村史。墙壁上有段“南京应天府，大坝柳
树湾，为争米汤地，充军到云南”的歌谣，
告诉我村庄的一部分人由何而来，因何而
来。这也回答了村庄为什么不是纯粹的

彝族人的村庄。《迤沙拉村志》写到“明洪
武 14(1381)年,洪武开滇后，汉人通过军
屯、民屯、商屯的方式引入。600年间，彝
汉交融，南京到来的移民在明朝政府民族
政策的感召下，改汉归彝，成为俚濮彝
族”。村志还记载，迤沙拉军屯有两次，由
军屯引发的汉族人的融入也有两次。三
国时期，诸葛亮五月渡泸七擒孟获那一
次，应当地首领要求，诸葛亮允部落女子
与军士配婚。明朝洪武开滇，朱元璋规
定，驻守的军士可以和当地少数民族结
婚，入少数民族籍，不再保留汉族人的籍
贯。这次归彝，村史馆用大大的标题写出
来，表明自己来自秦淮人家，从柳树湾
来。但迤沙拉的移民到底算不算来自南
京还需商榷。就目前迤沙拉的起、毛、那、
张四大家族中，只来得最早的起家说自己
是应天府人，他们带来那歌谣。而当时的
朱元璋派遣的南征军，浙江、福建、山东等
都司组成的20万大军，都在应天府，在光
华门外的柳树湾一带接受他的检阅，其后
南征。其二，占村子人口2/3的毛家人，他
们认为和毛泽东同宗同族，来自江西。因
此，说村子人来自秦淮人家不大妥当。这
是从汉族人融入的历史去看村庄。

我在村史馆发现的第二个有意思的
地方是“天地国亲师”牌位。这牌位在迤
沙拉村民正屋供奉着。有人解释，此处

并非笔误。“君”改“国”，表明以国为主。
边疆之人，任你皇帝如何更换，我只守好
疆土，这也是军屯的目的。疆稳，国稳，
君主才能安稳。而村志上写的依旧是

“天地君亲师”。不管哪一种，都表明了
儒家文化与当地实际的一次融合，以及
汉族人在家庭中地位的确立。“夷娘汉老
子”的迤沙拉家庭中，汉老子没能再回家
乡，他们把房子按照家乡的样子修建，在
堂屋摆上牌位，把祖先安顿好，到处有了
汉文化的模样，汉老子的思乡之情得到
稍许安慰。这种文化的浸润让村子的建
筑与传统的彝家寨子有所区别，呈现苏
皖风格——“家家有院，院院相邻；门前
有巷，巷巷相通”。

但迤沙拉的房屋和汉文化还有所不
同，它有自己的特色。四合院、马头墙、青
砖黛瓦，汉老子把房屋布局构造好，生活
之事交给夷娘。夷娘们生儿育女，照顾
老人，管理牛羊。屋子里流淌着夷娘的
血液，火热，野性，激情。夷娘们选择用
自己脚下红土的色彩来表达自己。于
是，巷子里走着，入目皆是红墙，每一堵
墙都和脚下的土地浑然一体。墙里、墙
外、墙角跟，栽种着波斯菊、太阳花、美人
蕉、多肉植物。碧蓝的天空之下，是苍山；
绵延的苍山之中，有人家；红墙青瓦，日子
平凡至雅。

我饶有兴趣地研究着农耕文化，看摆
在陈列台里的物品。这些从村子里收集
的条锄、板锄、刨子、牛角，完成辛苦的劳
作，静静地歇在那里，成为文化的代言
人。墙壁上画着一些日常工具：犁、耙、石
磨等，这些工具也越走越远，离开生活。
初时，它们崭新结实，和人一起磨米磨豆，
一起田里耕作，一起刨土栽种……后来它
们因笨拙被人嫌弃，扔在院子里。石磨成
了坐凳，再后来，挪到院外，然后不知所
踪。这是一种消失。犁不再被人呵护，渐
渐松动、散架，分崩离析，成一堆废木。耙
扔在墙角，齿一根根断裂，掉进土里。我
在一家院角看见碾子的一部分，木柄却在
猪圈里竖着。这种传统的农耕文化在汉
族地区也逐渐开始从墙上的图画去辨
识。而迤沙拉，传统的农耕也在消失。

在迤沙拉，山坡上远望，你看见火红
的色彩。走进村子，你遇见夷娘，她们唱
山歌，跳羊皮鼓舞，过火把节、太阳节，吃
全羊宴。一转身，你又遇见汉老子，他们
过春节，赶庙会，修房屋，祭祖。彝、汉文
化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相互交织着向
前发展，使村子成为一个特色的民族村
落，圆满、和谐、多元。这种融合，村史馆
写着，村子里发生着，曾经有过的棱角和
磕碰，如尘埃落在时间深处，毕竟再深刻
都已经600多年了。

□李国超

曾经沧海仁和变

燕啄春泥矗立天，
万花无数泻吟笺。
中心辐射园中景，
胜过家乡变美仙。

米易好风光

颛顼涵溶胜养颐，
蔗林穿过美心驰。
标飞滑艇英姿爽，
日照康居沐浴熙。

三角梅妖娆

朵朵繁华瓣瓣尖，
夺眸霞粲着花签。
烧红四季妖娆尽，
烈焰流芳胜火炎。

盛赞老渡口

乐在康庄暖色家，
宝都豪气盖天华。
蜚声海外春光派，
渡口明珠锦绣花。

钒钛之花

遨游世界惊天景，
工业味精储万顷。
送入苍穹火箭飞，
航空蹈海军工炳。

大黑山揽胜

黑山威壮丽，
宾客八方连。
伟嶂千寻上，
开屏四处翩。
路环风景熳，
岩陡石荊穿。
俯瞰金沙水，
巍然屹立天。

宝鼎矿工

煤海数吾侪，
乌金揽入怀。
掌灯登矿井，
平巷作台阶。
会战雷声响，
安全水火排。
倒班年度跨，
高产惧何埋。

钢城风景

铁冶红炉火，

英豪淬炼成。
勇登兰矿顶，
开掘夺煤精。
出匣纯钢铸，
银江绿水盈。
弄坪挥动力，
龙洞紫光萦。

建设钒钛名都

钒钛坚守献花城，
焕发青春展翅行。
家国尽忠皆效仿，
路云飞动涌阳晶。
金沙拍水风吹浪，
逆道新天蝶款莺。
来去可安修养地，
名都放歌也深情。

康养攀枝花

放霞云彩木棉红，
亚热风光果酒丰。
康养老夫身健壮，
喜迎新作气豪雄。
得天独厚原生态，
映日朝阳望远穹。
江上景观金色海，
竹湖星月水张蓬。

阳光花城

四季花城铁矿留，
巨龙拦坝二滩游。
英雄气质燃烧火，
钒钛资源独厚优。
钢铸国魂三线建，
石横江渡九天酬。
巍峨宝鼎神驰久，
日日春光第一州。

三线新高地

烈炎头照日边行，
举臂先消弄弄坪。
桥架路通干打垒，
汗流肩比敢挑赢。
高炉耸立霞光灿，
铁水奔腾火眼惊。
挥动炭锹煤井拓，
大军云集建钢城。

（作者曾在原攀枝花市政府
办公厅工作，以书法诗歌双栖聘
任为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
馆终身馆员。调至成都二十多
年以来，其一直怀念和牵挂攀枝
花。前不久，曾有事重返故乡，
看到攀枝花巨大变化，感触颇
深，有感而发）

□王国霖

历史上的战争，从来都是残酷而又惨
烈的，志愿军——这支有着特殊使命的部
队，在 70 年的时光中极少被提及。而那
段雄赳赳，气昂昂，横跨鸭绿江保家卫国
的历史岁月，却从未在中国人民的脑海中
遗忘过，爷爷就是当年志愿军中普通而又
伟大的一员。

特殊的历史时期，造就了志愿军战士
的烈烈忠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硝烟弥
漫的战场，让生命脆弱得如同风中落叶。
无情的战火将战士死亡的讯息，以一种令
人压抑的速度快速传播。“家国”平安的前
面，是无数志愿军战士们用他们的血肉之
躯，为我们抵挡住了强敌的最大杀戮。

战争摧折了生命，也让更多人看到了
和平的可贵。时光轮转，当影片《金刚川》
以全新的角度来诠释属于那个时代的历
史时，包括爷爷在内的许多志愿军战士都
已经离去，但他们缔造的顽强精神不灭。
我想，爷爷与他的许多战友虽然不能看到

新时代的祖国在面对强敌时所展现出来
的睿智，但是埋葬着他们的热土会将这些
故事叙述给他们。就像影片《金刚川》，总
是以一种热烈而又质朴的血肉呈现，将一
段不为人知的真实故事传递给我们。

《金刚川》的故事简单又脉络分明，微
观角度的介入，让 1953 年朝鲜战场上的
那一场关键性战役成为焦点，为保证支援
部队的战斗力能顺利向前线输送，志愿军
一支工兵连和炮兵连在武器装备落后、物
资匮乏的情况下，毅然以自己的血肉之躯
抵御着敌军的狂轰滥炸，以无数牺牲换取
着金刚川上的金刚桥的安全通行。激昂
的战斗场面，血性而又悲壮的英雄故事，
令人无限悲鸣，又肃然起敬。

此刻，如果从抗美援朝战役得胜归来
的爷爷还健在，会否从这部影片中看到他

和他的战友们在枪林弹雨中奔跑的血色身
影？会否在此起彼伏的炮火声中站起来大
喊“冲、冲、冲！”。无数相似的画面，在不同
的时空里对撞，他们没有表决心的口号，没
有痛哭流涕的畏惧，每一位志愿军战士，都
缔造出了一个血肉丰满的英雄人物。勇猛
无畏的战士们面对的是死亡，却又无惧于
死亡，他们以巨大的牺牲将“保家卫国”和
平使命，紧紧地呵护在自己身后。

历史为证，长歌当哭，所有的语言都
显得如此匮乏无力。在时间的维度中，抗
美援朝战役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那一种
永不磨灭的顽强精神，却世世代代地影响
着生长在这片国土的人们。

战争为新中国换来了可贵的和平，在
珍惜和平的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明白国家
的使命与荣光。1965年，当祖国再一次遭

遇强敌挑衅时，“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祖
国好儿女，像当初的志愿军战士一样毫无
畏惧、背井离乡，纷纷投入到“三线建设”
艰苦的战场上，掀起战天斗地的生产热
潮。曾经“不毛之地”的攀枝花，就从那个
艰苦卓越的奋斗中，崛起了一支无比强悍
的钢铁部队——攀钢。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多少顽强的“三
线人”在这片热土上洒下了青春无悔的汗
滴，他们可歌可泣的“家国”情怀，让攀钢
从一无所有发展到攀钢钢轨向世界延伸，
从单一钢铁城市发展到钒钛科技新城。
若爷爷健在，我会将新攀钢、钒钛新城的
故事讲述给他听，经历过战争时代的爷
爷，看到这番景象，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用
浓厚的四川口音说：“攀钢，雄起！中国，
雄起！”

若爷爷健在，我要带他去看《金刚川》

仁静智流。（刘松源 作）

歌颂攀枝花

江西鸿业生态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枫叶园林
规划工程有限公司）承接的四川省攀枝花市金沙江干热河
谷生态脆弱区典型地段生态修复工程管护项目已全部审
计完工。如现仍有未获得清偿的供应商或个人，请于公告
见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速与江西鸿业生态环境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联系，逾期本公司将不再受理。

联系地址：攀枝花市东区华山批发城23栋
联系电话：13340710740 张女士
总公司电话：0791-86500635

特此公告
江西鸿业生态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攀枝花市金沙江

干热河谷生态脆弱区典型地段生态修复工程管护项目部
2020年12月25日

竣工结算公告
我公司拟对“2021年度在线监测运维项目”进行公开

比选，诚邀符合资格条件的商家、企事业单位于2020年

12月31日前携带鲜章复印件等相关资料到菲德勒环境

（攀枝花）有限公司203报名参加。

联系人：秦先生18008294521 0812-2263806

菲德勒环境（攀枝花）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4日

比选公告
攀钢钒公司炼铁厂计划2020年12月25日对新三号

高炉进行开炉前烘炉、12月29日20：00点火开炉，在此
期间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粉尘，恢复生产初期因炉顶温度
高有部分煤气及烟尘从放散塔顶排放，对弄弄坪片区环
境造成一定影响，炼铁厂将努力采取降污措施，力争将环
境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烘炉、开炉期间，请周边广大居民
关注，避免对您的正常生活带来影响。

敬请市民理解和支持！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炼铁厂

2020年12月24日

关于攀钢钒炼铁厂新三号
高炉开炉恢复生产的公告 四川省二十六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拟向攀枝花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登记，将注册资本从

5000 万元减少到 1000 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持说明债权的证明材料，

向我公司申报债权。

联 系 人：卜凡

联系电话：13882388999

四川省二十六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5日

减资公告

□俞飞鹏

1/砚市

砚市是开在夜半的一丫门店，灯火明
灭冷暖自知。

砚市不属于人山人海车水马龙人头
攒动。

砚市，我们把砚雕出，便只是为砚
市——添那砖加那瓦么？

刻砚人，不必想砚市总好。
刻砚，可以一砚砚只面市场琢刻。可

以不。面市场，市场好什么，砚刻什么。
只是多时候，砚的有市无市人好或人不好
热闹亦或清冷，便都无常，无理，无从捉
摸。哪怕，你天天在市场转悠，你刻砚如
何的挖空心思只面市场。

砚藏家，多现出在砚市不温不火那时。
真的藏家，砚市红火时，人隐起。

2/巧刻

砚刻有巧，四两千斤。
巧，当然非刻工的善于投机，偷减。
巧，一砚砚，刻着下力轻了，砚看起来

巧了。

很多砚，端的歙的，松花苴却的，所
刻，都用力过硬。硬刻出池堂，砚边，硬雕
出图饰画面。

硬刻，一砚砚，是也冲着砚造。看砚
池，砚池是砚池，看雕刻，一刀刀下得见工
见质，刻雕具体。硬刻非与生俱来。有人
刻着再刻着，手头那砚，便逐渐的硬向以
对了。刻砚，学砚环境，同行，师从，这砚
那砚，都可能形成砚手刻砚的是硬刻还是
可否取巧。

比较的看，硬刻的砚，砚上，多不乏
紧张。

譬似，砚上雕云。本来，云就忽有忽
无或聚或散忽在忽而无有影踪。硬刻的
云，刀总要设法走到，走正，走好，走出缘
来古往，甚至走出砚手刻砚那下的忽往。

如此，那砚那云，如何不紧张呢。

3/古砚中的四直、门式

四直、门式，古砚曾经的主打砚式。

在砚厂，最初见门式砚，我有过一阵
长长的发呆，木木的。许是一下被端庄又
妙巧的那“门”镇住了；还许，觉得那门，太
是繁体的古方块“门”字；也还许，觉得那
门，灵感就来自我打小熟见的婺源人家的
古老庭院。

那一带的庭院木门，便都是这般相向
开立。

四直或门式砚，最先现出在明清。
门式素砚或四直素砚出现时，尽管这

样那样的长方样砚(雕刻繁复或简洁的)
前前后后一直有出，然，门式样四直样的
素简，干练，端方器象，让人读来更意味
浓长。

4/关于学砚十年

学砚，十年非一标向定数。
砚，刻，一砚复一砚。三年五年十年

三十年，都是刻。
端方的；减之一分则短的；将随形的

打造成严谨的；将已然见规见矩的造得不
复规矩的。冬去春来花开花落，白日还至
中夜。由刻砚的依样葫芦到不仅，由见一
砚的方圆到不尽。

学砚，由不会而会，从不能到能。
学砚十年，如是在端州，在古歙，能夜

以继日，耳濡目染向学；如是学砚这人聪
慧好学且有过人砚感，一路有好的老师指
点相授，有端州肇庆龙尾歙砚的制砚氛围
浸染，如此，何好矣。

当然学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十年
也可能一径虚度。

可 能 刻 砚 仍 是 不 好 ，可 能 事 砚 仍
无 聊 ，单 调 ，索 然 无 味 。 可 能 一 直 仍
在 砚 门 外 流 连 ，不 知 砚 里 风 度 砚 外
天地。

学砚，要下心用力天天抓刀只刻砚，
那么，十年里，会刻出多少砚呢？

如是熟手，要一月刻砚五方，一年刻
砚六十方，十年刻砚下来，六百方砚，已然
洋洋大观了。

十年，觉着板凳一冷还冷是学，刻出
一砚的花开花落花满天也是。

十年不短，也不长。许，只一瞬，刹
那，不经意的一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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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砚，忽来的几个冷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