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01版）
曲比阿乌、彝人制造、太阳部

落、吉克隽逸等来自凉山的歌手明
星，凉山彝族自治州歌舞团等艺术
院团的文艺工作者，西华大学、四川
电影电视学院等高校的学生，给观
众带来精彩的节目，绚丽的民族歌
舞、宏大的舞台场景、多彩的服饰道
具、先进的特效技术，展现出一个更
丰富的凉山。

在特别节目中，大多数节目的创
编和演绎，由来自凉山本土的作曲
人、作词人、歌手、舞蹈演员等文化工
作者完成。

传统歌谣讲述老故事
“远方的贵客，四方的朋友，我们

不常聚，难有相见时，彝家有传统，待
客先用酒……”一首《彝族祝酒歌》
中，火柱喷发、歌声响起，拉开特别节
目的序幕。这首歌由彝族歌手组合
彝人制造和太阳部落共同演唱，歌曲
充分展示了彝族人的热情好客。

彝族有崇拜火的传统，欢乐时刻
离不开火。彝族火把节被称为“东方
狂欢节”，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一曲活泼的《火把恋人》，讲
述火把之夜，山头上月亮很圆，在火光
里彝家儿女跳起动人舞姿。大凉山
上，琴声清脆，歌声动听，大家共同度
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波啊妞妞阿……”一曲当地彝
族传统民歌《波阿妞妞》，曲调悠
扬。优美的歌声中，呈现出美丽的
画面：身着彝家美丽服饰的姑娘们，
在雄鹰飞过的天空下唱诵诗歌、漫
步山寨。

央视春晚凉山分会场开场，一
曲欢快热烈的彝族特色歌谣《快乐
的诺苏》立即“点燃”全场。在特别
节目中，《快乐的诺苏》再度响起，身
着各民族服饰的男女演员们踏歌欢
乐起舞，镜头切换到大凉山美丽的
彝家新寨，展示出凉山在脱贫攻坚
中的巨变。

“阿惹妞”是彝家人对表妹的昵
称，在大小凉山彝区，流传着一种“阿
惹妞”体裁的情歌，传唱上千年经久
不衰。彝族男青年在山间采笋、林中
放牧时，隔着青山隔着涓涓溪流向心
爱的人传递自己的爱意，表达思念和
爱慕之情。实景演出《阿惹妞》中，美
丽的彝家姑娘们身着节日盛装，打起
黄伞，跳起传统舞蹈“朵洛荷”，吟唱
着歌谣，延续着千年的盛宴。

“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家园，是那
巍巍的大小凉山……”凉山是大香格
里拉旅游环线的腹心地带，自然风景

优美。通过歌舞，凉山人民向外地游
客发出盛情邀请。

当年红军长征过凉山，“彝海结
盟”成为千古佳话。央视春晚凉山分
会场主体节目中，一曲《情深谊长》将
人带回那个峥嵘岁月中，彝族群众与
红军战士之间的鱼水情深。在特别
节目中，凉山歌舞团的演员们用舞蹈
延续那段红色情谊。舞蹈《情深谊
长》，曾获得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
奖”民族民间舞奖。

憧憬幸福美丽新凉山
“遥望那片蔚蓝的天空，心儿自

由自在地飞翔，翻过那座山，趟过那
条河，我的梦想已起航……”彝族歌
手吉克隽逸和两位小演员共同演唱
了一曲原创歌曲《祖国之子》，欢乐活
泼与质朴空灵交融。

歌曲《祖国之子》由美姑县民生
银行红丝带爱心学校彝族文化老师
阿如干土作词、音乐老师吉布李宏作
曲。歌曲采用彝语和汉语结合，曲调
欢乐，歌词充满着校园童趣，又满含
着学生们对于未来的殷切盼望。

美姑县民生银行红丝带爱心学
校，位于美姑县大桥地区洛俄依甘
乡，是专门针对当地贫困学生修建
的一所寄宿制公立学校。与吉克隽
逸一同领唱的两位小演员，正是这
所学校六年级学生曲比乌力（学名
曲比格日）和连扎妹妹。两位小演
员已经不是第一次登上大舞台，他
们曾多次参加当地的各种表演活
动，还曾到北京、湖南、广西等地演
出。2016年12月6日，四川日报曾
以《稚嫩童声飞出大凉山》报道过这
所地处大山的爱心学校，通过艺术
教育，让童声飞出大凉山。“村村寨
寨欢歌笑语多幸福，党的恩情温暖
心窝窝，生生世世魂牵梦绕祝福你，
孜莫格尼亲爱的祖国……”歌声唱
出对于扶贫政策的感恩，和对于美
好未来的期盼。

“一条路，多少年，精神的火种还
在代代相传，沿着成昆线走到天那
边，满腔热血点燃时代的火焰，这
条成昆路，爱洒大西南……”凉山
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成昆铁路
从这里穿过，卫星从这里飞天，嫦
娥从这里奔月。歌曲《情满成昆》
展现了凉山欣欣向荣、和谐发展的
美丽画卷，也鼓励着我们继续追逐
梦想，再创奇迹。

由曲比阿乌等领衔演唱的《在一
起》，憧憬着明天更加美丽幸福和谐
的新凉山。

四川日报记者 吴梦琳 何勤华 王云

车主寻找管理方
遭遇三方踢皮球

维修预计花费7000元左右
成都三家单位均称不属自己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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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坑刹车不及宝马伤得不轻
去年12月21日下午4点过，郝先生和妻子一

起驾车走双楠大道出城去双流。
“刚走到绕城高速接待寺立交内侧，上了江安

河大桥，突然发现前面有个坑。”他说，这条路限速
80公里，当时车速在60公里，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车子直接碾进了坑。

“砰！砰！”车子碾进坑后，伴随一阵剧烈颠簸，
发出两声异响。同时，右侧前后车门也发出“嘭嘭”
两声，安全气囊弹了出来，车里满是浓烟。

“当时我以为车子自燃了，下车一看，原来是爆
胎了。”郝先生说，路面上的坑，大约1米宽、近20厘
米深，这个坑不仅让右侧前后车轮爆胎，车子右侧
前后车门、顶部的安全气囊，也都弹了出来，气囊膨
胀产生了不少浓烟。

他说，事发时妻子坐在副驾驶位置，气囊弹中
了妻子手臂，“我老婆右手肿了好几天才消。”

由于前后轮爆胎，郝先生只得呼叫了一辆拖车
前来，把车子拖去了修理厂。

维修要花7000 都说自己无责
对于这次意外，郝先生认为，双楠大道是进出

城主干道，连接着绕城高速接待寺立交桥，车流量
很大，“出现这么深一个坑，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
的，咋个没有人早点维修？”

他说，退一步讲，即使来不及维修，也可以在路
上设置一个警示牌，警示来往车辆避让，“这种大路
上车子多，行驶速度都比较快，等看到坑再刹车，已
经来不及了。”

事故发生后，修理厂先补好了轮胎，“花了
2400元”，但剩下的安全气囊，郝先生一直没有去
修理，他觉得这部分维修费，不应该自己来出，“修
理厂给我报了价，要修好一共要花7000元左右。”

他认为，作为道路管理养护方，比如交通局、养
护所，应该对这次意外承担一定责任，“起码把车子
维修好，不算过分吧？”

为了找到道路管理方，郝先生先后联系武侯、
双流两地交通局以及绕城西管理公司，但得到回复
都是——不属于己方管辖范围。

绕城西段公司：
高速公司只负责管理收费站内高速公路，以及收费站

外广场。出事地点属于地方交通部门管辖。

双流区交通局：
出事地点位于江安河大桥武侯端，不属于双流管，“双

流平时不养护这一段道路，是武侯负责维护。

武侯区交通局：
事发路段的建设方为川西高速公司，但建设完成以

后，没有移交给武侯区，“因此不属于武侯管辖。”

对于成都市民郝先生来说，这个春节
过得不太舒心：家里好好一辆宝马车，因为
一场意外“伤”得不轻，而自己又找不到该
由谁来负责。

2016年12月21日下午，郝先生驾车
途经双楠大道江安河大桥时，前方突然出
现一个大坑，他刹车不及碾了过去，“砰！
砰！”车子右侧前后轮胎同时爆胎，右侧安
全气囊也弹了出来。车子送到修理厂，对
方估计维修要花7000元左右……郝先生
认为，道路管理方应对这起事故承担一定
责任。

事发地位于成都武侯、双流两区交界
处，又毗邻绕城高速收费站。但武侯区交
通局、双流区交通局、绕城西段管理公司均
称，事发点不属于自己管理范围……郝先
生想不通，一条城市干道，怎么就成了三不
管？他表示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只好把
三家都告上法院。”

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瑶认为，
依据《侵权责任法》，如果施工形成坑后未设置警
示标志，施工方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其次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当施工作业或
者道路出现损毁，未及时设置警示标志，造成财
产损失，管理养护部门应担侵权责任。

她说，《道路交通安全法》同时规定，当道路
出现损毁时，管理养护部门应当设置警示标志并
及时修复，具体由谁修复，要根据道路的行政划
分范围确定。

道路管理养护部门应担责

律师说法

三家单位
这样回应

6日下午3点，记者联系到绕城
西段管理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回复
称，出事地点位于江安河大桥，不属
于高速公司管理范围。

“高速公司只负责管理收费站

内高速公路，以及收费站外广场，大
约前移50米的距离。”他说，出事地
点虽然距绕城接待寺立交收费站仅
数百米，但已经属于地方交通部门
管辖。

绕城西段公司

事发点在收费站外，属地方管理

记者又致电双流区交通局，把
事件缘由反映给办公室工作人员，
对方称要询问一下业务科室再回
复。

半个小时后，工作人员回复称，

刚刚问过养护队，知道宝马车爆胎
这件事，但出事地点位于江安河大
桥武侯端，不属于双流管，“双流平
时不养护这一段道路，是武侯负责
维护。”

随后，记者联系到武侯区交通
局路政科负责人，他已知晓郝先生
爆胎一事。据其介绍，事发路段于
2005年修建，建设方为川西高速公
司，但建设完成以后，没有移交给武
侯区，“因此爆胎事发点不属于武侯
管辖。”

他补充说，在江安河大桥武侯
端有一个界碑，标得很清楚，江安河

大桥及以南区域，都属于双流区。
“接到郝先生反映后，武侯交通局下
属公路管理所马上派人把坑填了，
不是因为归武侯管，是因为不想再
有车出事。”

得到三家单位的回复后，郝先
生很尴尬，也很不解，作为一条进出
城的城市干道，建好这么久，为什么
会成为“三不管”地带？

双流区交通局

事发地不属双流，由武侯负责养护

武侯区交通局

建设方尚未移交道路，不属武侯管

事故发生地点位于两区交界
2月6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

事发地——双楠大道江安河大桥，这里位于绕城高
速接待寺立交内侧，距离高速路收费站仅有两三百
米距离，车流量大，车速普遍较快。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江安河大桥武侯端桥头，
立有一个标牌，两面分别写着“武侯”、“双流”。根
据南北方向推测，标牌北端属于武侯区，南端属于
双流区。

记者也找到了造成郝先生事故的坑，它已经被
新沥青填平，和周围路面有明显的色差。在大桥上
卖甘蔗的商贩周女士仍记得那场事故，“一辆宝马
车碾进了坑，结果两个轮胎爆胎，连安全气囊都弹
了出来……”

她说，不仅是郝先生的车，因为这个坑出事，在
她记忆里，近几个月至少还有三辆车。

江安河大桥到底属于哪个区？周女士称，“我
也说不清楚，反正武侯和双流就是以江安河分界
的。”

碰
巧
了

在四川江油一个小村庄，常常能
看到60岁的何秀莲扶着95岁的陈
桂兰进进出出。她们看上去像是一
对母女，实际上并没有血缘关系。

40年前，何秀莲嫁到这里的时
候，老公的堂嫂陈桂兰，失去配偶没
有子嗣，独居，这让她挂念在心。6
年后，何秀莲提出将已62岁的陈桂
兰接到家中，同吃同穿。当时，27岁
的何秀莲家中，上有公婆下有两个
女儿。她对堂嫂的照顾，一晃就是
30多年……

为嫂子找喜欢的电视节目
2月4日晚7点，江油北部枫顺乡

夏村。一户两居室农房里，三位老人
围坐在火旁，打开电视机。

“嫂子看不来电视剧”，60岁的
何秀莲一边说，一边从老公手中拿
过遥控器，调到综艺频道。

随着电视里又唱又跳的歌舞表
演，95岁的陈桂兰欢喜起来。一个
小时的观赏后，她打了个哈欠，起
身，洗漱回到卧室。

何秀莲也跟进了门，凑近她耳
旁大声喊起来，“来，我们先脱掉右
边袖子……”天冷，棉衣太重，何秀
莲每天早晚帮堂嫂穿脱。

“好冷，把毛衣穿上吧。”何秀莲
嘀咕道。

“不穿，我不穿。”陈桂兰像小孩
子一样，耍起了脾气。

这个冬天，何秀莲为嫂子手织
了一件红色毛衣，可她怎么都不
穿。于是，何秀莲到集市上为她买
回一套棉衣棉裤，“扎实得很”。陈
桂兰穿上，连说“暖和”。

33年如一日扛起家庭重担
“好、好，她是好妹妹……”陈桂

兰逢人就夸何秀莲。
40年前，何秀莲从广元嫁到江

油，看到老公的堂嫂陈桂兰一个人
过，她便主动跟老公提出，“哥哥老早
去世，嫂嫂一个人无儿无女，年龄也
大了，我们不照顾，哪个照顾。”当时，
何秀莲27岁，家里还有公婆和两个
念书的女儿。

那时候，每天要煮 7个人的米
饭，还要下地干农活，何秀莲常常“忙
都忙不赢”。有一次，她在熬鸡汤时，
坐在凳子上就打盹睡着了，醒来发
现，鸡汤已经快干了。

这几年，公公婆婆已先后辞世，
何秀莲的两个女儿也去了广东工
作。而嫂子已是九十高寿，耳朵不
好使了，腿脚也不利索了，病也多了

起来。大部分时候，何秀莲早上6点
就起床，先放羊喂猪，再回到家中煮
好一家人的早饭。吃完饭，她和老
公就下田干活，陈桂兰则在家烤火，
睡觉……

半个月守在堂嫂病床前
两年前的一天，陈桂兰患上了

尿血病，下不了床，何秀莲撂下农
活，在堂嫂病床前守护了半个月，熬
药，端饭，清理大小便……每天晚
上，她总会提来一桶水，为陈桂兰细
细擦洗。

“又不是生身父母，那么巴心巴
肝地孝敬，总贪图老人遗产嘛！”曾
经一度时期，村里不断传出猜疑，认
为何秀莲这么贴心照顾堂嫂可能有
什么目的。对此，何秀莲的两个女
儿感到特别委屈。何秀莲却不以为
然：“别人说别人的嘛，我堂嫂有没
有家产，老天看得见！”

去年重阳节，何秀莲被评选为
江油市“十佳孝星”。夏村村支书唐
世兵说，无论是对自己的公婆，还是
嫂子陈桂兰，何秀莲都像对待亲生
父母一般，细心体贴，“实在是难得的
好媳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毛玉婷

“孝星”何秀莲孝敬堂嫂30多年

双楠大道江安河大桥桥头的这个坑，“坑”了郝先生的宝马车。

“坑”车的坑，日前已被填平。

事故发生后，宝马车的安全气囊弹出。

孝
青杉农人

融在骨子里的血脉
一直在传承
一直是新鲜的
无墨用笔述说着这个原理
字只是点化一下
思想是刻在老子脚下
道法自然中孝顶天立地着
卧冰求鲤只是一种感恩
《二十四孝》也只是做一下摘记
华夏民族的骨血中多的是这种豪气
孝在炎黄历史上早有过屡登文化之
鼎的经历
这一个字知道概括不了那份对老至
亲的爱意
知道有限的人生里敬老也写不满这
个字的含义
东方的世界因这个字而璀璨
华夏民族因这个字而瑰丽
我们知道践行这个字的路上
不仅要同行
更需要思索
她已成为中华文化之母
已成为国泰民安之基
已成为家和万事兴之宝
前行的每一刻
有她
我们得以靓丽
有她
我们青春永存
有她
我们旺盛生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实习生昔兴琪 摄影 刘陈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