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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封面新闻视频
讲述古路村选择

舍弃把公路修进村，
选择在峡谷之间架起索
道，汉源永利乡古路村的
这次选择，到底为何？

今日，讲述“悬崖上
的村庄”古路村的视频纪
录片，在封面新闻APP
正式上线。请扫码下载
并登录封面新闻APP，
听古路村人选择索道故
事的同时，感受索道3分
钟飞越峡谷的巨变。

向总书记报告
9月28日，乌斯河路地小学。与上一次

相见比较，申其军又苍老了一些。“我越来越
老，没啥，古路村却正年轻！”申其军说。

1982年，18岁的申其军中学毕业，回到
古路村。当时，他是全村学历最高的人。

那时，古路村通外的路，只有藤梯，除本
地人，很少有人知晓成昆铁路穿越的大渡河
大峡谷悬崖上，还藏着一个村庄。

其实，古路村村小成立时间很早，但乡
上派来的老师，来一个，走一个，更换频繁，
孩子们根本读不好书。“路不通，电不通，电
话不通。如果不是土生土长，换了我，也得
走。”申其军说。

村小缺老师，乡上让申其军代课。没想
到，一代就代了30多年。“论教学水平，完全
是‘半壶水’。”申其军自嘲。不过，他能做
到的，是让村里孩子一个不少地来到学校。

古路村有 6 个组，村民散居在海拔 500
至 1900 米的悬崖上。村小在三组，除本组
孩子，其余几个组，要走藤梯才能上学。“学
习好不好是其次，安全上下学才最重要。”申

其军说，特别是下雨天，孩子们放学回家，根
本不敢爬藤梯。于是，申其军就一个一个背
着上下。等把孩子们送完了，天也黑了。

时间来到 2005 年，华西都市报记者杨
涛刚刚大学毕业。读大学期间，作为雅安
人，他就听说过古路小学的情况：与世隔绝、
道路奇险、生活原始艰苦。“21世纪了，还会
有这么困难的地方？”杨涛表示怀疑。

那年盛夏，杨涛沿着两年前才开凿出的
骡马道，攀爬 5 个小时，来到古路小学。杨
涛走得头晕目眩，他说：“不是走，是爬。”

骡马道位于陡壁上，沿途七拐八弯，最
窄的地方只有 40 厘米宽。往下看，峡谷风
刮得哗哗响，不远处是咆哮的大渡河。杨涛
于是对古路小学有了第一印象：远在天边！

又过了三年。“对，就是2008年，我们小
学出名了。”申其军说，出名源于华西都市报
推出的《悬崖凿出上学路，天边的小学坚守
26 年》报道，一下让藏在大山上的古路小
学世人皆知。当年，申其军入围十大感动中
国候选人物。

常伟对古路小学的眷恋，
其实是那段“艰险天梯”留下的
记忆。

常伟说，有一天去上学，天
还没亮，黑沉沉的，他和同学打
着火把，来到通往学校的最艰
险的一段路。这是一个挂在峭
壁上的铁梯子，垂直90度。他
们正打算攀登时，突然山洪爆
发，泥石流也来了，他们只好蹲
在山坡上，等啊等，等到傍晚，
大雨一直下，泥石流也一直
滚。“我们那个时候，就像一只
只困在悬崖上的羊子，上不去
下不来。”最后，他们干脆找了
一个崖洞，在里面住了一晚。

后来，常伟去了乐山犍为
读书。可能是在古路村长大，
和很多同学相比，他的体力和
耐力要强得多。“走在骡马道
上，为了让马跑得更快一点，我
就在前面跑。马见了我跑，它
就跟着跑。”因为跑得快，耐力
好，高中时，作为体育特长生，
常伟被犍为外国语实验学校招
录。

为了锻炼体力，每次假期
回家，常伟都会跟着马儿，在骡

马道上奔跑，每天十个来回。
久而久之，他跑得比马还快。
有一次，奶奶生病了，县城医生
把药送到一线天。常伟下山去
取 ，一 个 来 回 ，只 用 了 20 分
钟。“有同学跟我开玩笑，说我
跑得那么快，是不是吃得多？
我说不是，是我家在古路村，我
必须得跑。”常伟说。

像常伟这样，在骡马道上
奔跑的古路村年轻人，还有
很多。有赶马驮砖上山的，
每天 10 个来回；有走骡马道
去附近打工的，每天一个来
回；还有出远门闯荡的，一年
一个来回。

古路村出名后，吸引了很
多游客前来“体验”。于是，小
卖部、客栈和农家乐，如雨后春
笋般，在骡马道两边开了起来。

尽管平时冷清一些，但节
假日到来之前，村里年轻人便
通过微信营销古路村。“还别
说，提前预定的很多，火爆惨
了。”10月10日，国庆长假过去
的第二天，申华刚通过微信发
来长假8天的收入账单，每家平
均都有好几千哦！不修公路架索道 3分钟飞越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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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道3分钟飞越峡谷
古路村原来没有路。2002

年，由政府出资、村民出力，在绝
壁上开凿出了一条不到1米宽的

“骡马道”。2009年到2014年，当
地又分段对骡马道进行了硬化。
2015年，当地再次投入资金，为骡
马道临崖一侧加装了护栏。

2016 年 3 月，飞架二道坪与
斑鸠嘴之间的古路村索道开建，
预计近期正式运行。骡马道要爬
3个小时的路程，届时乘索道3分
钟便能飞越。

安全管网全覆盖
一直以来，古路村没有水塘，

村民吃水基本靠天。2012 年至
2015年，当地分两次投入资金，对
古路村的生活用水、灌溉用水管
网进行改造提升。如今，防冻的
管网不仅接到每家每户，还接到
了田间地头，一年四季都不愁用
水了。甘甜的山泉水，还广受外
地游客喜爱，说煮饭泡茶都很香。

旅游接待不断电
2016 年，当地将古路村 6 组

用户及旅游开发项目用电纳入
2017年中心村农网改造项目，改
造10千伏线路6.58公里，更换变
压器1台200千伏安，改造低压线
路5.96公里，有效解决了癞子坪
22户用户和7个农家乐的旅游接
待用电问题。

取消长途漫游费
古路村位于雅安市汉源县、

乐山市金口河区、凉山州甘洛县
接壤处，村民们的手机常被邻市
手机信号覆盖，稍微不注意便是
长途加漫游。2017年9月1日，三
大运营商全面取消手机用户国内
电话长途通话费和漫游通话费。
同时，在2016年底，两家运营商对
附近通信基站进行了升级，手机
信号大大稳定和增强，其中一家
做到了4G信号满格。

乡村旅游前景好
以前，古路村村民主要种植

玉米和土豆，用来填饱肚子。
2012年以来，当地大力发展核桃、
花椒等经济作物。目前，已建成
核桃基地约4000亩、花椒基地约
1200亩。从已投产核桃来看，产
品根本不愁卖，外来游客就买光
了。

这几年，前往古路村观光旅
游的游客逐渐增多，村里常年从
事游客接待的村民就有10来户，
年收入达10多万元。

跨度约750米，距谷底约800米。工程总
投资2340万元。吊箱定员为40名乘客、1名
驾驶员。每小时运量为500至600人，不仅能
载人，也可以运货。索道近期将投入使用。

古路村索道

太阳钻出云层，此时的斑鸠嘴与二道坪峡谷间，一条新建的索道横跨在距离谷底800米的高
空中，缆车的橙黄色，与常伟身上篮球服的橙黄色，交相辉映，在峡谷间显得格外抢眼。

常伟的家，在雅安汉源县永利乡古路村。这里是雅安唯一一个不通公路的行政村，421位村
民散居在平均海拔1000米的大山上，因此这里被外界称为“悬崖上的村庄”。

飞架在峡谷之间的索道，2016年3月开建，将于近期投入运营。以后村民到对岸坐缆车，只
需要3分钟。

从爬藤梯“手脚并用”大半天，到走骡马道“汗流浃背”5小时，再到峡谷索道“轻松刺激”3分
钟，因“天边小学”闻名的古路村，在发展旅游的路子上，越走越快！

索道是古路村弃修公路换来的。这是继“天边小学去留之争”后，近5年来，古路村作出的第
二次大抉择。和第一次存在争论不同，这一次，村里的老老少少，都不约而同地给出答案：对的！

全国人大代表、古路村村支书骆云莲感叹：不修公路到村里，保留村子的“古”与“险”，给古路
村留住了乡愁，也带动了旅游。

赶着马，走在骡马道上，今年23岁的申华
刚时不时抬一抬头，挂在峡谷间的索道，尽收
眼帘。

索道能给村里带来“钱景”吗？申华刚说，
其实，他和村里其他年轻人的心里很有底：“它
是客货两用索道，可以观光，可以载货。通了，
游客会更多。游客多了，收入会更多。”

最近两年的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代
表，古路村村支书骆云莲总会做同一件事：通
过微信朋友圈，晒晒古路村：“索道通了，去‘悬
崖上的村庄’更方便。”

古路村是雅安市唯一不通公路的行政村，
为何不修公路而修索道？

面对疑问，骆云莲没有马上作答。她摸出
一支烟，点上，深深吸一口，然后才打开话匣子。

骆云莲说，从山下上山，以前没有路，都是
手脚并用爬藤梯。现在，步行走骡马道，3公里
多，要走3个小时。到最远的五组，更要走5个
小时。多年前，村里通了电，村民买了一台冰
箱，请全村壮小伙下山，肩挑背扛一整天才弄
回来。村里要养牛，得从牛崽子时就背上山。
还有些老人，大半辈子都没下过山。

“给古路村修一条公路，是我们祖辈几代
人的梦想。但古路村人没有做这样的选择。”
骆云莲说，与公路相比，索道运力的确要弱很
多。可是，公路建了，路好走了，古路村的路又
该如何走？毕竟，古路村的最大特色就是“古”
和“险”，“修了公路，我们担心这两个最有特色
的东西没有了。”

通过近五年的观察，骆云莲发现，驴友和
游客选择来古路村，钟情的就是体验“骡马道”
的古与险。游客来了，在村民家吃生态食品、
住传统彝寨、购高山特产，有村民一年增收达4
万元，“不能因为修路，让他们失收返贫。”骆云
莲坚持自己的想法。

一夜出名，让古路村有了第一次选择。
华西都市报记者余行在《古路村天边

小学 出名后的去留之争》（刊发于 2010 年
6 月 18 日《华西都市报》）一文中，这样记
录：“随后两年里，成批记者、志愿者、游客
纷至沓来。民间的、官方的捐赠也涌入了
这个贫瘠乡村。聚焦在公众视野下的古路
村小学，开始在从未有过的善款监管问题、
教学理念碰撞、传统与世俗冲突中剧烈震
荡起来。”

其中，最大争论是古路小学存留问题。
矛盾焦点人物正是申其军。

送32名学生下山读书，申其军担心，山
下生活变化太大，孩子们会不会出现心理落
差？没有家长看管，七八岁就离家，学坏了
又怎么办？每户村民年收入少得可怜，孩子

们的生活费怎么办？回家赶车一趟要15元，
车费又哪里筹？

担忧之后，为了孩子，申其军最终还是
妥协了。

2011年11月18日，上完最后一堂课，所
有孩子全部转到乌斯河路地小学。

“我也跟着孩子们下山，我不上课，主要
负责孩子们的生活。”申其军说，当时跟着他
下山的7个娃娃，5个上初中，两个外出打工
去了。如今，古路村的17个学龄儿童，也由
他带着，在路地小学上学。“路地小学的教学
水平、生活条件，的确要比山上好很多。”申
其军说。

索道通车在即，申其军很高兴。他说，
有了索道，除了六组，另外五个组的孩子，就
不再走骡马道了，出村更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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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斑鸠嘴，望着荡在空中的橙黄色缆车
厢体，骆云莲告诉记者，缆车正在办理交接手
续，近期将投运。

古路村索道，是大渡河大峡谷首个客货两
用索道，起于永利乡马坪村二道坪，止于古路
村斑鸠嘴，属于双线往复式架空索道。索道跨
度约 750 米，距谷底约 800 米；工程总投资
2340万元；吊箱定员为40名乘客、1名驾驶员；
每小时运量为 500 至 600 人，不仅能载人，也
可以运货，摩托车可以骑进去。通运后，从省
道306线到古路村，行程将缩短至一个小时。

离开位于斑鸠嘴的索道站，骆云莲沿着一
条宽 3.5 米的土坯公路，朝位于三组的村委会
走去。

“这条路是下一步计划的第一项工程：斑
鸠嘴至村委会的通组公路。”骆云莲说，目前，
全线 1.8 公里的路基已铺好，堡坎工程已结
束。国庆之后，路面沥青铺设和护栏设施安装
工程将同时展开。这条路修好后，村里还将引
进旅游观光车，游客可以坐着观光车去村委
会。同时，村民家的摩托车和农用三轮车，也
能敞开跑。村里还将进行民居风貌改造，以文
化氛围营造为重点，在现有观景台、火把广场
的基础上，增添彝族传统文化元素。

骆云莲说，古路村实施发展旅游的“一揽
子”计划，其实是因地制宜，通过“旅游精准扶
贫”的一次大胆尝试。

没有选择修公路，骆云莲和部分村民有过
“争吵”。不过，随着骡马道上游客一天比一天
多，这些村民都不再提修公路了。

“还提个啥，大家已经尝到了甜头。”古路村
第一书记袁江涛说，以一个游客为例，在古路村
住宿一晚、吃两顿饭，按费用80元计算，这个游
客给村民带来的纯利润应该有四五十元，“修了
路，游客车来车走，这四五十元就没有了。”

“古路村舍弃公路选择修索道正确吗？我想，
村民腰包越来越鼓了的现实结果，已经给出了最
正确答案。”望着远处，骆云莲若有所思地说。

一篇报道 让悬崖上的村庄一夜出名

公里的骡马道，挂在悬崖上；省道306线路边，成昆铁路蜿蜒着向
远方伸展。
扔下一句“我回家了！”常伟转身，离开平坦沥青公路，踏上骡马道，
迈着大步往山上走去。

首次抉择 “天边小学”孩子下山读书

再次选择

是修公路还是架索道？

最好答案

腰包鼓了无人再提修路

古路村年轻人
难忘骡马道难忘乡愁

从306省道出发，沿着骡马道回家的常伟，看到了峡谷上空的索道，
不禁想起过去爬“天梯”的艰险。
常伟原本姓兰。父亲兰绍林是六组组长。去年高中毕业，常伟考取

了四川理工学院。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他对未来信心满满。常
伟在“天边小学”只读了一年，“但我和她，有一种不可分割的情。”

是大渡河大峡谷首个客货两用索道

因地制宜
古路村走上
乡村旅游路

因天边小学，古路村出名了，并
越来越被人熟知。特别是近五年来，
通过因地制宜，乡村旅游越来越红
火，古路村先后出现五大变化，已是
四川省加快推进偏远乡村发展的典
型案例。

饮水
之变

用电
之变

通信
之变

产业
之变

9月28日，雅安汉源县永利乡古路村，越来越多
的外来客关注这里。

走在骡马道上的古路村村支书骆云莲。

17名古路村的孩子被送到乌斯河路地小学读书。

目
前
，成
熟
的
核
桃
只
能
用
骡
子
马
匹
运
下
山
。

因“天边小学”闻名的古路村，正以“古”与“险”留住乡愁发展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