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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户户门前的春联福字，灶台旁早已备
好的香肠腊肉，2月10日，大年初六，汶川县映秀镇里洋溢

着一股浓浓的年味儿。镇上，博爱新村豆花庄里，刚出锅的酥肉泛着
金黄，香味扑鼻。这份被网友誉为“幸福酥肉”的美食，过去一年卖出
了上千斤。而隔壁街上的茶祥子制茶坊里，具有地方特色的黑茶，也
成了畅销的特色旅游商品。

这些改变都与一个特殊的日子，一位特别来宾有关。2018年2
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映秀考察时，亲自炸酥肉、磨豆浆、打酥油
茶，让全世界知道了这里的民俗风情。

“小雪，来了啊，最近怎么
样？”在映秀茶祥子制茶坊，小
雪像往常一样，从店外的暖壶
里接了一杯热腾腾的黑茶。老
板娘主动迎了出来，两人坐在
店外的长桌前，聊起了天。

过去的一年，小雪的生活
发生了不少新变化。“告诉你们
一个好消息，我结婚了。”小雪
说，2018年5月，为了更加专心
的筹备婚礼，也不耽误工作，她
从茶祥子辞了职。虽然已不再
是店里的员工，但时常回这里
坐坐，早已成了她的习惯。这
里对于她，有一份特殊的意义。

“我就是在这里，邀请总书
记跟我一起打酥油茶。”去年春
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到映秀
考察，和村民一起炸酥肉、磨豆
浆、打酥油茶，一起回顾震后10
年小镇上发生的变化。而当
时，“斗胆”邀请总书记一起打

酥油茶的就是小雪。“当时也没
有想太多，没想到总书记真的
答应了，还特别地亲切。”

后来，有不少客人都是慕
名而来。面对这些客人，小雪
总是热情地给他们递上一杯免
费的热茶，还不忘向大家推广
当地特色黑茶。

除了招待远道而来的客
人，过去一年，茶祥子的老板蒋
维明，也带着“大土司”黑茶远
赴国外展销，让映秀地方茶更
具“国际范儿”。蒋维明说，现
在黑茶一方面成为了吸引游客
的特色旅游商品，一方面也带
动了百姓增收致富。不仅如
此，他还招收了当地的学员，传
授制茶技艺。“不仅要做好茶叶
品牌，还要让制作藏茶的技艺
传承下去。”蒋维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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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祥子制茶坊老员工小雪：

映秀茶香飘向全球
我也找到了好归宿

虽然辞职了，但小雪还是经常回茶祥子。

过年这几天，杨云刚的博
爱新村豆花庄一天都没歇，天
天都在正常营业，而且每天都
爆满。一年前，当习近平总书
记问他一年能收入多少钱时，
杨云刚回答说：15万。一年
后，再被问到这个问题，杨云
刚兴奋地说：翻了两三番。

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映秀视察时，和村民
一起炸酥肉、打酥油茶、磨豆
浆，其中炸酥肉、磨豆浆的场
景，就发生在杨云刚的店里。

“总书记跟我说过，让我
把铺面扩大，过了十来天，我
就扩大了规模。”杨云刚说，他
把二楼的两间卧室腾出来，添
置了两个包间。规模扩大，也
意味着增加人手。2018年初，
从没雇过工人的杨云刚，从内
江请来一位师傅帮忙。年后，
又请了两个小工。

到了中午，一群游客经过
博爱新村豆花庄，被铺面前的
大幅照片吸引住。这群从甘
肃兰州自驾来的游客，先是一
通拍照，之后坐下来开始点

“幸福酥肉”和“带劲豆花”。
总书记到访时，亲自转动磨盘
磨豆浆，边磨边笑着说：“很练
臂力啊，真是越磨越带劲。”从
那以后，杨云刚的“带劲豆花”
就出了名。

“很多外地的游客慕名到
我们的饭庄，不光在这里吃，
临走还要带走一些。”老板娘
刘先燕说，之前有一位北京来
的老太太，临走时还要了一坛
泡菜水，要带回北京腌泡菜。
除了酥肉和豆花，老杨夫妻制
作的老腊肉和香肠，也深受食
客喜爱。“刚到1月底，就已经
熏了4万块钱的猪肉了”。

2012年，老杨的饭庄刚开
张时，整个映秀镇东莞大道上
只有4家餐馆。如今，已经开
到了16家。“去年总书记来过
之后，又开了3家中餐馆，2家
小吃馆。”对于别的餐馆，杨云
刚从没把他们当做竞争对手看
待。“很多人来我这学习生意怎
么做，我从不保守。”还有的饭
馆，客人点名要酥肉和豆花，但
店里一时没有，也会到杨云刚
的馆子里借一点救急。每次，
老杨都很爽快，“不存在，拿去
就是了，没得问题。”

“大家一起把这个产业搞
起来，才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杨云刚说，光他一个人有钱不
算有钱，“要让大家都要有钱，
都要好过。这样总书记知道
了，才会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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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新村的“招牌菜”幸福
酥肉。

告别土坯房
新房面积约100平方米
有卫生间还配备了家具

2月4日，大年三十，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再次回访三河村。

离开公路往左拐，沿着石板小道上
坡，路边一间写有脱贫标语的土坯房，就
是吉好也求的家。

2018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三河村，看望了村民吉好也求、节列俄
阿木两家人。

“我们这几天在搬家，要搬到下面新
家去！”吉好也求的普通话有些蹩脚，但言
语中，难掩兴奋。

从去年初开始，三河村异地扶贫搬迁
工作开始启动，全村共设置9个安置点，
151户贫困户、204户非贫困户将进行搬
迁。2月11日，是三河村1号安置点统一
搬家的日子，村里首批29户、168人告别
居住多年的土坯房，正式搬入新家。

吉好也求收拾好了一些家什，提着几
个口袋，沿着公路往下走。他说，就要住
进新房了，大家都在一点点将老房子的物
件，陆陆续续搬进新家，今天搬一个柜子，
明天搬一个桌子，有的村民已经迫不及
待，提前住了进去。

新家的海拔高度要比老家低一些，走
路过去大约30分钟。按乡村振兴计划和
乡村旅游要求，新家房屋采用半木结构，
结合彝族传统民居特色建造而成，外墙为
土黄色，屋顶是灰色瓦片。屋内四室一
厅，总面积约100平方米，另外还有独立
的厨房、卫生间和储物室。按照标准，新
房里还统一配备了床、沙发、电视柜等家
具。

吉好也求和妻子将屋子打扫得干干
净净。当天，有亲戚和朋友来访，家里忙
碌起来，杀鸡、煮腊肉、烧酸菜汤。下午，
大家围坐一起，吃了在新家里的第一顿团
年饭。“库什木撒，孜莫格尼（新年快乐，万
事如意）！”大家互相祝福。

2月11日，正式搬家这天，村里将摆
上坝坝宴，庆祝这一喜庆日子。

写信传佳音
我们的生活变得很好了
希望习爷爷再来大凉山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三河村时，吉
好也求的女儿吉好有果，为总书记唱了一
首《国旗国旗真美丽》，总书记称赞她唱
得好。

今年，吉好有果11岁了，上小学三年

级。早在2月3日晚，她就和姐姐、妹妹
一起，提前住进了新家。

“这是我和姐姐的房间，这是我们的
衣柜。”吉好有果热情地介绍起自己的新
家。她还拿出一张写满字的纸说，这是她
给习爷爷写的一封信。

“习爷爷，我长高了，我大了一岁……
我们的生活好了，我们的生活变得很好了
……”吉好有果拿起信读起来，信上有的
地方语句不通顺，“窗户”等字不会写，就
用拼音代替，但她写得很用心，读得也很
认真。

她在信中写道，她很喜欢她家的新房
子，新房子很漂亮，以前的房子没有窗户，
现在有了，她还有了自己的房间。她说，她
一定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她希望，习爷
爷能再来大凉山，还要唱歌给习爷爷听。

吉好有果还悄悄说了自己的三个新
年愿望，第一个愿望是爸爸妈妈身体健
康，第二个愿望是哥哥姐姐考上大学，第
三个愿望，她想了下说：“希望我和弟弟妹
妹也上大学，北京大学就好。”

脱贫有希望
发展特色种养殖产业
今年底三河村整村脱贫

对于新的一年，吉好也求有了自己的

打算。他准备在家里开个小卖部，卖点副
食之类，农闲时，就去县城打工。

2017年，吉好也求一家人均纯收入
是4342.86元，2018年达到了9182元，已
经跨过了贫困线。他说，以前，他们是两
家人合伙养一头牛，2017年拿到了2万
元贷款后，自家就养了四头。去年卖掉两
头牛，挣了1.5万元，现在家里还有一公一
母两头牛，这个月还有一头小牛犊就要出
生。算上土豆、苦荞等其他农产品的收
入，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过。

三河村第一书记张凌介绍说，三河村
将大力发展生态林业产业，还计划种植花
椒1300亩，贫困户户均种植达3亩以上，
预计3年后能见效益。未来，仅花椒这一
项，每年户均就能增加收入1.5万元以上。

张凌说，三河村在发展“短期+中期+
长期”相结合的特色种养殖产业，通过种
植土豆、光叶紫花苕、花椒、豌豆、核桃，养
殖土鸡、乌金猪、西门塔尔牛、半细毛羊等
方式，成立专业合作社，带动村民脱贫致
富。同时，还通过农民夜校等方式，为村
民提供技能和就业培训，提升村民收入。
按照计划，今年底，三河村就将整村脱贫。

阿克鸠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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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牵挂的

为总书记唱歌的凉山小女孩：

我们的生活变得很好了
新房子很漂亮

2018年2月11日，春节前
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川
省凉山州昭觉县三岔河乡
三河村，看望慰问彝族群

众。时隔一年，三河村发生了巨大变化，
最让村民兴奋的是新居落成。

2月11日，是三河村1号安置点统
一搬家的日子，村里首批29户、168人
告别土坯房，正式搬入新居。这一天，村
民将在新家摆起坝坝宴，庆祝这一值得
铭记的喜庆日子。

映秀博爱新村豆花庄：

游客爱吃“幸福酥肉”
一年收入翻了两三番

春节期间，成都郫都区战旗村游人如
织，游客造访这个“网红村”时，总忘不了
带一双唐昌布鞋回家。“以前还在担心传
承问题，去年就有好些个徒弟出师，成长
为师傅。”非遗传承人赖淑芬说道。

去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的到访
让战旗村成为全国知名的美丽新村。与
战旗村“齐飞”的，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唐昌布鞋。转眼又是新年，赖淑芬盘算了
一下，去年这一年制作销售的布鞋高达
7000多双，其中还大多都是高档货，“除
去成本和明年的预算，准备给工人们多发
些红包。”

传承非遗
儿子辞职回家学纳鞋底

作为非遗传承人，赖淑芬总会担心唐
昌布鞋的传承。只有五六个人的家庭作
坊，想买的人买不到，想卖的人卖不出
……这样的窘境在去年得到了改变，“名
气大了，销量好了。”赖淑芬说，这是唐昌
布鞋成为“网红”后最直观的变化。

而要传承，最重要的还是有人静得下
心来学。艾鹏的回归，让赖淑芬多了几分
坚定。儿子艾鹏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曾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百年手工
布鞋的技艺不能从我这里断代消失。”艾
鹏辞职回家，告诉母亲自己要为唐昌布鞋
非遗传承做点什么。此前没有基础的他，
便一点一点地从纳鞋底学起。

在传承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这里也

解决了村里的富余劳动力。李燕今年37
岁了，去年4月份开始学习制作唐昌布
鞋，如今已经出师成功，“上手很快，人又
机灵。”赖淑芬告诉记者，像李燕这样的年
轻人去年前前后后招进来了二十几个，其
中还有残疾人，以按件计酬的方式，他们
每个月能得到两千到四千不等的工资。

去年7月，战旗村组建战旗集体经济
股份合作社，发动群众自筹自建，将原来
闲置的近50亩村集体养猪场，改造成古
香古色的特色商业街“乡村十八坊”。唐
昌布鞋也搬进了新家，如今成了战旗村的
一张名片。

创新设计
布鞋推陈出新迎来大转机
走进位于乡村十八坊的唐昌布鞋店，

不同样式的布鞋令人眼花缭乱。为了让

传统的布鞋更加贴合现代人的审美与需
求，去年以来，赖淑芬对布鞋进行了诸多
创新。

“粘跟处理是为了让布鞋在穿着过程
中有效保护后跟，提高承载力。”赖淑芬解
释道，新加入的设计在减少磨损的同时，
也能让布鞋更加透气。为了增加它的“颜
值”，唐昌布鞋还与成都纺专等专业院校
合作优化设计，推出蜀绣布鞋、棕编布鞋
等10余种新产品，“手工棕编布鞋更加舒
适透气、轻便合脚，蜀绣布鞋又充满活力，
增色不少。”

唐昌布鞋迎来了大转机，赖淑芬告诉
记者，如今不仅有人专程慕名来买鞋，这
双布鞋还远销到了全国各地，“还有边防
战士特意通过网络购买我们的布鞋。”赖
淑芬有些骄傲地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秦怡 摄影刘开怡 樊凌峰

唐昌布鞋成“网红”一年销售7000多双

唐昌布鞋
推出10余种新
产品，更受消
费者欢迎。

2月4日，吉好也求一家在新居吃团年饭。

博爱新村豆花庄。

三河村1号安置点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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