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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出文化味

年猪
杀年猪、
“ 猪王”比赛、年猪宴、唱山歌……
2018 年元旦节这天，泸定县兴隆镇和平村年猪民
俗文化节在新年第一天成功举办，将牛背山下和
平村的文化和乡土民俗展现给外来游客。传统民
俗的无限商机，为这里带来了脱贫的希望。记者
来到和平村，亲历了当地久负盛名的年猪习俗。
当地乡亲告诉记者，和平村杀年猪比过春节还热
闹，而且杀年猪的过程非常讲究，选日子、焚香、祈
福一样都不能少。
杀完年猪，村民们又唱起山歌。独特的腔调
和唱词是和平村山歌最大的特色。
“碗豆开花排对
排，唱个山歌甩过来，你是行家就接到，不是行家
两边排……”70 多岁的高秀珍老人，是和平村的
“山歌王”，生动的歌词和原生态的唱法，引起村民
和游客的一致好评。
每年冬月以后，和平村的家家户户便开始杀
年猪过新年，这在和平村村民的心中，是一个庆祝
丰收的节日。
“这个习俗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独乐不如众
享！何不把这个习俗深挖提练成一个节庆活动呢？
还能顺便刺激和平村的旅游发展。
”
和平村支书刘显
虎告诉记者。经过前两届的成功举办，
和平村年猪
文化节已成为当地较有影响力的文化旅游品牌。

智性的人
懂得装备自己
■欧阳美书

■本报记者 马建华 文/图

村民向游客展示“猪王”。

杀年猪过新年 古老习俗醉游人

欢快舞蹈舞出新希望。

雄鸡一鸣，2018 年第一个凌晨降临泸定
县兴隆镇和平村。夜色苍茫，
寒气逼人。
村支书刘显虎已经和家人在忙碌杀年猪
的事情。按照头天晚上的约定和分工，妇女
们忙着生火、烧水，男人们负责杀猪。拂晓时
分，帮忙的村民已经到来，围坐在篝火旁，熊
熊火光映照在一张张喜庆的脸上。
“昨天刘家杀的两头猪不得了，有 900 多
斤，卖成钱的话就有 1.5 万元。”
“这两年，家家户户日子都好过，杀 5 头年
猪都不稀罕。
”
刘显虎喜滋滋地说，
我一再给村
民讲，我们要打造牛背山下的旅游地图，诚信
最重要，
不能喂配合饲料，
要保证用粮食喂，
天
然绿色健康的食品，通过消费者的口口相传，
我们的农产品才不愁销路。这不，早在上半
年，
家家户户喂的猪就被城里人预订一空了。
和平村曾经是兴隆镇比较贫穷的高半山
村寨，由于不通路，村民一直生活在温饱线
下。
“ 当年不通路的时候，我从冷碛背一袋水

泥，翻山走小路，肩膀都磨脱了一层皮，背到
山上，才得了两元钱。”村主任王次平说，那个
年代，贫穷落后留下的阴影，让他一辈子都难
以忘怀。
晨曦初露，村寨一片安宁祥和。
“ 按照分
工，大家都动起来，今天是元旦节，又是我们
村第三届年猪文化节，尽管牛背山在封山改
造，来的游客大大减少，但我们还是要把我
们的节日过得红红火火。”组织能力和号召
能力都很强的刘显虎一发话，众人应声开始
各司其职。
不一会儿，一头年猪被三轮摩托车拉进
了院坝。
“ 我估计这头猪有 370 斤。”
“ 最多有
360 斤。”
众人嬉笑。
5 个村民将年猪抬到秤上。360 斤。村民
为年猪准备大红花。准备纸钱、香蜡。9 点
整，杀猪匠开始了他的工作，在众人齐心协力
下，光溜溜的年猪被打整干净。
“ 保佑我们村
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村民平安健康。”村

中老者敬过天地后，8 个身强力壮的村民站在
年猪旁，竖着拇指齐声说，今年家家户户还要
养大肥猪。抬着年猪，村里的中老年人簇拥
着，走在最前面，唱着悦耳的民谣，大意是歌
唱幸福生活的，迎着 2018 年的第一缕阳光，村
民们喜气洋洋。到村里来的游客蜂拥拍照。
“昨天我住在云海客栈，听说今天要举办
年猪节，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作为城里人，
已
经体验不到农村杀年猪的习俗了，
我和一行的
朋友商量，今天再住一天。你看，我刚把杀年
猪的图片发到朋友圈，
就有很多朋友点赞和转
发。
”
成都来的代先生告诉记者，
国庆节他第一
次到和平村来，
这里特有的田园风光让他入了
迷，
这次他带了 5 个朋友进来，
看到独特的祭祀
仪式和杀年猪，
他觉得不虚此行。
如潮的人流簇拥着村民把年猪抬到活动
场所。村民们唱山歌。年长的村民高声说着
祝福的话语，一系列祭祀流程结束后，文艺演
出激情上演。

办民俗活动，把传统节日与旅游特色相结合，
并借助文化传播式的帮扶，这种新的发展模
式有望引导和平村走上“脱贫之路”。
成都崇州市的苏羽富先生从一开始便
拿出手机拍照片、拍视频。
“ 我是第一次来和
平村，刚才，我把杀年猪的视频发到朋友圈，
戏称给朋友们送一头纯粮食喂养的年猪。
朋友们羡慕我能够亲临现场感受底蕴深厚
的乡村文化。”
“今天是个好日子，十九大报告给我们提
出了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我们村是全县的
万元村，我很高兴，所以，我不唱歌，也不跳
舞，就给大家来一段我创作的快板。”村民赵
朝金的开场白吸引住了大家的目光。
杀年猪 庆元旦
祭年猪 保平安
风调雨顺年年好
我来把和平表一番
十八大以来的这几年
我村的发展大改观
家家喝上自来水

顿顿吃上大米饭
通村公路硬化完
石板路铺到家门口
五改三建已完善
风貌改造全做完
国家出钱安路灯
家家户户有热水器
十九大规划有远见
乡村旅游不遥远
小康路上加油干
坐在家中把钱赚
……
“赵朝金的这段快板，说出了老百姓的心
声。”县文化馆送文化下乡的演员杨加丽感慨
地说，我已经连续第三次参加和平村举办的
年猪文化节了。每次来，村民们的精神面貌
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富裕起来的村民
利用年猪文化节这样一个载体，丰富自己的
精神文化生活，传播社会正能量，为游客展示
了这两年脱贫攻坚所取得的成果，展示了新
农村的新面貌、新气象。

身穿节日盛装笑脸如花。

年猪文化节 村民的精神盛宴

走在乡村路上。

村民和游客争相拍照。

“跳得好，再来一个。”
《祝福祖国》、
《红
火日子》等或舒缓、或激越的舞蹈，让村民热
血沸腾。
“这里有举世闻名的牛背山，还有那风景
秀丽的娘娘山，蜿蜒曲折的大渡河，远方的朋
友啊！欢迎你到和平来！”村民自告奋勇上台
演唱的歌曲，引得观众阵阵掌声。
“我用了《欢
迎你到康巴来》的调，把歌词改了，还是要体
现我们的地方特色。唱得怎么样不说，这是
我们老百姓的舞台。”
“现在，牛背山封山开发，给刚刚开始的
乡村旅游带来很大的影响，村民有些泄气，认
为还有没有必要举办年猪文化节。但我们村
委认为，我们借助乡村旅游举办年猪文化节，
通过前两届的举办和报纸、电视以及网络媒
体的宣传，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必须要
坚持办下去，尽管目前游客量下降触目惊心，
但我们不能灰心丧气。我们处于全国唯一
360 度全景观看牛背山风景区的村庄，我们有
信心通过党委政府的努力，把我们村打造成
全域旅游示范村。”刘显虎告诉记者，通过举

热情洋溢的观众。

舞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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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过
去 ，新 的 一
年 来 ，有 人
成长了年
轮 ，有 人 苍
老了容颜，
有人磋跎了
岁 月 ，有 人
生命日益厚
重。去年
12 月 30 日，
吴晓波在浙
江卫视的
“思想跨年”
晚会上说，
今天的中国
拥有一个共
同的国民属
性就是焦虑。怎么才能够克服这个时代给你的
焦虑呢？充满热情的工作与劳动，是挑战焦虑、
克 服 焦 虑 最 好 的 手 段 ；并 进 一 步 说 ，适 度 的 焦
虑，跟焦虑做朋友，是今天的年轻人，包括像我们
这一代还在不断的努力，希望不断进步的人的一
种共同选择，而不是躲避焦虑，而不是放弃焦虑。
笔者所见内容未必是吴晓波的本意，毕竟是
转述而来的。但就“焦虑”本身而言，笔者却未必
赞同吴晓波的观点。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笔者
先搜索“焦虑”二字，结果出现的全部是“焦虑症”
相关内容，而且貌似“焦虑”本身也是一种心理疾
病。从这个意义上讲，啥“共同的选择”怕是词不
达意，应该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一种症状。或许
有的人是不知不觉选择了，只是哪怕你不选择，
也一样可能患上“焦虑症”，因为如果你不选择，
可能会焦虑生命的无意义流逝。
至 于“ 充 满 热 情 的 ”工 作 与 劳 动 是 挑 战 焦
虑、克服焦虑最好的手段，这话其实又回到了“五
讲四美三热爱”的层面，国人素以勤劳闻名于世，
谁不爱劳动？现在的问题不是不劳动，而是与劳
动之前之后的问题，譬如有没有体现劳动价值的
机会？劳动成果与自己报酬的关系，自己的劳动
报酬与他人收入的差距。也就是说，当下的这种
焦虑并不是不劳动带来的，而正是劳动带来的，
一些人因找不到劳动而焦虑，一些人因为付出了
劳动而焦虑……当然，焦虑的来源还有很多，譬
如爱情友情的背叛，居家成本的飞涨，股市投资
的失败，子女成长的失望等。确实，哪怕高收入
人群，同样可能拥有焦虑这种“国民属性”。
笔 者 向 来 敬 佩 国 人 的 智 慧 ，譬 如 关 于 这
“虑”，便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之说。而且这
“虑”还有不同程度，譬如考虑、思虑、忧虑、焦虑；
忧虑有损健康，焦虑已入病态，在此真的不应提
倡，啥“挑战焦虑”的说法，不过是鸡汤毒药式的
语言结构罢了。遇到再大的困难，你都应该努力
挑战、克服，如果克服不了，不是困难太大，而是
你不努力，最终把责任推给生命者个人。
与吴晓波“挑战焦虑”不同，笔者觉得应该换
一种思路。各类焦虑的产生，说到底不过是因为
“投资”的失败而已。所谓投资的失败，是指以身
心资财等投入到外界的某种事物之上，结果收获
未达预期或不如别人而产生的一种失落、失望并
进而焦虑未来会怎样怎样的负面情绪。笔者所
说换一种思路，是指这种把投资“身外之物”这一
种途径，改变为“对内”与“对外”双向投资。而对
内投资，就是指投资自己、装备自己。
智性的人都会投资自己，几乎所有成功的人
士都非常注重投资、装备自己。这个“投资”、
“装
备”，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指要爱自己，关注自
己，研究自己，审视自己，提升自己，要舍得花一
些时间与资财把自己装备起来。很多人对外投
资之所以失败，不是外面那个项目不好，而是投
资者与外面那个项目契合度太低，或者你能力、
实力、眼界、境界太低；一句话，你未必适合那个
项目。有如大家都知道康定的麻哥面馆与吕哥
面馆生意很好，但如果你去开一家面馆收获的可
能就不是财富而是焦虑。
而一个老调重谈的好方法就是读书。读书，
不但可以克服焦虑、
浮躁、
片面、
肤浅、
易走极端等
诸多行为心理疾病，
而且绝对是书中自有
“黄金屋”
与
“颜如玉”
。吴晓波说假如你是 1918 年、
1948 年、
1978 年、2008 年的青年，应该要抓住机会什么的，
但多少有人具备那先见之明？又知有多少人失身
丢命于那些机会里？曾经，
国人在面对机会时，
大
多有着
“临渊羡鱼，
不如退而结网”
的理性与智性，
但不知从何时起，就开始变成了见鱼就想抓的急
躁的毛病。急迫而不得，必为焦虑。人生本有无
数可能，
可因为不够智性，
硬生生地把自己变成不
可能，
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