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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趟车一辈子，绿皮“小火车”上的“阿呷车长”

本报记者吴光于、李力可

　　傍晚的普雄火车站，从南驶来的5634次列车
进站后，站台迎来一阵喧嚣。
  当蹬着高跟鞋的女孩挽着男友胳膊踩着轻快
的步子离去，当盘着粗黑发辫的彝族大娘坐在行
李上燃尽烟斗中最后一撮烟丝，当站台边的小餐
馆后厨飘出蒜苗炒回锅肉的香气，小小的车站渐
渐归于寂静。
　　 50年前，在 30万筑路大军的卓绝努力下，连
接川滇两省的钢铁大动脉——— 成昆铁路通车。在
四川境内，它穿越茫茫大凉山，将曾经闭塞的土地
与外界连通，沿线诞生了许多“火车拉来的城镇”。
  普雄便是其中之一。因为铁路，它比所在的越
西县更有名气。
  45岁的列车长阿西阿呷有着彝家女子的清秀
脸庞，声音中气十足，身材微微发福。过去24年，她
每周都要在这个小站与攀枝花间往返两次，她值
乘的5633/5634次列车，几乎是她的整个世界。

成昆线边的彝家女

　　普雄站每天会通过30多对列车，阿西阿呷能
通过不同的鸣笛声，分辨出进站的是货车还是客
车，是特快还是普快……这样的本领，在她很小的
时候便有了。
　　1971年，阿呷的父亲从部队转业，分配到成昆
线上的白石岩站，车站便成了他们的家。
  小镇地处偏远山区，火车是当时唯一的公共
交通工具。父母无论是走亲戚，还是买米、买油，都
要坐火车。
　　阿呷记得，生活在车站边的人们，每当听到汽笛
声，无论乘车与否，都会停下手中的事，去月台上看
一眼。那时候的她，并不知道，无尽延伸的黑色铁轨，
将带给她与同龄的大凉山女孩截然不同的命运。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凉山很少有女童上学。
但因为铁路，阿呷一家的观念走到了前面。
　　小时候，阿呷每天清晨都要坐上绿皮火车，到
10公里外的乃托乡上学。
  “记得读一年级时，班里还有 5 个女生，二年
级时就只剩两个了。爸爸身边基本都是汉族兄弟，

对我家的影响很深。如果没有爸爸的这份工作，我
应该十六七岁就会嫁人，现在过的是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生活。”她说。
　　在父亲的极力支持下，阿呷一直念完了初中。
她的生活轨迹，也一直也未曾离开过铁路。她常常
在路上偷偷观察车厢里的面孔，努力从他们的身
上寻找“外面的世界”的痕迹。
  她也羡慕那些穿着制服的列车员，觉得举手
投足间都有一种神气。1996 年，她终于脱下了便
装，换上制服，理正帽檐，戴上工牌，成为越西车
站的一名客运员。第二年，她踏上了熟悉的绿皮
车，成了一名列车员。
　　普雄与攀枝花之间距离 353 公里，沿途停靠
26 个站，时速 40 公里，全程要行驶 9 小时零 8 分
钟。全程票价 25.5元，最低票价 2元，价格已经 30
多年没有变过。
　　这样慢速的长线运行列车，在如今的中国铁
路网中已十分罕见。在崇尚速度的高铁时代，它依
然带着独特的节奏，充满活力地运行着。曾经隐匿
在地图中的一个个大凉山拗口的音译地名，也因
列车的停靠变得让人熟悉。
　　人们管这趟慢悠悠的列车叫“小慢车”，小和
慢，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崇山峻岭间的“和谐号”

　　绿皮的车厢，简单的座椅，席地而坐的彝族老
乡，背篓里不时探出的小鸡仔脑袋……登上“小慢
车”，如同坐上时光穿梭机，许多定格于二十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画面开始在眼前一帧帧闪回。
　　如今，这趟车已极少被外地的旅客选择，乘客
几乎都是沿途的百姓。
　　跟着阿呷穿过一节节车厢，不时有人跟她打
招呼。“阿姐”“阿呷车长”人们如此称呼她。在她口
中，乘客们是“默粟”“阿妈默粟”“粟吕”“细来”（彝
语：大爷、大娘、小伙子、姑娘），每个词都带着独特
的韵律。
　　 15节车厢，15幅彝乡风情。
　　缠着头巾、怀抱小鸡仔的老大娘，留着“天菩
萨”、拿着烟斗的老大爷，叽叽喳喳一路说笑、背着
书包上学去的女娃，刚进完货、算着账的小卖部老
板娘，刷着抖音、穿着时髦去串门的年轻人……慢
悠悠的火车，如同一座流动的村庄。
　　阿呷操着地道的彝语，深谙民族习惯和禁忌，
俨然这座“村庄”里的“村长”。
　　列车上 23 年，她已记不清调解过多少次乘
客之间的纠纷，当过多少次翻译，帮过多少忙……
　　彝族老乡好酒，特别是火把节、彝族年，往往
高高兴兴地上车，二两酒下肚后打得头破血流。
　　列车员要不停广播，一节一节车厢反复叮嘱
提醒、劝架、调解。车厢里噪音大，用上扩音器也得
提高嗓门，长久下来，十个列车员里九个有咽炎。
　　人们也会乘着这趟火车迎亲、送亲。每逢这类
喜事，阿呷总会来上一嗓子，老乡们也会跟着唱
和，歌声一路飘扬。
　　参加工作的第三年，阿呷在火车上亲手接生
过一位婴儿。
　　那天，她注意到一对年轻的夫妇在厕所里很

久没有出来，敲开门后，发现女人即将临盆。
　　阿呷立刻将他们转移到行李车上，用被单、
纸箱搭起一间临时“产房”，靠着回忆自己生孩
子时医生的指导，一边指挥、鼓励产妇。
　　不多会儿，一个男婴呱呱坠地，母子平安。
　　当她剪断脐带的那一刻，忽然热泪盈眶。
“现在那个孩子应该 21 岁了，不知道长成什么
样子。”阿呷至今常常会想起他。
　　过去 23年，出生在阿呷值乘列车上的婴儿
已经有 16个，并非每次都顺利。
　　一次阿呷遇上产妇大出血，好不容易将她
送上救护车后，有热心人告诉她，产妇的丈夫有
艾滋病，产妇有很大可能也被感染。
　　阿呷看着自己有伤口的手，心里阵阵发
紧，幸而后来去防疫站做了筛查，确认无事。之
后，她又在列车上当过好几回接生婆。“心里会
有担心，但是乘客有危险，我不可能不管。”
她说。
　　 2008年 6月，暴雨肆虐成昆线铁路。
　　一天清晨 8 点，列车到达沙马拉达站时，阿呷
没有见到以往早早等待在站台上的孩子们，只看
到山坡上一群背着书包拼命奔跑的小身影。
　　阿呷说，这些孩子总让她想起儿时的自己。
那时如果遇到慢车调度赶不上火车，她只能徒
步 10公里去学校，途中一条 800米的漆黑隧道
让她至今心有余悸。
　　那天，她果断对接车站值班员联系客调，列
车临停，直到孩子们安全上车后，才缓缓启动。
　　 2011 年 12 月，冬天的普雄气温已至零下 5 摄
氏度。
  发车时，阿呷看到一位身着单薄衣衫，蹲在
连接处瑟瑟发抖的彝族小男孩。无论怎么询
问，男孩都紧抿着嘴角一言不发。阿呷立即将
他带入宿营车，打来热水，盖上棉被。此时男孩
大哭起来。在阿呷的轻声宽慰下，他道出缘由，
原来是和家里人闹矛盾后离家出走。阿呷立即
联系普雄站，并发动大家一起寻找男孩家人。
经过两个小时的各方努力终于找到了。到达西
昌站后，阿呷将男孩交到了守候在站台上的爷
爷手中。
　　为彝族老哥找回丢失的物品、悉心照料丧
夫的怀孕妇女、资助路费总是拮据的年轻
人……日复一日，一件件暖心的小事，让阿呷成
为大家最信任的人。
　　她的手机号 18 年没有变过，里面存着 100
多个彝族乡亲的号码，病人需要特殊照顾、产妇
要去医院生产、学生独自上学……遇到困难，她
的手机就是老乡们的求助热线。
　　慢悠悠的火车，成了大凉山崇山峻岭间的
“和谐号”。

一趟车，一辈子

　　 5633/5634次列车沿线是我国最大的彝族
聚居区。在过去千百年里，受制于交通的闭塞，

这里曾被认为是“中国最穷的地方”。
　　直到今天，铁路沿线的一些小站都还没有
通公路，“小慢车”是当地百姓与外界沟通唯一
的桥梁。
　　 51岁的阿依来自普雄镇，是 5633/5634次
列车的常客。她每隔两三天就要坐火车到西昌
批发蔬菜。车厢的一头，放着她刚进回的番茄、
青椒、折耳根。卖菜利润微薄，却是一家人的主
要生活来源，“小慢车”是家人的希望。
　　如今的车厢，为了方便群众专门做了改
造——— 每节车厢的两头拆除了两排座位，用于
堆放行李和货物。
　　列车上还有一节专门运牲畜和大件行李的
车厢。每逢彝族新年，这里猪、牛、羊的声音此起
彼伏，如同一个小型动物园。最稀奇的一次是在
红峰站，一位老乡竟拉上来了一匹马。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彝族老乡开始建新
房。由于部分地区还不通公路，慢火车也成了他
们运送建材的唯一途径。
　　列车到达喜德站时，两个背着书包的小女
孩上了车，她们打从记事起就坐着火车结伴出
行。15jia 岁的吉克果果说，这趟列车就是她和
伙伴的校车，风雨无阻，绝不晚点。阿呷车长则
如同一位老师，总是在路上问寒问暖。
　　“小慢车”上 23年，岁月缓缓流淌。
　　越来越多的变化降临在车里车外：女童们
背上书包，踏上火车去上学；孩子们越来越习惯
用普通话交流；年轻人走出大山，开创新的生
活；人们的衣着更加整洁，携带的干粮更加丰
富；成昆线沿途的治安好了，过去扒火车的现象
已经绝迹。
　　只有乡音依旧，重山依旧。
　　如今，阿西阿呷的班组有 30 多人，他们中
有的已和阿呷共事 20多年，也有新招聘的大学
生，其中包括 5名彝族年轻人，在阿呷的言传身
教下，他们也成了“和谐号”上的幸福使者。
　　阿呷的家在西昌市，爱人工作在会理县，而
她一直“在路上”。20 多年来，她极少能在节假
日相伴家人。“春节有春运，暑假有暑运，这就是
铁路人的职责。”
　　她说，两个儿子都是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夫
妻俩连去开家长会的时间都很少。“我这个人，
当妻子、当妈妈都不称职，亏欠父母也很多。”讲
到这里，她的声音变得低沉起来。
　　因为小而慢，坐在列车上，能清楚地看到成
昆铁路沿线的风景。
　　一路上，有许多铁道兵墓园。
　　 50 年来，他们注视着铁路和列车，阿西阿
呷也在列车上注视着他们。“我常常在想，只有
把列车值乘好，才对得起他们拼过的命。”
　　在这里，无论时代进程多快，高铁速度多
快，“小慢车”依然是彝族百姓的生命线，阿西阿
呷的生命已经与它融为一体。“‘以慢为快’‘服
务乡亲’一直是我的初心，火车只要继续开，这
颗心就不会变。”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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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慢车”上，阿西阿呷给孩子们辅导作业，鼓励他们好好学习，走出大山，
踏上成才的希望之路。  龚萱摄

本报记者吴思思

　　“这是一个任何人想象所及的，最美好最神秘
的地方。”
　　十九世纪，英国作家伯内特笔下的女孩玛丽
从印度来到英国幽静的乡野田园，找到了被隐藏
10 年之久、种满了攀援玫瑰的“秘密花园”；而在
万里之外的东方，不同时空下，南非人伊恩·汉姆
林顿在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后，终于在遇龙河畔、凤
冠山下的桂林阳朔旧县村，寻觅到被遗忘在时间
之外的百年老宅。
　　伊恩花费大量积蓄，租下 6栋老宅，一租就是
20 年，将老宅装点一新，打造自己的“秘密花园”。
尽管马头墙下的青砖白瓦掩不住老宅的破败，但
这个南非人仿佛已经看到了存在百年的东方庭院
修缮一新后的生机勃勃。
　　十年一梦，百年古宅随着传统村落的保护重
焕生机，当地人也逐渐明白了古宅修缮的背后，不
仅关乎一个外国人的老宅梦，更有着一代代人抹
不去的记忆与乡愁。

这就是我的“秘密花园”

　　骑着单车，在风景秀丽的阳朔山水间行走，伊
恩十分惬意，而他十几年前来到广西桂林做旅游
团领队时对当地的冬天却记忆犹新，湿冷的风，可
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2001 年，伊恩应聘到一家英国旅游公司，被
派驻到中国长期开展旅游业务。隔年，他来到了阳

朔。尽管语言不通，但他却热衷于骑着单车，探索
山水间的每一个角落。“记得是在冬天，我偶然来
到旧县村，看到了这些老房子。”
　　彼时的旧县村，安安静静地伫立在遇龙河西
畔，随着遇龙河的流水慢慢走着时光，只能从村内
的街道、祠堂和马头墙窥见这里曾经厚重的历史。
这个在唐代已设县的古村落，村内遗留着泥夯的
唐代城墙和不少明清时代的民居。
　　“透过花窗，我看到两座屋子中间有院落，各
种植物野蛮生长着，虽然因为很久没人居住，一切
都乱糟糟的，但我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有院子的
宅子。”学习建筑的伊恩对老宅子一见倾心，马上
找到房主，却被告知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带着遗憾，伊恩告别阳朔，到了四季如春的昆
明过冬。此后好几年，他辗转在中国多个城市，心
里想着的却还是在南方湿冷冬天里遇见的那几栋
破败老宅。
　　 2010 年春节，伊恩又回到了阳朔的旧县村，
10 年间，他的普通话越来越流利，再度回到阳朔，
在村里朋友的帮助下，经过大半年的谈判，伊恩成
功租下古民居，租赁期限是 20年。

　　在当时旧县村村民的眼里，这些古宅只是废弃
的老房子。“以前一栋房子是很多人集体住在这里，
条件也不好，有的马头墙、瓦梁都垮下来了，住在里
面的人也不想修缮，一有钱了，宁可找块地盖新
房。”旧县村党总支书记朱芳辉说。伊恩花费大量积
蓄租老屋的行径是村民无法理解的。疯狂的举动，
“伊恩”的名字谐音，“疯子鹰”的外号不胫而走。
　　“我一开始租下来是为了将这些老宅子保护
起来。旅行社的朋友建议改装成民宿，我觉得这个
主意不错。”又经过大半年，2011 年初，伊恩将第
一栋老宅子装修完毕，“秘密花园”正式开门营业。
　　就这样，“洋疯子”的老宅梦，终于还是在中国
南方的冬天启动了。

“每一个老宅都有自己的性格”

　　沿着青石板路走进旧县村，村东北的古民居
建筑群依地形而建。在一座古朴的黄泥砖瓦门楼
前，“秘密花园”的指示牌挂得并不起眼。继续往里
探寻，古民居特有的封闭式庄园格局让伊恩的民
宿有着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

　　推开门，一座依山而建、移步换景的院落展
现在眼前。如今的“秘密花园”已经扩大到 6栋，
古民居院院相通、户户相连，黄土夯墙的四合
院，门窗上的雕花，院落相连处的铁栅栏，古井
池里养着鱼，老宅的“老”元素随处可见；而抽象
的油画、旋转的钢筋楼梯，一间色彩鲜明、有着
南非风情的咖啡屋，这些现代建筑的装饰元素
也被老宅很好地融合和接纳。
　　“我很喜欢中国一些老元素，在修复的时候
我会将这些元素都保留下来。每一个房子都有
它的性格，我也想慢慢寻找这些宅子的性格。”
伊恩说。本身是一名建筑设计师的他，对老宅的
修复进度是缓慢的，“木门、门扣、木桌都是我在
二手市场淘回来的，我很喜欢去二手市场淘一
些老物件，让它们能够匹配老宅的性格。”
　　破旧瓦缸里面种上了花草，大米桶改装成
了置物箱，这些都是伊恩在修复民居保留下来
的老物件，很多别具一格的装修都得益于他的
灵光一闪。
　　现在已经能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伊恩，最
开始修复老宅时还是受到不少阻力。“有时候我
会重新安排一下房子的横梁结构，动静太大了，
旁边的邻居就会急忙跑去告诉我的房东，‘租你
房子的老外要把你的房子拆掉啦’。”这个时候，
伊恩动用他丰富的肢体语言，一再跟房东保证，
“我不是来拆房子的。”
　　实际上，尽管村民们很快接受了这个性格
开朗的外国人，但他修复古宅的举动在最初并
不为大多数人理解，村里年轻人认为这个老外
只是图一时新鲜，小打小闹一下。反而是村里的
老人们给了疯子鹰坚持下去的动力。
　　“在第一栋房子差不多装修好了的时候，几
个老人过来，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在这个房子里
出生的。”疯子鹰说，这些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
的老人近年来随着子女陆续搬到外面的新居，
看到老宅恢复新生，他们打心眼里高兴，“他们
专程来感谢我，以前他们看到房子破旧，虽然心
痛但也没办法，现在他们很高兴有人替他们保
护这些老宅子。”
　　老人的话让伊恩意识到，他的“老宅梦”有着
更多的意义。“这件事情带给我的感动延续到了现
在，我很庆幸开始做了这件事，并且不会停止。”

每个人都能参与的“老宅梦”

　　春去春归，老宅无法向别人诉说它们曾经
的辉煌，只有当风扬起尘埃时，才会有人发现它

们的破败。当马头墙再次立起，屋檐被重新装
点，人们才突然意识到，老宅承载的记忆值得被
延续和珍惜。
　　庆幸的是，保护来得并不晚。
　　 2012年，旧县村与全国其他 645个具备重
要保护价值的村落一起，被列入了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同时启动的，是对古民居的修缮和保护
工作。
　　在这样的基础上，伊恩的保护行为，早已给
了村民们真真切切的示范作用，也成了村里古
民居保护的现实标杆。
　　“古民居修复讲究‘修旧如旧’，他就是这么
做的，为了了解古民居的格局、形式，他连我们
土话都听得懂。不管是古民居的保护还是利用，
我们都从疯子鹰那学到了很多。”朱芳辉说。
　　走在如今的旧县村，村里的 40多栋古民居
也早已完成了修缮工作，依托阳朔的旅游优势，
很多年轻人回到村里，办起民宿，古村落的老味
道，成了新时髦。
　　对于伊恩来说，村子的变化是“玩的伙伴越
来越多了”。
　　“我刚刚到旧县村的时候，村子里几乎没有
年轻人，都是老人。到了 2015年前后，很多年轻
人都选择回来了。”看到这些变化的伊恩很开
心，他称村子里的朋友为“兄弟”，并且不厌其烦
地让新认识的朋友叫他“疯子”。
　　今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伊恩取
消了邀请父母来中国一起过节的计划，并积极
参与到村里的防疫工作中，每天跟着村民一起
巡逻，10年的生活已经让他真正融入村子里。
　　“ 10 年前，决定留下来的时候，我告诉自
己，如果在这里有一天觉得不开心，我就马上离
开。10 年了，我还是每天都非常开心。”伊恩说。
前几年，在“秘密花园”的修缮告一段落后，他搬
到了离旧县村两公里外的黄土村，在那里又租
下了一间小土房，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装修着。
　　“很多人找到我，说自己家也有老房子，但
是已经没有人愿意住，重新装修又太贵了，感到
很可惜。其实要装好一个老房子，不贵，很值得，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伊恩现在租下这个小房
子，全部靠自己装修，只花四五万元的材料费。
　　现在的他，又开始天马行空地想着各种装修
创意，逛着最喜欢的二手市场。黄土村的小土房
依山而建，屋后是大片竹林，门前已经种满鲜花，
推开门，里面又是属于他一个人的“秘密花园”。
　　 20年过半，“洋疯子”的老宅梦，已经开始下
半场。

二十年六栋房，阳朔“洋疯子”的中式“老宅梦”

  一个南非人花费大半积蓄，

租下 6 栋老宅，一租就是 20 年，

将老宅装点一新，打造自己的
“秘密花园”……

  “很多人找到我，说自己家

也有老房子，但是已经没有人愿

意住，重新装修又太贵了，感到

很可惜。其实要装好一个老房

子，不贵，很值得，每个人都可以

参与”

▲ 4 月底，在广西阳朔县，伊恩·汉姆林顿向记者介绍他的“秘密花园”。 本报记者吴思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