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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道光三年石碑，位于化林
坪东北侧公路边，《果亲王诗碑》的
东面，坐北面南。碑的顶部为半圆弧
形，碑高158厘米，宽80厘米，厚18
厘米。碑底座高12厘米，长98厘米，
宽72厘米。碑文从左到右，竖排为楷
书汉字。

碑文曰：“窃我化林营，设处偏壤，
地脊山城。凡入伍年久者，虽差操无
误，而一旦精力尪羸，势必辞退出伍，
未免晚景凄凉，处无生活，艰窘情形，
深堪恻悯。是以昔蒙

前任宪主罗公印伏远，准其公
议：如遇辞故陞迁者，阖营分等捐
帮，以期资助。查碑载:入伍以（应
为“已”）满十年者，公捐三等；二十
年，捐二等；三十年，捐一等。如年
限稍有不足及复充者，均不准帮助
等。因虽稍称公善，惟查历年事故
出伍者，其中稍有不及数月日之限
期，而眼盼竟无分厘之捐助，甚至
复行投充之丁，只有帮出而无帮
入，殊亦诸多苦况，未免恻然。今予
等閤营公议，除以往辞故者不计
外，如嗣后遇有陞迁、残废、病故及
阵伤、亡故、辞退者，俱公议入营扣
满五年，在六年以上不及十年者，
每丁捐帮四等银二分；又自十年以
外至十五年者，仍帮三等银三分；
如十六年以上，不及二十年者，帮
二等银四分；二十年至二十五年
者，仍帮一等银五分；如二十六年
不及三十年者，帮特等银六分；如
满三十年以外，概帮超等公捐银七
分以上。无论复伍更名，均计算年
月，一律捐帮，方昭利济，俾期平
允。但此外，恐有年力精壮，甫经限
满，冀图捐助者，未免纷纷言辞，殊
非体制，亦不可不明定章程。

今议以兵丁内，如有实在残躯、
事故及因公挂误并勒令辞伍等情，仍
按年捐帮外，倘遇有滋事开革以及年
岁二十以外至五十岁者，精力正壮，
概不准其贪捐辞退，以杜其觊觎之
念，以利其向上之心。如是等公议条
程，合词具禀

恩宪何公印胜先俯察，鸿夺批准
外，合再勒石刊载，以期易贵中庸，则
沾泽无暨矣。是为序。

大清道光三年（1823年）岁在癸
未夷则上浣合营公立”

碑文语言精练，表达准确，文句
通顺，叙事清楚，考虑周详。在今天
看来，是最早的自筹资金，互帮互助
的一种“养老保险”。据《雅州府志》
载：“雍正13年，达赖喇嘛回西藏，改
设泰宁、宁安、德靖三营，兵 1300
名，统令泰宁。副将军率领减撤兵丁
700 名，合之化林兵 300 名，共兵
1000名，驻扎化林，分左右二营，设
都司二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以
昭体制。……”据当地老年人讲：“化
林坪平时常驻营兵不少于 500 人，
每月按时发给饷银，足以养家。”所
以街道齐整，商贾云集，市场繁荣，
非常热闹。

人总是要老的，这些营兵“虽
差操无误，而一旦精力尪羸，势必
辞退出伍，未免晚景凄凉，处无生
活，艰窘情形，深堪恻悯（道光三年
《碑记》）。”于是营兵中的智者想到
了集体“捐帮助困”，相当于私人自
筹资金、互帮互助、人人共享的“养
老保险”，解决了营兵老病力衰被
辞退后，饷银断绝，晚景凄凉的处
境。这一公议条文经前任长官罗伏
远同意，后任长官何胜先批准后，
于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勒石刊
载，并予实行。当年化林营的营兵，
每人按“辞退出伍者”的年限拿出
2-7分不等的饷银进行捐帮，人人
如此，大家马儿大家骑。对在职人
员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公平合理、
行之有效的；对辞退出伍者，也是
一笔不小的可观数字，安排计划得
当，应该也能养老送终。宣统三年，
辛亥革命爆发前，辞退出伍的人
员，既有帮出，也有帮入，一点都不
亏；同样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
后，清帝逊位，树倒猢狲散，散伙的
营兵就亏大了，他们入伍以来，只
有帮出没有帮入，饷银停发，生活
来源断绝，只好各自谋生，四散江
湖，真是冤哉枉矣！

当年的营兵，早已作古，留下的石
碑，至今还矗立在化林坪东北面的大
路边，向我们诉说着那些如烟的往事
和远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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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 琶
满面风尘，琵琶沦落市井，纤细的腰肢颤

颤，弦音成千丝万缕，在喧嚣的人群中奔走。
谁的生命都有一种歌声，那是无尽的

岁月在人们头顶飞翔。命薄如纸的女子，命
苦如弦的女子，怀抱琵琶，斜对天籁，幽咽
的梦被串成泪珠，被弦丝弹落、被弦音淹
没，行走江湖，沿一缕放园的阳光，散漫地

弹拨着难以料理的心情。
无风无月或有风有月，水天汇聚弦上，

音色满带尘丝，任秋风自弦中瑟瑟而过，任
冷月于弦上孓然飘泊。雁声时断时续。

怀抱琵琶的女子，浪迹天涯的女子，寻
找驿站。月色波光灌满琵琶，乡音退却，唱
词味极浓的歌声刺痛了宁静的黑夜。走啊

走，走啊走，走不出茕茕雪野。日子依旧，情
萦悠悠，盼望着。春天隔河渡水。

一根弦连在自己与家园之间，震颤是
心的音乐在弦上共鸣。怀抱琵琶的女子，你
抱琵琶，琵琶抱你，相依为命。世事把你折
磨成一个共鸣箱，你弹碎了那么多岁月，怎
样才能把人生的苦痛和忧伤弹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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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石块，是有着生命的。
几千万年前的世界，对于我们而言是完

全陌生的。恐龙绝迹，古树作古，许多物事早
已灰飞烟灭。在蒙学读本《幼学琼林》一开始
就说:“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升者
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虽然是传说，不
过地球从一开始的时候，也许就像是传说而
言，由许多气体构建而成，也因此才组成了眼
前这片广袤的世界。于是，坚硬冰冷的石头也
逐渐成型，它们默默的看着周遭的一切变化，
带着几千万年的历史走过风风雨雨，无需言
说，然而却将一切都拢在了怀抱里。在几千万
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将那些消亡和没有消亡
的物事也囊括其中，为后世对未知世界的研
究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石头的硬度是无可厚非的，对于有“垒石
为巢”的故乡人而言，房屋的坚固耐用完全取
决于石头。在沟壑之间，一座座石磨坊以水而
建，两扇硕大的石头互相咬合着，玉米等坚硬
的粮食落进两扇石磨中间的孔洞中，随着石
磨的旋转，那些粮食已粉身碎骨。于是，细小
的粉末纷纷扬扬的掉落下来。小时候，看着吱
吱嘎嘎作响的石磨，不禁想，世间所有的一切
一定能被它碾碎，也包括无情的岁月。

石头是冰冷的，因此才有了铁石心肠之
说。冬日里，谁也不愿提及石头，就像冬日里
人们不愿提及冰水似的。在生活之中，人们常
用捂不热的石头来形容某人的冷酷，或者用
铁石心肠来形容某人的不近人情。冬日里，摸
一下石头，触手间仿佛是一块寒冰，那种冷早
已浸入骨髓之间。在高原地带，人们席地而坐
时，宁愿坐在冰雪之中，也不愿意坐在石头之
上。因为人们的内心世界里，早已得出石头的
冷不仅仅在于它表面的冷，而更多的是其冷
漠的外表以及与其冷的传闻有关，就像是每
一个人对于那些冷酷的人无法从心底去接受
似的。

其实，地球表面的每一块石头在原来的
时候是有着温度的。这些石头原先潜藏在地
核内，由于受到地球的重压，形成了灼热的岩
浆，在地球深处涌动着。某一日，突破了几千
米的地壳阻挡，喷溅而出。在遇到地表的低温
之后，一下子凝固起来，慢慢的变冷变硬，形
成了地表上的石头。不过，在地表上，它的温
度也是随处可见的。石块与石块在猛烈撞击
之后，火星四溅，如果身旁刚好有附着的可燃
物，那一定会有星星之火，最终成为燎原之
势。因此，那些看上去毫无生气的石块，其实
都是憋着一股热气在心底，只是没有到迸裂
的时候而已。

这样的石头，在高原上，是可以遇见的。
冬季的高原，寒风四起，白茫茫的一片。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那些寒冷仿佛如影随
形，让你无处躲藏。在这样的环境里，却有着
灼热的温泉。在温泉旁，一股热气铺面而来。
温泉旁有专门用来蒸煮鸡蛋的竹编篮子，在
篮子里装上几个生鸡蛋，放入沸水之中，不一
会儿，鸡蛋就已经熟透。剥开时，一股香气忽
然间钻进鼻孔里。在这时候，几位老乡穿着皮
袍来到温泉旁，他们会告诉你，这些温泉水是
地下的石头烧热的。在这时候，你将一颗熟透
了的鸡蛋捏在手心里，一股暖流忽然间穿透
了手掌。那裸露在寒风中已接近凝固的血液
也像眼前翻滚的沸水似的，有了热力的作用，
在肌肤底下的血管里涌动起来。

我运足了目力，向着远处的山峰望去，山
顶上云蒸雾集，我的目光在这一瞬间被阻挡，
竟然无法穿透那看上去如薄纱似的雾气，因
此，我无法看到其背后隐藏的深远。如果我的
目力能穿透这雾霭，穿透几千万年前的沧桑
岁月，直达地球的起源，我一定能看到另一番
景象。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存在，也许，你才会
恍然间感觉到，那些石块不再是一块块冰冷
的永恒，也不再仅仅是石碑、石墙、石阶了。

在这时候，我忽然间想起了那些藏在石头
之中的化石，那些在亿万年间忽然消失的生物，
在自己的生命即将失去的时候，忽然间依附在
了岩石上。经过亿万年的变化，那些生命以一种
特有的形态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虽然它停止
了生命，却被那些石块所拥抱，将自己变成了一
个个永恒，唤起了人们对远古的记忆。

也许，世间的事物谁都无法说清楚，不过
我坚信，亿万年之后，这些石头之中包含的更
多物事，会一一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因为它是
有心的。

嘉 绒 山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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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五版）
很多人问郭茜，作为一个汉族同

志，为什么会到巴塘？后不后悔？他一
向不多言语，只是浅浅地笑着，简短地
回应几句。

为什么来支边，原因其实很简单，
也就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当
年，电视上播放涉藏地区风光习俗的
纪录片，他既好奇又向往，真心觉得风
景在远方。作为川北营山人，柑子林、
柏树坡、红土地，从小看到大，实在有
点审美疲劳。走远一点，或许会有不一
样的收获。在学校里入了党，临毕业
时，他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毅然交了
支边申请，两周后回家才说了这个决
定。先斩后奏让父亲十分愠怒，母亲则
在一旁默默垂泪。“皇帝爱长子，百姓
爱幺儿”，父母怎能让最小的儿子走那
么远，到人生地不熟的民族地区教书？
但他们最终还是没能拗过这个一旦做
出决定就死不反悔的幺儿子。

1994年8月18日，十八岁的他怀揣
南充市教委“赴边支教，献身四化”的赠言
来到巴塘，从此扎根巴塘，再也没有离开。

几天后，他被分配到百年老校人
民小学。学校就在县城中心的老街上，
学生多数是半藏半汉的双职工子女，
没有多少语言障碍。“在县城就好。”信
里，父母很放心。三尺讲台上一站十
年，期间担任过教导主任。教书生涯里
最值得欣慰的是2001年，他带的毕业
班语文班平83.8分，优生率61％，及格
率百分百；2014年全县小学毕业会考，
他的班语文班平81.24分，优生率达
46％，及格率百分百。两次全县第一，
分别获得教学成绩一等奖。这个成绩，
他来之前还没有过。他把这些教学经
验写成了论文，书架上摆放的《当代中
国教育研究》《二十一世纪中国教育改
革论坛》《中华教师教研教改论文汇
编》《中华教师论文集》都发表或收入
过这些论文。启蒙的学生，有考上人民
大学、中国警官大学的，有当公务员、
做生意的，也有回农村早早成家的。现
在学生见到他，依然会亲切地喊“郭老
师”，他挺有成就感。

结婚后，他有了一个女儿，在满心
喜悦中升级为父亲。妻子李朝霞与他
同村，郭茜对这个姑娘非常满意，他默
默地在心里总结了两句：“勤俭持家不
浪费，干净整洁不邋遢”。李朝霞家境
好，当过卫生员，父亲在乡上开药店，
为了培养她，还专门买了一台显微镜
让她学习化验，化验结果还挺准确。结
婚后，李朝霞放下一切，跟随他来到巴
塘。看到李朝霞如此为他付出，他按捺
住爆棚的虚荣心，暗地里悄悄地得意。
他们性格互补，他少言寡语，说话最多
的时候是在讲台上；她则耿直、倔强、
快人快语：“我不得吃闲饭靠你养。”当
然，每月246元的工资也养不起她。她
在学校门口开了一家小卖部，不仅够

一个人的生活，还能贴补家用。货架上
的东西总是分门别类，码得齐齐整整，
水泥地擦得亮锃锃的，顾客点头称赞：

“嗯，这个铺子像样。”
离开了讲台，他一天到晚加班，李

朝霞也有不满，她婆婆妈妈地抱怨时，
他都保持沉默，但妻子给予他的，更多
是宽容和理解。结婚二十三年，他们一
起共渡难关，经历了风风雨雨，有幸
福，也有磨难。

在有些事情上，如果没有李朝霞，
郭茜很可能没有抓拿。比如双亲过世。
2015年，他们选择在重庆养老，买了房
子。次年，房子装修好了，他们把父母接
到重庆，准备在新居过年。春节前几天，
父亲突然病倒，一查，胃癌晚期。看到

“CA”两个字，他浑身发抖，根本不敢相
信这是事实。父亲住院三天后，母亲突
发脑梗，住进了另一家医院。2016年的
春节，他们是在医院过的。彼时，山城张
灯结彩，人们沉浸在过年的欢乐中，他
和李朝霞整日在家与医院奔波。最难的
是还要保持平静，对父亲说母亲回了营
山，对母亲说父亲只是小毛病。过了十
五，他还得回来上班，只有请姐夫帮忙
照顾。三个月后，父亲去世了。一年后，
母亲第二次脑梗，不仅瘫痪，还彻底丧
失了语言功能。媳妇照顾母亲方便些，
李朝霞不得不转让了小卖部，回重庆照
料老人，每天翻身、喂饭，无比辛苦。从
此，他俩一直分居两地。两年后，母亲大
面积脑细胞死亡，不幸去世了。

这无疑是最艰难的一段时光，简
直不知道是如何咬牙挺过来的。他对

“雪上加霜”“晴天霹雳”这些字眼，有
了切肤般的理解。幸好，有李朝霞。内
心深处，他感恩。

当别人问起前面那些问题时，他
不知从何说起，干脆就不说了。不说不
代表没有思量，对于工作，没有做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事，甚至可以说背离了
支边任教的初心，毕竟离开了三尺讲
台。但是每到一个岗位，都尽了全力。

“话少，低调，工作严谨细致，让人放
心”，一直是领导和同事对他的评价。
这个评价说明没有白来支边，没有虚
度光阴，那便足够了。

康定支边生代缄默写过一首七律
《府南河畔》：

昔日轻别船城春，依依垂柳时时新。
山川海量纳远客，桃李芳华慰园丁。
良朋和风三更月，慈母望眼千里身。
踟蹰新南门外路，几树绿叶入河心。
成都新南门车站是支边的起始，

往来甘孜州，都要在这里集散。这个车
站承载了太多的忧喜、悲欣、期盼与不
舍。得到父亲病危的消息后，他交脱手
上的材料，忍着悲痛在国道318线上
劳顿一天，终于抵达新南门车站，天已
黑尽。在候车室等车时，手机响了起
来，父亲过世了。泪水像断线的珠子一
般掉下来，流进了脖子和心窝。所谓不
孝，莫过于此。在朋友圈看到这首诗，
郭茜不由得鼻子一酸，手指隐隐疼痛，
心脏紧缩，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原来

“十指连心”是真的，他又看了几遍，把
这首诗背了下来。

天气很好的时候，郭茜会不经意
地回忆起当年。抵达巴塘那天，下车时
已是黄昏，天空纯净得没有一丝杂色，
和营山完全不同，清凉的南风吹过，洗
涤了一路风尘，在老国道318线上折
腾五天的劳累，瞬间消失殆尽。前两批
支边生来接站，几个“别有用心”的战
友事先打听到这一批有个叫“郭茜”
的，以为是女生，抱着“如果是美女可
以追一下”的目的，兴冲冲奔到车站，
结果大失所望。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沉
默腼腆，中等身材，皮肤微黑，浓眉大眼
的男生。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鼻子，在脸上
占的比重比其他五官略大，鼻头微红，风
一吹更红，从侧面看，特别像某个动画片
里因为说谎长长了鼻子的人物。“原来你
是个男的啊，咋个起个女生的名字喃？”
他讪讪地，红着脸不说话。一起来的蒲显
全是个机灵鬼，左右看一下，立马会意，
嬉皮笑脸地在他耳边打趣：“失去了被五
六个男生追的机会，你现在是不是特别
遗憾自己是个男人？”他听了更是语塞，
只好白了蒲显全一眼。

要说这二十六年，最单纯的一段
时光，还是刚刚支边时。那时正当年
华，“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
个共同的目标——支教”，除了教书，
业余时间下棋、打篮球、打麻将、喝酒、
吟诗作对、高谈阔论。一锅清水煮白菜
伴几瓶38度的“翠屏春”，就可以聊到
半夜。后来，调走的，离职的，病逝的，
各奔东西，十八个人，就剩了五个在巴
塘。如今同处一城各忙各的，难得聚一
次，这便是成长给予人的负累。对于支
边，他从来没有后悔过，既然当初选择
了，就无所谓后悔。只有一个遗憾，就
是没有对父母尽到孝心，这也是所有
援藏支边的内地人共同的遗憾。

岁月是一轴经卷，时间是一条河
流。目送渐远的行年，再缓缓打开这幅
卷轴，便能清晰地看到经文已经泛黄，
纸张在流水的浸泡里有了重量。经历
过的大小事情无非笔顺笔画，人就是
其中的一个字而已。与粉笔、黑板、电
脑、A4纸、表格交织的二十六年，恍若
一次漫长而宽广的阅读，亦如深沉的
水流，在湍急处停滞，复又沉入漩涡，
从他心里慢慢地淌过。

全县脱贫后，郭茜调到拉哇乡工
作。乡村振兴开始了，列布西村的老百
姓也如愿搬到了水磨沟村，老村寨成
了他们的后花园。

人生是一条写满文字的长河，飞逝
的日子仿佛无数浪花。回头望一望，除了
结婚纪念日、自己和亲人的生日、父母的
祭日，就数支边巴塘和巴塘脱贫两个日
子最值得纪念。尽管季节不同，一夏一
冬，天空的颜色却相同，仿佛一泓清澈
湛蓝的水，几朵流云在水底不时变幻着
样子。望着天空，坐看云起云落，他觉得
自己也跟着化成了一滴水、一个字，融
入其中，祥和又温暖。悠然间，又想起了

“水磨乡愁”，还有纯朴的乡亲们。

静水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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