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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程

我喜欢的陕北民歌中，有一首是这样唱的：
“对面面的那个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
那就是你那要命的二妹妹。
二妹妹你在圪梁梁上，哥哥我在那个沟，
看见了那个哥哥，妹子你就摆一摆手。
东山上那个点灯呦，西山上的那个明，
一马马那个平川呀，瞭不见个人……”

这是《圪梁梁》，广泛流传在陕晋两省北部的
黄河两岸。质朴真挚的歌词，高亢悠长的旋律，诉
说着一对恋人炽热而忧伤的爱情。

听到这首歌时，眼前浮现出的，总是一些相关
的影视画面以及摄影图片，或者是它们的拼接和
重叠。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由陈凯歌导演、张艺谋
摄影的《黄土地》，强烈的画面感令人震撼。辽阔的
视野中，是风沙侵蚀而形成的千沟万壑，空旷荒
凉，光秃秃的山梁上，漫天飞扬的黄土中，兀立着
一棵树，孤独而凄凉。那些镜头深深镌刻在记忆深
处，凝固成为我对于陕北高原的想象。更晚一些时
候，那首风靡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黄土高坡》，又
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大风从坡上刮过。”大风裹挟着黄土，日复一日地
肆虐，天地间一片浑黄。

然而不久前的一次陕北之行，却彻底颠覆了
我的这种印象。
几天中，我们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乘

坐一辆面包车，走进了延安市的宝塔区、延川县、
延长县等地的一些村庄和田间。车有时行驶在平
川上，两侧是重叠厚重的山梁，时常会有河流与道
路平行，水面不宽，水流舒缓；更多的时候，是在山
路上盘旋环绕，忽上忽下。朝车窗外望去，不论是
仰视、平视还是俯瞰，千峰万壑，塬上塬下，到处都
是层层叠叠的树木、灌木和草地，蓊郁连绵。浓淡
各异、深浅不一的绿色，把地面遮蔽得严严实实，
几乎看不到裸露的黄土。虽然不断听说近年来陕
北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变化，心中已经做了一些
铺垫，但身临其境，仍然感到出乎意料。眼前所见

的一切，与脑海中已经固化了的想象实在是反差
巨大，让人不由得感叹不已。

同车的一位南方作家，比我更有理由感叹，因
为他有对比。他谈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曾经来
过陕北，那时整整一面山坡上都看不到几棵树，炽
烈的阳光下，一望无际的黄土将眼睛炙烤得难受。
脚踩下去，经常会扬起一片浮土，迷了眼睛，鼻孔
里也是一股土腥气。现在，隔了将近三十年故地重
游，他说自己不禁有些恍惚了：这真的是自己曾经
到过的地方吗？

当然不会错。起伏错落的梁峁沟塬，高低纵横
的复杂地貌，都是陕北高原特有的景观。一路上，
一位兼任陪同和向导的延安本地作家，多次唱起
地道的陕北民歌，包括我喜欢的那首《圪梁梁》。听
到熟悉的旋律，我自然备感亲切，忽然产生了一个
新想法：这样的情歌，显然与当年的荒凉贫瘠的自
然生态有关。那时植被稀疏，远近尽收眼底，毫无
遮拦，才能让站在山梁上的妹妹，能够一眼望见山
沟里的哥哥，才能让歌声没有遮挡地传递到对方
的耳朵里。倘若是在今天这样的环境，到处草木茂
密，蒙络披拂，目光投出去不远即被阻隔，哥哥和
妹妹，恐怕要用别的方式和词汇来表达感情了。

从当年的黄土漫天到此刻的青翠盈目，这中
间有着怎样的故事？

我的思绪也像民歌摇曳的腔调一样，被拉向
遥远。包括延安地区在内的陕北高原，历史上也曾
森林密布，水草丰美，气候温暖湿润。但早自秦汉
时期就开始大规模地砍伐森林，此后又经过多个
朝代的无节制的屯田垦荒，加上战乱频仍，过度放
牧，导致生态平衡遭到极大破坏，水土流失严重。

这样的民谣便是生动的写照：“春种一面坡，秋收
一袋粮。”“山是和尚头，沟是干丘丘，三年两头旱，
十种九难收。”好不容易盼来了一场雨，但因为山
上植被稀疏，难以涵养水分，很容易引发山洪，挟
裹着大量沙石的洪水骤然而至，瞬间就吞噬了人
们的家园、财产甚至生命。到了上世纪末，生态已
经恶化到难以负载人们的日常生活。联合国粮农
组织专家考察延安后曾经断言：“这里不具备人类
生存的基本条件。”

是生存还是死亡？这个尖锐的问题，真切地摆
在陕北人民面前。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从吴起县
开始，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一场保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的战役在延安全境内大规模地展开。封山禁
牧、植树种草、林木主导等发展战略的有力贯彻实
施，彻底改变了已经沿袭千年的生产方式，挽救了
濒于崩溃的生态环境。

日积月累，久久为功，便有了这些让我们惊叹
不已的巨大变化。

变化体现在每一道塬上，每一座崖畔，每一列
山梁的脊背上，每一条溪流的转弯处。听当地人
讲，因为植被茂密，空气中水分明显增多，有雾的
天气也越来越常见了，这可是祖祖辈辈的先人们
没有说起过的现象。的确，几天中我们呼吸到的都
是清新润泽的空气，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有一点儿
失望，本来想体验一下黄土呛鼻子的味道，看来难
以实现了。树木多了，各种禽鸟和动物迅速增多，
一些绝迹多年的珍稀动物如野生金钱豹，也重新
出现。

延安今天的生态环境，正是对于人和自然关
系的最生动的阐释：尊重和呵护大自然，就会得到

大自然的回馈。
相对于几千年有记载的历史，几十年只是

一瞬。但就是在这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却实实在
在地发生了堪称是奇迹的巨变。

也是在这里，我了解到，今年是国家退耕还
林战略实施二十周年。二十年前，正是在深入考
察并充分肯定了吴起县等地退耕还林的做法
后，在延安市宝塔区燕沟流域的一座山坡上，国
务院领导人提出了“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
代赈、个体承包”的十六字方针。于是，一次必将
镌刻于史册中的绿色生态建设运动，从曾经的
红色革命圣地开始，向全国各地推广。追溯起
来，今天神州大地连天蔽日的苍翠中，有一抹色
彩，是来自当初黄土地上那一缕缕绿色火苗的
映照。

电影《黄土地》中，光秃秃的山峁上那一棵
孤零零的杜梨树，成为当年陕北生态的象征。那
么，如果也用一幅画面来表达今天的延安，应该
选取什么内容呢？

对于我来说，最有表现力的画面，应该是塬
地上的一大片苹果树，映衬着周遭的高峰深壑，
云起云落。

在北京时，最喜欢吃的就是洛川苹果。虽然
价格要略高于别的品种，但个头均匀，口感脆
甜，水分丰沛，多花几个钱值当。当时以为只是
产于洛川县，来到后才发现，其实延安地区的多
个县都有种植。这里的黄土土质疏松深厚，光照
充足，昼夜温差大，无霜期、年均降雨量、年均温
度等各项指标，都适合种植苹果。因此苹果种植
成为延安的第一大主导性农业产业，形成了“苹

果大产业，农民大脱贫”的产业扶贫模式，种植
面积将近四百万亩。几天的行程中，时常可以望
见一片片的苹果园。

在延长县一个叫作阿青村的地方，我们下
了车，走进路边的一处苹果园，在果树夹出的小
道间穿行。树干不算很高，但树冠四处伸展，繁
茂的枝叶间缀满了苹果，有一些青色的果子上
套着一个个牛皮纸袋，但大多数都已经红了，累
累垂垂，将树枝压得下坠。刚刚落过一阵小雨，
苹果上挂满了晶莹露珠。我留意到，好几株果树
下铺了一长条银色的薄膜，向果园的主人打听，
得知是为了折射日光，给果实背光的一面增色。
我想到了头一天晚餐时，一边吃着脆甜的苹

果，一边听延安市委主要领导介绍苹果种植的过
程。没有想到一个苹果的成熟要经过那么多道工
序：刻芽、疏花、疏果、套装、拉枝、环割、除袋、转
果、增色……要跨越好几个季节。他说起这些时
如数家珍，神情中闪现着一种投入和陶醉。

而上述这些工作，还只是收获前的环节。苹
果摘下之后，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分级分选，冷
藏冷链，品牌包装，精深加工，市场营销……等
等，这些更多靠的是政府的引导和支持。

由这里的苹果产业，我想到了一个更大的
问题。这样广阔的一片土地，要彻底改换贫穷落
后的面貌，重建林密草茂山川秀美，要做的工作
涉及到众多方面。封山禁牧，产业规划，移民搬
迁，治沟造地，引进良种，技术培训……这其中
每一项工作，都包括多少个环节，多少道工序？
匆匆数日之间，我们只能是走马观花，难以做更
为深入细致的了解，但呈现在我们视野中的种
种景象却无疑说明，一切都在扎实笃定的进行
中，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

还是回到眼前吧。摘苹果的时候到了，果农
憨厚质朴的脸上挂着笑容。他说到，这片果园每
年都能够收入２０多万元，今年又是一个丰收
年。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也感染了我们。

黄土地上生长的苹果，硕大红艳，香甜可
口。它分明正在成为现实生活的一个隐喻。

再拍《黄土地》，该以何画“画”延安

岷江峡谷寻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密码
本报记者惠小勇、黄卧云、黄毅

从成都沿岷江河谷北上 180公里，在四川茂
县城南约 2 . 5 公里处，一个背山面水、被岷江三
面环抱的梯形台地呈现眼前。

登上台地，足以感受到崇山峻岭间少有的开
阔，东西宽一二百米、南北长近千米，且起伏平缓、
土质肥沃、草木葱茏，堪称宜业宜居，令人不由感
叹古代先民选址的独特眼光。这就是面积约 15万
平方米、距今 5000 年左右的营盘山遗址。

近日，文史专家聚会三星堆博物馆举行“茂县
营盘山遗址与古蜀之源”学术研讨会，一方面是因
为强降雨引发泥石流致茂汶公路短暂中断，另一
方面也暗合了三星堆与营盘山的密切渊源。

随着茂县营盘山遗址等众多分布在这一区域
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陆续被发现，四川省大力实施的
古蜀探源工程正在一步步还原历史的真实：早在距
今 6000年左右，黄河上游甘青一带的先民就因气候
变化等原因，开始向南迁入长江上游的岷江河谷台
地；随着治水能力的提升，古蜀先民逐步向低海拔
台地、平原聚集，在 4000 多年前形成著名的宝墩文
化和三星堆文化，开启了灿烂的古蜀文明。

寻访这些遗址和非遗传承，我们似乎能够感
受到先民们一路披荆斩棘的开拓进取，更能感受
到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脉相连，那些高
山峡谷里依然流传着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勤劳友
爱的民族密码。

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交汇的古

蜀源流

2000年始，营盘山遗址历经10余年6次勘探发
掘，尽管发掘面积只有2000余平方米，就已经在遗
址中部地带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各型房屋基址20
座、灰坑120余个，应为居住区；在遗址中西部发现
一处类似于广场的遗迹，其下清理出人祭坑9座，
应是举行包括宗教祭祀在内的集中活动场所；广
场区以北地带发现窑址3座及灶坑12座，应是集中
烧制陶器的手工业作坊区。

遗址已出土陶器、玉器、石器、细石器、骨器、
蚌器等类遗物总数近万件，其代表性的文物和局
部复原场景已经展呈在茂县羌族博物馆里。其中
最为精美的当属彩陶器，均为黑彩绘制，黑红相
间、纹饰古朴。纹饰主要位于器物的口沿、颈部、腹
部等部位，盆、钵类器物内壁也绘制有彩陶图案。
图案题材有草卉纹、粗细线条纹、水波纹、变体鸟
纹、弧边三角纹、圆点纹、草叶纹、网格纹、弧线圆
圈纹、卷叶纹、涡形纹、杏圆纹、蛙纹等。

考古报告称，出土彩陶器绝大多数采用精心
挑选的泥土手工制作而成，烧制火候均较高，“叩
之有清脆的响声”，器形主要有瓶、罐、盆、钵等类，
选出复原及可辨器形者作标本近百件。

专家考证，这些彩陶有明显的仰韶晚期文化
和马家窑文化特征。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测试分析，发现彩陶的
化学成分更接近黄土高原仰韶文化及马家窑文化
腹地出土彩陶器物的化学成分，而素面陶的化学
特征则显示出本地黏土的特征，说明素面陶为本
地自产而彩陶可能非本地烧制。

这一分析结果印证了专家的推测：新石器时
代晚期的一部分先民，为了寻找更加温润宜居的
环境，带上自己必需的生活用具，特别是有高度文
化认同的彩陶成品及其原料、技术，从黄河上游的
甘青地区一路南下，顺着岷江河谷向西南迁徙，直
到把营盘山变成了岷江流域文化走廊的中转站。

堪为佐证的是，经过对人祭坑中部分人骨进
行体质人类学分析鉴定，发现营盘山人群来源并
不单一，其中的一些人类头颅，具有典型的中国古
代西北人群特征，与四川本土先民有着明显的区

别，还有两个成年牙齿标本检测结果表明，其食谱
分别以幼时吃鱼、吃粟为主；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
有粟、黍等，以粟、黍为主要作物应属于北方旱作
农业形态。

近年来，在营盘山遗址周围，还陆续发现了波
西、沙乌都等数十处时代相近或略有差异的中小
型聚落遗址，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处总面积近百万
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群。其
中，营盘山遗址的主体年代为距今5000年，波西遗
址年代上限为距今6000年，年代最晚的沙乌都遗
址年代下限为距今4500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剑介绍说，这
一较为完备的聚落体系，是长江上游地区目前发
现的面积最大、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新
石器时代大型中心聚落，营盘山遗址代表了 5000
年前长江上游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已被考
古界命名为“营盘山文化”。其中最有意思的发现
是，从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到四川省茂县，从远古
就存在一条堪称“彩陶之路”的人口迁徙通道。

“彩陶之路”意义非凡。随着彩陶中同一或相
似题材的纹饰传播，包含在其中的文化认同、精神
信仰也在生成集聚。学术界已有的共识是，距今五
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彩陶在黄河流域、长
江流域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传播，成为中华文化统
一的源头。

综合近年内有关营盘山周边及成都平原史前
考古的成果，陈剑认为，营盘山是上古西北、西南
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也是黄河文明
与长江文明交汇的源头之一。“从彩陶的器形变化
来看，营盘山文化与其后期的成都平原桂圆桥遗
存、宝墩文化均有历史的衔接。而宝墩文化又和三
星堆一期文化基本相同，印证了以营盘山为代表
的川西高原新石器文化是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的
重要来源。”

有趣的是，从营盘山到三星堆的文化迁移，除
了沿岷江上游河谷这条水路外，还很可能另有一
条山路。

营盘山背靠九顶山。翻越九顶山，就是成都平
原西缘桂圆桥遗址所在的什邡市。营盘山到什邡
红白镇的直线距离约 36公里，再往东 50余公里
就是三星堆。

此次研讨会上，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刘章泽公布了该所近年来对什邡箭台村遗址的发
掘、桂圆桥遗址的研究及石亭江上游区域的考古
调查情况，初步的结论是，桂圆桥、箭台村等遗址
是蜀人从山区走向平原到三星堆立国的前进地，
而桂圆桥一期先民进入平原的路线，应该是翻越
九顶山后沿着石亭江上游峡谷前行的。

此次与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朱
乃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等专家均

表示，随着对川西北、陇西南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
的考古发掘和深入研究，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更
加清晰，各序列节点更加环环相扣，印证了黄河文
明与长江文明交汇、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史实。

一个古老的民族连着你我他

作为川西北高原古蜀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心，
茂县、汶川一线的岷江上游流域是我国上古时期
使用最为频繁的一条民族迁徙、文化交流走廊，民
族学上称其为藏羌彝走廊。至今，这一区域所在的
龙门山断裂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个民族——羌族
最集中的聚居区。

羌族总人口约为 30万，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松潘、黑水
等县以及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大多数羌族
聚居于高山或半山地带，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
其中茂县就占 1/3。

每天上午 9点，无论游客多少，茂县县城边上
的中国古羌城开城仪式均如期举行，这样的仪式
已经连续举行 6 年了。这是由山西省援建的一座
占地 3000余亩、建筑面积 25万平方米的古羌文
化展示区。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聆听千年羌笛的
悠扬，目睹羌族绣娘现场刺绣，还可以观赏体验羌
族建筑风貌、民风民俗、祭祀礼、议事会，以及古老
的打铁文化等各类非遗项目展示。

羌族，一个与你我他血脉相连的民族，堪称中
华民族的母族，走近她，我们就能感受到中华民族
的基因密码。

走进古羌城旁边的中国羌族博物馆，迎面墙
上就是一个大大的“羌”字甲骨文。甲骨文中唯一
留下记载的族姓即为羌。中华文明兴于华夏，华夏
始于炎黄，史传羌系炎帝之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
发展，与羌的融合密不可分。甲骨文中有关羌的记
载多达 930余条。

“羌族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许多民族都流
着羌族的血液。”博物馆陈列室的第一个展板上，
就写着费孝通先生的这句学术名言。

根据四川大学教授潘显一、西南民族大学教
授徐希平等研究羌文化专家的著述和介绍，羌族
源于古羌，古羌是上古时期对西北放羊部落的统
称。他们以游牧为业，最早将野羊、野牛驯化为家
畜，因而一般认为羌人是以羊为图腾的。羌姜二字
本为同字，一从人，一从女，在甲骨文中二者是通
用的。就其渊源而言，从女可能更早一些，是远古
时期母系文化的遗留。

古羌人受气候变化和人口增加等因素的影
响，从甘青发源，逐步向东、向南迁徙扩展。向东的
羌人进入中原地区转向定居农业，形成上古传说
中的炎帝部落，并与传说中的黄帝部落、姬姓轩辕

氏长期通婚，最后与其他部落一道，融合成华夏
族。向南的羌人中的一部分，大约在那时就开始
进入岷江河谷。

这一支羌人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分布在
茂县、汶川、理县和北川、黑水、松潘等地的羌
族。古羌人的其他支系在甘、青、川、陕、滇、黔等
区域很活跃，并在历史上先后建立和参与建立
了白狼、牦牛、筰、东女、苏毗、吐蕃、西夏、南诏、
罗鬼、自杞、宕昌、后秦、唃斯罗、不丹、尼婆罗、
古格等政权。这些支系大部分融入华夏成为汉
民族成员，一部分则向西南迁徙，与当地土著融
合形成彝、藏、纳西、哈尼、普米、傈僳、怒、阿昌、
拉祜、基诺、缅、景颇、独龙、僜、门巴等民族或这
些民族中的某些支系。
因此，古代羌人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族源

之一，而羌族是古羌的直系遗存。羌族先民由逐
水草而居的大西北迁徙并定居在岷江上游河谷
地带，依山而居，垒石为屋，生存繁衍的时间至少
在三四千年以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信奉万物有灵，有着浓厚的祖先崇拜传统。

在茂县羌族歌舞团，记者看到一幅台湾“桃
园民众”“花莲原住民”赠送的锦旗，上书“邦家
之光，中华五十六民族欢聚在台湾”，其中把羌
族称为“融族”，应是很有深意。

古羌文化在龙门山断裂带上

获得新生

在今天的岷江上游羌族聚居区，还保存着
苍凉的羌笛、激越的莎朗、婆娑的羌红、精美的
羌绣、神秘的祭祀、神奇的羌碉……在 5·12 汶
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中，古老的羌文化得到大力
保护和传承，被誉为中华民族演化史上的“活化
石”。

站在中国古羌城的广场上，高大魁梧的何
王金双手缓缓竖捏起像两根筷子一样的竹制双
管六孔羌笛，鼓起腮帮用力一吹，一曲跌宕起伏
的《迁徙曲》飘然而出，这清澈而略带沙哑的笛
音，让人仿佛感受到了古羌人顺江越岭一路迁
徙的曲折艰辛和坚毅顽强。

从“羌笛何须怨杨柳”到“羌管悠悠霜满地”，
古代边塞诗词里吟咏不断的羌笛，也是民族迁徙
融合的一个实物见证。据说最早的羌笛由先秦时
期在西北牧羊的羌人，用羊腿骨或鹰翅骨制成，
既是乐器，又是放牧的鞭子，后来随着民族融合、
政权更迭，成为征人思乡的寄托。

人们一度以为羌笛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云
里，只能在诗歌里寻觅它曾经活跃的踪影。而进
入岷江上游的羌人，不仅将羌笛保留传承下来，
还就地取材，改用高山箭竹精制成双管六孔羌

笛。东汉马融《长笛赋》道：“近世双笛从羌起，羌
人伐竹未及已。龙吟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
似。”羌笛材质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印证羌人由
草原到高山、由游牧到农耕的变迁。

54岁的何王金是国家级非遗“羌笛演奏与制
作”的省级传承人，其吹奏方法叫鼓腮换气法，即
吹奏中不停下来换气，而是循环换气。这样高难度
的吹奏，在数十位羌笛传人的努力下，已有一批又
一批中小学兴趣班的孩子学会了基本技法，能够
吹出或婉转忧伤、或高亢激昂的古老曲子。

在羌乡，随处可见穿着民族服装的羌族人，
衣服上漂亮的图案大多为手工刺绣，这是又一
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绣。

羌绣的制作充分体现了羌族妇女的勤劳坚
韧。杨甫英是工作在中国古羌城里的一位羌绣
绣娘，虽然她绣得要比别人慢一些，但游客们驻
足凝视的最多，因为她是一位独臂羌绣绣娘。其
他的绣娘绣得也远称不上快，绣一朵花要整整
一天时间，一针一线里让人感悟什么是真正的
“绣花功夫”。

喜欢绣花的羌寨保持着纯朴友善的民风。
在远离县城、海拔 2400 多米的茂县雅都镇前
村、后村，村民们告诉记者，大家对祖辈最深刻
的印象就是勤劳。现在的村子里也没有懒汉，各
家有事都互相帮助，谁不帮就受笑话，几乎没有
吵架闹矛盾的。同时特别重视教育，再困难也要
送孩子上学。更是特别尊重妇女，每年五月初五
都过瓦尔俄足节，即羌族妇女节。

羌族男子的坚韧不拔则尽显在那些巍然屹
立的羌碉、羌寨里。《后汉书·西南夷传》描述冉
駹人“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十余丈”的“邛
笼”就是羌碉。羌人自古善搞建筑，都江堰水利
工程的建设中就有不少羌族工匠，在汉唐时代，
每到农闲时节，就有羌人进入汉族地区修房子。

目前在茂县、汶川、理县等地的高半山上，
还保留有大量的原生态羌寨。民居以石木结构
为主，顺山排列，或高或低，错落有致。

最著名的莫过于理县桃坪羌寨。这个距今
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寨子，仿佛是一个石头建
筑王国。寨子引高山泉水形成四通八达的地下
水网通道，既供自来水，也可供人通行；寨内巷
道或明或暗，或宽或窄，宛若迷宫；而空中通道
更令人叫绝，爬上任何一户人家的房顶，都可以
走遍寨子。寨子里的高楼屹立千年、历经数次大
地震而不倒的“奥秘”，源于房屋背后插缝多砌
了一道长长的“脊梁”，起到稳基防震的作用。

记者走访了茂县、汶川和理县的多个羌寨，
惊讶地发现这些就地取材而建的房屋、碉楼，是
羌族工匠凭着直观视线信手砌成的，他们不绘
图、不吊线，就地取材，用毛石、片石相互搭接，
却做到了横平竖直、结构稳固。

原汶川县文化馆馆长汪友伦老先生给记者
提供的一首“羌寨砌墙歌”，道出了其中的原理。
“认石认八方，面子放外边，方方长长墙角呆，大
石头离不开小石头塞；长三镶，端五限，内八层，
外七转；中立石，垫口皮，横压筋，顺压脉；近看
梁，远看墙，离得远，看得端，老婆要看 18 年；石
石错缝，角翘三分，见尺收分。”这首民谣提到的
“四角墙体高出中间墙体三分”，诠释了建筑力
学中，建筑应力向内聚集形成整体稳定性的科
学道理。还提出所砌墙体至少要保证 18 年内不
能倒塌，才算度过了建筑稳定期。

羌笛、羌绣，羌寨、羌碉，这些具有浓郁民族
特色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历经风雨沧桑、
灾难变迁，依然完好地保存在岷江上游，其中蕴
含的乐观和合、坚韧勤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
神，随着“许多民族都流着羌族的血液”，始终激
荡回响在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成为
连接你我他的民族密码。

▲岷江东南岸三级阶地上的营盘山遗址。茂县羌族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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