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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月中旬，汶川地震10周年前夕，我们一行人

前往川西北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采访。

与乍暖还寒的北方不同，初春的成都平原已是绿意

盎然，有些地方的油菜花已经渐次绽放。出成都，

一路向西北，经过都江堰、汶川、映秀、卧龙，新城新

貌，山川竞秀，草木葱茏。

车子贴着峭壁，在高山峡谷中穿云破雾，一只

苍鹰在空中盘旋、俯冲、飞升。雪线下青黄色的草

甸上有一些黑色、棕色的牦牛在悠闲地漫步。清澈

蜿蜒的大渡河支流小金川始终在峡谷地带缓缓地

流淌着，将我们带入阿坝州境内。

司机小杨热情开朗，一路上，边开车边为我们

介绍风土人情：“在阿坝生活的多数是嘉绒藏族，再

往大山里走，经过的村寨都是嘉绒藏族聚居区。”经

过达维镇时，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耸立在路边。小

杨介绍：“这里以红色文化著称，附近的乡镇也发展

了相关的旅游产业，老百姓的收入还不错。”一路

上，山高路险坡陡，道路两边的山上有的丛林密布，

有的植被稀疏，偶有灌木，多数是裸露的灰色岩体，

碎石很多，看着多少有些令人担心。小杨说：“长年

走这条路，尤其是经过靠山的路段，经常会有碎石

落下，夏季暴雨天还会有泥石流……”

路过一些乡镇，街道两边，有不少新建的藏式建

筑，民族风情浓郁，房子的外墙上画着醒目的藏八宝

图案。到沃日镇的时候，隔河望见一座高耸的土司

碉楼和雕檐翘角的藏经楼。小杨说：“这就是著名的

沃日土司官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这个村子的很多房子倒塌，这座有着260多年历史

的碉楼却安然无恙。”

群山静默，景色如新。一幢幢藏式小楼，繁星

般地点缀在路边、山坡或河谷地带，傍晚的暮霭中，

山谷间升起了袅袅的炊烟，安静而美丽的山寨，山

里人家祥和而从容，偶尔有一个主妇出来倒水，院

落里不时有一两只小狗跑来跑去……

二

位于莫尔多群山中的小金（即懋功），藏名赞

拉，被称为青藏高原“大地阶梯的第一级”，平均海

拔在3500米以上，县城呈高山峡谷地形，地势东高

西低，小金川横贯县城向西。这里汉藏杂居。近百

年以来，人们记住的是小金的红色文化，因为这里

到处都留有当年红军留下的遗迹。

2008年 5月 12日，汶川发生8级特大地震，小

金县遭受重创。随后，这里被定为重灾区，由江西

省对口援建。千里驰援，江西省委省政府全力以

赴，并提出“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的战略目标。江

西援建小金共有128个项目，涉及城乡设施建设、

教育、卫生、旅游、广播电视等11个方面，援建总额

13个亿。其中有美汗公路、城关二小、县医院、广电

中心、两河口会址、江西路、社会福利中心、防灾广

场等十大工程援建项目被称为“交钥匙工程”。这

些项目难度大、投资规模大，由江西援建指挥部组

织建设，其余项目皆由小金县建设，江西援建指挥

部指导监督完成。小金的灾后重建工作顺利完

成。在小金县政府大楼正对面的广场前有一处开

阔地，建有这十大工程的浮雕，详细记录着每一项

工程的具体内容。

震后10年，我们来到小金，当我们以探寻的目

光打量这个高原上的县城时，发现小金的城市建设

不亚于内地任何一座县城，尤其是她与众不同的民

族风格的建筑带给人强烈的地域感和新鲜感。这

里曾历经沧桑，是大地震后的涅槃重生之地。驻地

宾馆附近是美兴镇的繁华地带，银行、商场、超市、

长途车站、宾馆、饭店、学校、医院，应有尽有。由县

城西端的新街村向东，有一条贯通老城区的宽阔街

道，一直通向著名的懋功会师广场，广场后面的天

主教堂是著名的红军懋功会议遗址。整齐宽敞的

街道两旁有现代化的高层住宅建筑，路边的商业楼

多是近些年新建。与主街道相连的辅助街道岔路

口楼房的墙上，有一幅巨大的两河口会议画像，画

面人物的神态清晰而逼真，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两河

口会议的情景。正是这次会议，确立了中央红军北

上抗日的方针。

会师广场是小金汉藏居民每日跳锅庄舞的场

所。在街道上遇到一位60多岁的藏族阿妈，微笑

着主动跟我打招呼，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并热情地

邀请我跟她一起去跳锅庄舞。我问她小金这些年

有哪些变化，她说：“变化大得很喽！震后党和国家

不仅帮助我们修建了新房子，还关心我们的生活，

县城里的环境也有很大的变化，新建了医院和学

校，我们看病和孩子上学都非常方便……”

三

小金县城东边高地上的喇嘛庙，在汶川地震前

是一片沉寂多年的荒山野岭。灾后重建，现在是小

金县委县政府所在地，周边是一片新建的居民区，

高楼鳞次栉比，汉藏百姓和谐相处。

在江西路上采访，无意间走进路边一座高层楼

下的嘉绒助梦爱心超市，由残疾人杨德军、张雪英

夫妇共同经营。他们二人原是小金县八角镇大坪

村的村民，在大山里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20多年前，干农活时，一次偶然的事故，杨德军脊椎

受伤成了植物人，当时孩子还小，原本就不宽裕的

家庭，生活重担一下子落在腿有残疾的妻子张雪英

身上。雪英没有放弃对丈夫的治疗，这些年为丈夫

治病，她学会了按摩、推拿和针灸。值得庆幸的是，

沉睡了3年的杨德军又恢复了知觉，渐渐能够坐起

来，恢复了体力，后来能够做一些简单的手工活，一

家人的生活又有了希望。

“5·12”大地震，家里的房屋受损，灾后重建，在

政府的帮助下，他们家新建了房子。为了解决生活

问题，在小金县、八角镇政府和村党支部的帮助下，

他们加入了小金县嘉绒助梦编织合作社，夫妻二人

去成都双流参加了免费编织学习班，学会了竹编和

其他材料的编织技术。村支部书记热情地帮助他

们联系县上有关部门，筹措资金、找门面、做货架，

帮助他们开了这家编织、按摩店铺。如今，他们的

儿女已长大成人，参加了工作。

四

在美兴镇的西南方，有一条发源于四姑娘山海

子沟的赞拉河（小金川），三关桥村隔河与县城相

望。1935年红军西进康巴和金川县，在三关桥与国

民党守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三关是小金通往金川县和甘孜州丹巴县等地

的必经关口，有小三峡之称，赞拉河在山崖中冲出

一条狭窄的天堑，这里地势险要，河水湍急。三关

桥横跨赞拉河，清代为木桥，1924年改建铁索桥。

沿河有一堵用碎石砌成的一人高的防护墙，墙的每

个垛口上都用水泥镶嵌着一块拳头大的石头，这是

嘉绒藏族的习惯。三关桥仍保持着初建的样子，铁

索桥的桥面铺着木板，护栏的铁索上被藏族百姓系

上了五颜六色的经幡。走在桥上，河谷的劲风呼呼

地吹，鼓荡起一片片经幡发出“呼啦啦”的声响。站

在桥上，东望赞拉河从峡谷冲出，汹涌澎湃，滚滚而

来；西望碧水急流，农田千顷，桃红柳绿，绿树掩映

着的村寨依山傍水。

过了三关桥，沿着河边通向村庄的路，远远就

望见绿树红花掩映下的画着海螺、宝瓶、吉祥结等

藏八宝图案的藏式民居山墙，这就是三关桥村。

在村道的一个丁字路口，路边竖立着一块大

石，上书红色的“感恩”二字。这是三关桥村的百姓

为浙江省援建立的一块感恩的石碑。自从来到小

金，听当地百姓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感恩”，但

真正看到石头上的字时，我的心头涌起一股暖流。

镇里的相关负责人如数家珍地介绍这个只有

100余户、400多人，以种植蔬菜为主的村庄。如

今，很多村民在河对岸的县城做生意，不少村民每

天早晨到县城卖菜，还有一些农户开起了农家乐，

生意火爆。

其中，高蓉经营的农家乐远近闻名。高蓉是一

个热情开朗的四川女子。她在“5·12”大地震时的

壮举很感人。汶川地震后，因为山体塌方，通往汶

川的很多路都不通，全国各地运往汶川的救灾物资

无法进入，距小金县城10多里的猛固桥白塔边的

公路是惟一一条进入汶川的生命线。得知这一情

况，高蓉停下手里生意，联系一些朋友，自发组织起

来，带着上高中的女儿，为进入汶川运送救灾物资

的司机或志愿者免费送盒饭和纯净水。她说，女儿

当年还在绵阳读高中，后来，女儿将这段经历写入

作文获得了全市征文一等奖。如今，高蓉有个心

愿，希望将三关桥村发展成为集红色旅游和农家乐

为一体的民宿村，让家家户户都走上富裕之路。

五

那日，我们从四姑娘山上下来，前往小金。在

高山峡谷中穿行，公路边的沃日河倚着山势奔腾跳

跃，在山谷里穿行，沃日河散发着雄壮的气势。“沃

日”，在藏语里是“领地”之意。沃日河也叫达维河，

发源于四姑娘山的长坪沟，是小金川左岸支流。经

过沃日镇的时候，一座石拱桥将我的视线牵引到河

对岸，依山而建的藏寨下是一个小广场，一座古碉

楼拔地而起，旁边有座汉文化建筑风格的藏经楼，

飞檐翘角，五层三重檐、四角攒尖顶，古色古香。碉

楼的广场前有巍峨的护卫碉和经堂碉，散发着古老

的嘉绒藏地土司官寨的神秘文化色彩。

碉楼下，广场边的一条水泥路上，村民荷锄赶

着几只黄牛，慢悠悠地向前走，牛铃叮咚作响，一幅

悠闲的田园居图。广场周边是错落有致的藏族民

居，门前的水泥路洁净无尘，有些人家门口养着花。

一条缓缓的坡路将我领到了寨子里的一户嘉

绒藏族人家。五颜六色的经幡覆盖了整个院落，矮

矮的篱笆墙挡着的小院种了不少鲜花，台阶下靠墙

的空地上整齐地垒放着劈好的长方形木材，迎面的

台阶上是一座三层小楼，与之垂直的侧面是南北走

向的一栋三层藏式楼房。这时，从屋里走出一位精

神矍铄、皮肤黝黑、中等身材的老人。见我们进来，

他热情地将我们请进屋里。

老人叫刘易全，七十出头，曾经是这个村的村

长。老人介绍，他们沃日官寨村有170多户，现有

人口700多人。1995年时，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组

到官寨村采访乾隆打金川时的古战场风光和沃日

镇的小金苹果。节目播出后，很快就有国内外的游

客来沃日官寨村旅游。时任沃日村村长的刘易全

敏锐地捕捉到商机，动员全村的村民一起做农家

乐。现在官寨村有十余家农户做起了农家乐生意。

我问起“5·12”大地震时那座碉楼的情况，老人

说，发生地震时，他正在家里休息，突然感到房子晃

荡得非常厉害，家门前的碉楼和藏经楼大幅度地摇

摆，但是没有倒。那次地震，村里损失了很多民房，

他们家的房子也被震裂，有260年历史的土司官寨

碉楼和藏经楼却很结实，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如今，山庄给儿子经营，老人得以好好享受生

活。他说，我们老百姓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让

我们这些往日土司官寨里生活困难的农民，通过劳

动走上了富裕的道路，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回望小金，更相信改革的力量。

回望小金回望小金
□□王丽梅王丽梅

一

到过桂西北的人都知道，那里除了山还是山，一座座，一群

群，绵绵延延，难得找见一块平坦的土地。崇山峻岭，草木丛生，

遮天蔽日。群山深处，云雾缭绕，一片苍茫大地。土地只是藏在纵

横的沟壑山谷之中，人就像一只小小的蚂蚁在崇山峻岭间爬行、

劳作。淳朴的山民背负着沉重的日子，爬在陡峭的山间，耕种着

那贫瘠的土地，却换不来几把粮食养家糊口。

千山鸟飞绝，再高的山也要征服。这几年来，国家加大了对

少数民族地区的投入，河池到南宁的高速路横贯各个山脉。逢山

开路，遇水搭桥。一条条隧道穿山而过。河池的高速路又与贵阳

贯通，河池成了大西南公路网上的一个重要的点。现在，河池又

增添了机场。

“飞机正在降低高度，准备降落，请大家再次检查安全带是

否系好。”空姐温柔的声音缓缓响起。乘客们纷纷向窗外望去，机

身依然被白雾缭绕，过了一会，一块像漂在海洋上的航母一样的

机场若隐若现。有力的一顿，那是飞机着陆了。飞机继续跑着，有

几缕云雾飘舞而过。走出机舱，只见四周群山环绕，一望下面，却

是深深的山谷。这个机场就是如此奇特。

二

在机场，我遇见了一位壮族老人。他坐在机场外的台阶上默

默地抽着旱烟。眼睛直直地盯着那笔直的跑道，脸上写满了复杂

的表情，一条条深深的皱纹诉说着岁月的艰辛。他说机场下填埋

着他家承包的几个山头。山头

上原来是密密麻麻的茂盛的杉

木。那是他带着儿女们一棵棵

种出来的。一年砍着这些杉木

卖，都有几万元钱的收入。当时

机场征地，他像是被剜了心头

肉，但一想到那在天空翱翔的

飞机，他便答应了。

像老人这祥慷慨地把地让

出来的人家很多。这里聚居着

壮、苗、瑶等少数民族，他们世

世代代靠山吃山，依赖着这些

大山生生不息。如今，大家想

到，这闭塞之地建起了机场，这

贫穷落后的面貌会得到一些改变，自己牺牲点利益总是应该的。

机场动工的时候，他们兴冲冲地来了，拿起锄头亲自挖掉还没清理干净的小树

苗，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他们虔诚地朝着大山跪拜了数次，感谢大山的养育之恩。他

们也看到锣鼓喧天张灯结彩的情景，没想到这偏僻的山沟会涌来这么多的山外人。寂

静的山谷里，开始变得热火朝天……

三

那密密麻麻的山头，就像大地长出的巨大包子，高尖陡峭。怎么才能把它们铲平，

连成一片？在这么陡峭的山崖上，开一条路都很难，更不用说机场了。但是这些来自全

国各地的建设者们毫不畏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下到谷底，测量高度，他们上

到山顶，描图设计。设计者大笔一挥，各种机械开进山里。机声隆隆，一个山头接着一

个山头被削掉。

他们付出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以大山为家，搭起简易房，风餐露宿，夜

以继日，全力奋战。南方的夏天，毒辣的阳光将人晒得晕头转向，建设者们穿梭在酷热

的暑气里，汗水不知淋湿了多少遍衣服，他们依旧在一砖一石地砌。冬天的山风如刀，

割出了脸上一道道的口。他们全然不顾，在猎猎寒风中忙忙碌碌，忘了年假节日，因为

他们要赶在规定的工期之前完成，向这里的少数民族同胞献上一份厚礼。

年夜的鞭炮声是最令人伤感的。工地上灯火通明，“叮叮当当”的铺架声没有寂静

下来，年夜饭的飘香勾起了他们对亲人的思念。突然，有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传来，工地

上绰绰约约地来了几个人，那是当地村民拎来可口的酒肉，跟建设者们一起过年。肉

是自家养足一年的土猪，鸡是飞在树上的土鸡，酒是用自家大米酿的土酒。顿时，工地

上一片欢腾，碰杯声、畅谈声、唱歌声，回荡在山谷里，久久没有散去。

这里的乡亲们热情好客，尤其是对待这些在深山里默默为改变恶劣条件而努力

工作的人们。工地上厨房的窗台上常常出现一些瓜果青菜，那是从地里劳动回来的乡

亲们送的。还有一些花花绿绿的饭，那是当地的乡亲们逢年过节都必须做的五色饭，

那么香软可口。建设者们也利用休息时间，还有便利的工具，比如说挖掘机、压路机等

等，帮乡亲们补补填填那些乡村道路，让乡亲们进出大山更为方便。

近2000个日日夜夜，那些高昂的山头被削平了。大大小小的山头被削掉了65

座。航站楼、停机坪、住宿楼，一一建成，占据着方圆几十亩地。高空俯视，像一只蝴蝶

一样翩翩而飞的候机楼，笔直平坦的跑道，绿油油的草坪，那样错落有致。四周的防护

栏也竖起来了。建设者们甚至把桂花种到了悬崖边上。

四

丰富的物产、奇特的文化，使这块偏僻落后的热地就像未开发的宝地，等待着人

们的发掘。人们对大山充满着向往，那里有独特的民族风俗，有热情好客的少数民族

同胞。而机场，正缩短了这藏在深山老林的民族瑰宝与外界的距离。

在机场，我看到一位外地游客正带着一袋大米去办托运。一问，原来是丹炉之地

南丹产的巴平米。巴平这地方，属于云贵高原南麓、桂西北高寒山区，海拔近1000米，

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稻禾生长时间长，营养充足。

不仅仅是大米，其他很多土特产也纷纷被运出山外。人们吃到了大山的味道，呼

吸到了山风的气息。悬崖上的机场，飞起了大山无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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