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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碑历经千年，得以留存于世，这多亏那些护碑
人。肖太发就是这样一位护碑人。今年已经75岁的他
记得很清楚，今年的8月23日，就是他守护石碑的第51
个年头。1968年，作为民兵连长的他，到镇上参加了一
个紧急会议，接到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石碑。

“以前从小生活在附近，并不知道它的文物价值。”
后来，他开始义务护卫石碑，直到1986年，这份工

作才有了一些报酬。
每天早上起床，他就要围着石碑巡视一圈，到了晚

饭后，他还要拿着电筒继续巡视，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他家就在寺庙外一处低矮的砖瓦房，门口有一条大
狗。最近几年，知晓这里的人开始多了起来，周末的时
候，陆续还是会有几十位市民来参观，“来的人我都会提
醒他们不要触碰石碑，以免对这些文物造成伤害。”他告
诉记者，还是有很多年轻人觉得这些碑没有看头，如果
有人愿意知道石碑的故事，他还愿意担当讲解的工作。

石碑还要守多久？临别时，肖太发回答很干脆，
“我会一直守下去，直到守不动的那一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韩金雨
摄影记者 王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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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龙泉山山泉镇，桃花落后，满
目皆翠色，通往山顶有一条小路，仅容
一车通行，往上不到一公里，就可以看
到一座寺庙。当地人称其大佛寺。

4月11日这天，大佛寺正在进行翻
修。从去年年底开始，工匠就开始对这
座古寺进行修缮，这座木结构建筑，重修
于清光绪十七年，不过，由于年久失修，
在去年的暴雨之后，这座建筑再也坚持
不住了。工匠们都是专门修古建的团队，
就连墙砖也是特制的，一块50斤，足足拉
来了几车。“这个地方还是有看头，里面
有很多碑刻。”经常和这些古建打交道，

老李在到这里干活前，就好好地了解了
一下这里的历史，“佛像背后的北周文王
碑就是这里的‘镇馆之宝’。”

当天下午，一群老人转山也转到了
寺庙，其中一些人表示，自己就住在龙
泉，也不知道这山上有个古寺，随后，他
们进去转悠了一圈就出来了。显然，很
少有人能够读懂碑文的价值。

进入古寺，正殿保存有一尊唐代
凿刻的弥勒造像。大佛为坐像，双手放
于膝上，风格与乐山大佛如出一辙。根
据史料记载，龙泉山脉及其附近大量
雕凿弥勒造像。

弥勒佛像背后，就是一块巨石。这
块石头被当地人称为“天落石”，顾名思
义，就是一块天上飞来的石头，因为四
周都没有大石头，因此显得格外突兀。

远观巨石，仿佛倾覆的船头，一头
翘起，一头沉到了泥土里。上面凿刻唐
宋等时期的摩崖造像，而最著名的，就
是这块巨石右下方的一块碑文。

扫描碑刻简介上方二维码可以看
到，北周文王碑刻于北周孝闵帝元年
（557年），系当时北周将领为缅怀北周
文王宇文泰而立。石碑通高2.24米，宽
1.25米。碑帽浮雕朱雀、四小佛像。碑额
阳刻正书15行，每行4字，字径5.4厘米，
文为：“北周文王之碑。大周使持节、车
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散骑常
侍、军都县开国伯强独乐为文王建立佛
道二尊像，树其碑。元年岁次丁丑造。”

碑文阴刻正书40行，每行34字，全文
1400余字，均刻于正方格内，大部分字
迹风貌犹存。碑身下左右角浅刻两佛
像。此碑与其右侧为文王建立的佛道造
像一龛，距今已有1440多年的历史。

强独乐为何人？史书上鲜有记载，
但从碑文中可以看出，强独乐官至车骑
大将军，级别是军都县开国伯，而“伯”
在当时“公、候、伯、子、男”五等爵位中，
居第三等，在职掌四川的官员里面居于
第二等级。

原本他一介布衣，因为宇文泰推行
了一套选拔人才的机制，才让他有机会
施展抱负。强独乐后来驻守武康郡，也就
是今天的简阳一带，路过龙泉山，看到这
里风景优美，加上山腰还有一块巨大的
红砂岩，于是就在天落石上记载宇文泰
的功绩，为他建造了两尊佛像祠庙。

有专家认为，在此刻石缅怀，并非
因为风景优美。龙泉驿是古代蜀国到巴
国的必经之路，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是成都的东大门，据《华阳国志》记载，
公元前280年前后，秦国为进一步夺取
巴国和进攻楚国，蜀郡守派蜀人和军队
修建了从成都经龙泉驿至巴国境内的
蜀道，作为军队征战和运送粮草的战略
大通道，蜀巴古道初步开通。

到了南北朝时期，西魏晚期实际掌
权人宇文泰派大将尉迟迥率勇士12000
多人伐蜀，连克剑阁、漳州等地，一路所
向披靡。八月，魏军进攻益州（成都），益
州刺史开城投降，从此，成都及巴蜀地区
归于西魏统治，“蜀巴大道”恢复畅通。

在此刻碑的原因，一方面，东大路
所在的蜀巴古道因北周文王的强势入
蜀而重新开通，有纪念意义；另一方面，东
大路古驿道当时非常繁华，来往的达官贵
人众多，强独乐选择在这样一个地方为宇
文泰镌刻碑文，是想更好地宣扬宇文泰，
而且选择石刻的方式为宇文泰歌功颂
德，更利于保存，影响也更深远一些。

根据史料记载，宇文泰为鲜卑族
人，他是西魏晚期的实际掌权者，也是
北周政权的奠基者。宇文泰掌权期间，
对内团结各方，澄清吏治，创府兵制；对
外立足关陇，争战东魏，攻陷南梁，奠定

了其身后关陇政权一统天下及隋唐王
朝强盛的基础。特别是他在用人制度
上，唯贤是举，不限资历，只要德才兼
备，哪怕出身微贱，亦可居卿相，他的选
官思想体现了打破门第传统的新精神，
使西魏吏治较为清明，也为大批汉族士
人进入西魏政权开辟了道路。

“夫功烈当时而显扬千载者，非竹
帛无以褒其训，非金石无以铭其德。是
以汉颂李氏于荫岑，前魏书邓艾于绵
竹，姬姜受齐鲁之封，晋宋垂拱而取天
位者，皆犹立身有滔天之功，平暴理乱，
存济苍生故耳。而我文王，处身成长，值
国艰难……赫赫文王，才高少昌。扫除
四凶，建节秦阳。总押百万，其锋难当。
仪同督将，智济三刚。”

在碑文中，回忆了宇文泰成长时的
环境，当时正值北魏末年政治衰乱、佛
教泛滥、民不聊生的社会大动荡之时，
这一时期爆发的六镇、河北和关陇三次
大起义，这些都与宇文泰后来的崛起有
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随后又讲述了宇文
泰入主关陇的事迹，称颂他表现出的政
治家的胆识和气度。

据专家介绍，北周文王碑是长江流
域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南北
朝碑刻，碑刻中有关宇文泰的记述，很
多细节都是对当时那段历史的补充。

位置/ 小径通古寺，佛像背后藏

故事/ 北周大将立，缅怀宇文泰

价值/ 创下两宗“最”，可补史料缺

守碑半世纪的老人：我会守到守不动的那一天

从水井到集污井
闭着眼，也能闻到变化

昨日下午，记者沿着竹林小
路，走进了石家院子。据了解，石家
院子从去年4月开始了改造工程，
未来希望可以打造成集文化、旅
行、住宿为一体的乡村休闲中心。
除了看得见的房屋外貌的改变，石
家院子更大的变化发生在看不见
的地下。

“以前就是自己挖个池子，把
污水简单沉淀一下，然后就排到沟
里或是地里。”汪家村 7 组组长黄
太文用脚踢了踢屋后一处落叶覆
盖、近半米深的长方形水池连着的
塑料管说，这样难免会造成污染。

老式的沉淀池“退休了”，污水
去哪了？走过每家每户，记者发现，
与以前农村每家一口水井不同，现
在也有一口“井”，但变成了集污
井，就像城市道路上的一样。而更
大的变化还在看不见的地下。

黄太文介绍说，现在村里一半
以上的农户生活污水已经接入了
地下污水网管。部分暂时没有的，
也留好了接口，等地面房屋改造完
成也会并入地下污水管网。另外下
地的除了污水管网，还有电线以及
网线。

“方便多了，尤其是冬天，”今
年 70 多岁、土生土长的当地村民
马先生表示，臭味没了，苍蝇蚊子
也没了。等到所有旱厕都改造为并
入地下污水管网的室内厕所后，大
口呼吸新鲜空气再也不用担心突
然飘来一阵异味了。

走出房屋集中建设的区域，在
黄太文的指引下，记者在石家院子
旁的一处草丛中，看到了一个集装
箱大小的污水处理设施。“智能的，
当污水达到一定量时，就会自动启
动。”黄太文表示，处理后的净水会
补充到旁边的河沟里，水质可达到
1级A标。

规划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一镇一规划”“一村一方案”

发生在石家院子里的变化，正
是成都积极探索农村污水治理新
模式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成都新都区聘请了专
业团队深入走访群众、现场踏勘、
充分论证，根据地形地貌、人口分
布、污水水量、集体经济状况等因
素，编制《成都市新都区农村生活
污 水 治 理 专 项 规 划
（2016-2020）》，实行“一镇一规
划”“一村一方案”。

对满足城镇污水收集管网接

入要求的村社，新都区优先将其纳
入城镇污水管网收集系统，输送至
城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远离城
镇且集聚程度高、经济条件好的村
社，采用铺设污水管道集中收集，
建设微型污水处理设施的方式集
中处理；居住分散、地形地貌复杂
的村社，则建设沼气沉淀池、微型
人工湿地或氧化塘的方式进行分
散处理。

在各村治理项目启动后，根据
群众生活习惯、施工现场情况等客
观因素，灵活确定每户的设计和选
址方案，做到既坚持统一标准，又
尊重自主选择。在改厕工程中，以
墙为界，准许村民自行改造墙内的
生活废水设施，统一预留接口接入
墙外网管和处理设施。

另外，遵循“市场的交给市场、
专业的交给专业”原则，当地还制
定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运行维
护管理办法（试行）》，由技术公司
负责污水处理设备监管运行，各镇
（街道）负责管网巡查养护，农户负
责化粪池、隔油池的维护管理。

成都设1.3亿专项资金
补助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和运行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结果让
人有切身的体会，变化源于 3 年
前。

2016年，成都市在新都区、郫
都区启动农村生活污水综合治理
试点项目，聚焦“怎么治”“谁出钱”

“如何管”等关键环节，创新探索出
“多元资金投入、企业建设运营、农
户主动参与”的农村污水治理新模
式，走出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助
推乡村生态振兴的新路。

2018年，通过外出考察学习、
全面调查摸底，成都市出台《成都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成都
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施方案的
通知》，对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进行安排部署，计划从2018年起，
用5年时间，实现全市20户以上的
农民集中居住区生活污水应集尽
集、应治尽治、达标排放。

同时，成都市设立1.3亿成都
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资金，对
新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投资和运营达标的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运行经费予以补助。
2018 年度，全市新建污水处理设
施 196 处、整改达标运行 724 处，
覆盖 4.3 万户。目前，全市现有 20
户以上农民集中居住区 8632 个
68.32 万户，其中污水处理设施已
建成1244处。
成都商都－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摄影记者 刘海韵

绿竹、灰瓦、白墙、落地窗，搭
配原木色木制的门廊，漫步于新
都区新繁镇汪家村石家院子，仿
佛进入了一处乡间网红民宿。

走进其中一户人家，除了全
家共用的卫生间，进门左侧的卧
室还有一个独立卫生间。光亮的
洗手台，洁白的马桶，与印象中的
农村厕所不大一样。

屋后露天的污水沉淀池池底
长出了青草，覆盖着干枯的落叶。
污水去哪了？

农家院子老式沉淀池“退休”

污水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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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太发

分布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

改造后水渠的水很清澈

成都龙泉山成都龙泉山，，车辆顺着车辆顺着
山路山路，，呼啸而过呼啸而过，，如果如果到了周到了周
末末，，山路上更是车流如织山路上更是车流如织。。山山
野野、、桃花桃花、、茶舍……即使很多茶舍……即使很多
人多次上山人多次上山，，也不知道这上面也不知道这上面
藏着一块巨石藏着一块巨石。。当地人称当地人称““天天
落石落石”，”，天落石之上天落石之上，，有刻于北有刻于北
周孝闵帝元年的碑文周孝闵帝元年的碑文，，距今已距今已
经经14401440多年多年。。

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时期，，西魏晚期西魏晚期
实际掌权人宇文泰平定巴实际掌权人宇文泰平定巴
蜀蜀，，一名驻守四川的大将强一名驻守四川的大将强
独乐为了歌颂宇文泰的功独乐为了歌颂宇文泰的功
绩绩，，刻碑记录了一段南北朝刻碑记录了一段南北朝
的历史的历史。。此碑在此碑在20132013年被国年被国
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护单位。。专家认为专家认为，，北周文王北周文王
碑是长江流域迄今发现最碑是长江流域迄今发现最
早早、、保存最为完好的南北朝保存最为完好的南北朝
碑刻碑刻，，对研究北魏对研究北魏、、西魏和北西魏和北
周的史地周的史地、、职官及书法提供职官及书法提供
了珍贵资料了珍贵资料，，碑文中反映的碑文中反映的
历史重大事件较为突出历史重大事件较为突出，，其其
中不少细节中不少细节，，也是对历史典也是对历史典
籍的一种补充和佐证籍的一种补充和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