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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全县的女
儿城与石头寨
（城）、寨子顶、白
君庙、西湖胜景
石牌坊、金盆照
月石、望月桥等，
构成了土司文化
遗址群体。

位于始阳镇
破磷村的石头
寨 ，又 名 石 头
城 。 何 谓“ 破
磷”？当地史料
无一字解释，我
估计也是记音而
来。经过羌族诗
人羊子代我征询
羌族老人，才得

知“破磷”是“衣袖”或“衣袖里面”的意思；附近的
“荡村”应为“宕村”，西晋永嘉元年（307），羌人
始建宕昌国。陕西省即有“宕羌”，这些地名体现
了唐宋时期青衣羌在这一带生活的历史踪迹。

石头城的八卦墙
石头城是修建于明朝的土司官寨，具有中原

的八卦风格。城墙由石头砌成，墙中有墙，人行
走其间，几个转向就头晕了，犹如走进迷宫。寨
内的门窗镂空雕花，昭示主人曾经的风光与荣
耀。如今却只能与满山寂寥的山风与丽雨对望，
迎送晨曦黄昏。那个横卧田野上宽下窄重达百
吨的巨石“金盆照月”，如今已委身于地，不见踪
影。寨子入口处是高土司的家庙，青砖红瓦、雕
梁画栋，名曰“白君庙”。阳光在萧瑟的山风中似
乎过滤了热力，显得苍白而柔和，宛如这座家庙
无力保护曾经辉煌过的宅院。

出庙前行30米有大石坊，这个名为“西湖胜
景”的石牌坊，始建于明代嘉靖二十三年（1544），
牌坊面向东北。中门前刻有楷书“西湖胜景”，后
背刻楷书“父子忠良”，横额上下为双龙双凤图
案。这是天全六番招讨司正招讨将军高继光书
立，为雅安市唯一保存完整的明代石牌坊。

值得一说的是，天全土司自古只许土官子女
习武弄文，土民则世代为奴。天全大平山至毛山
一带古称鳌山，有独占鳌头之意，为历代土司女儿
跑马习武大的练兵场，也就是著名的女儿城旧址。

据《天全县志》载：“女儿城遗址在大平乡大
平村。相传宋元间杨招讨在此垒石为城，派女将
女兵驻守。”女儿城又名女成山、城头子、卧龙山、
大寨山。在距离毛山村不远处的大坪村，有一座
高不过百米的小山，山顶有一片平缓的坝子，名
为“女儿田”。女儿田处还有段长约30米、高约3
米的土夯城墙赫然入眼。专家曾从城墙遗址上
取土分析为：黄褐色粘土，土质板结，结构紧密、
粘度大，夹砸页岩和石片。当地人讲，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这块田地四面还围有土城墙，形成了
一座占地约12000平方米的土城。

女儿城东北上方曹家湾山上的寨子顶，这里
曾经是女兵们站岗放哨的瞭望塔，据说塔顶用马
桑树盖成，传说马桑树有趋吉避邪的作用。站在
塔楼上，东西南北尽收眼底。

“桃花夫人”对敌
相传，高土司生有二男三女，其中三女儿叫

高英，从小练就一身武艺。每当其父出巡，高英
便随从左右，为父保驾，因此威名远扬。看到家
兄及家族男人皆随父征讨，高英便叫上两位姐姐
组织族中年轻女孩训练，短短半年时间，一支近
八十人的女兵队伍便在寨中诞生。高英挑了十
位心细精明的女兵由姐姐带着留守村寨，其余几
十名全随她屯扎在进可攻、退可守的大坪梁上。
这是村寨与外界的唯一通道，居高俯视可将村寨
看得清清楚楚，一旦村寨遭遇事故，兵将即刻可
飞马杀到。

天全副司杨之明夫人洪氏，是雅洲洪千户之
后，懂武艺，平时以石柱土司女英雄秦良玉自命，
也有说是南宋梁红玉转世，还被尊称为“桃花夫
人”，她组织了一队由婢妾组成的女队。她后来
与高英等人结为姊妹，一起训练女兵。她们在大
坪山顶安营扎寨后，成天操练，远近歹人闻风远
走。在土司外出与匪徒对垒的日子，高英带着她
的女兵好几次打退了雅安、名山、荥经等地意欲
破寨打劫的土匪。尤其在高、杨土司与大西军之
战中，正招讨高跻泰女儿、副招讨杨之明之妻率
兵相随，奇袭飞仙关与多营平。女儿营连同女儿
城一并毁于大西刀锋下，这一带还流传着她们的
传奇……

2018年5月，我到天全县走访土司的石头寨
时，在村民家里，见到了一具竹藤编制的铠甲，时
光久远，被使用、磨砺出的痕迹宛然。遥想三百
余年前的腥风血雨，这具铠甲是当时无声的证据。

傍晚细雨淅沥，我沿着天全河的栈道散步。
天全河古称徙水、和川，俗称始阳河。因它的长
度略短于荥经河，屈居青衣江第二号支流。道路
边芭茅草密布，举起如戟似枪的银穗，让人联想
起“芭茅生虎”的出典。古意盎然的天全河野水
奔流，泛着红色的浊流，那是昨天一场大雨的结
果。河水湍急拍石的哗哗声，通过两山的共震，
使山野里日夜笼罩在虎啸龙吟的氛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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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7年
春，安文思随
肃王豪格到
达北京之后，
除了与利类
思合著有后
来整理出的
《圣教入川
记》外，还著
有《中国新
史》，以葡萄
牙文写成，原
名《中国的十
二特点》，是
西方早期汉
学的奠基作
品之一。全
书共分为21
章，记述了中
国的历史与
明末清初时
的社会状况，
特别对中国
社会的礼仪
风俗、城镇特
点、官僚贵族
体制和皇城
建筑等作了
较为详尽的
记述。本书
文笔生动而
传神，有不少
是《圣教入川
记》完全不载
的内容。书
中一段叙述，
记录了大西
军与川西天
全高、杨土司
之间的一场
重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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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军之所以一再讨伐
高、杨土司，在于当时从成都
逃往邛州、天全的明朝宗室成
员与富豪甚多，天全全境成为
大西国权力的“真空”。张献
忠部下大将李定国亦传令雅
安附近的邛州，宣布“降者鸡
犬不惊，不降荇剿尽杀绝”。
刘文秀显然要激进得多，《滟
预囊》指出，他领兵进驻邛州
时“取遗民万余家尽屠之；又
杀僧道千人。”大概怀疑他们
之中会有间谍，立“搜山”、“望
烟”等头目，“纵越高山大谷。
有匿崖洞者，举火熏之。邛、
蒲二百里，尽为血肉之场。”由
此可以发现，黄虎（张献忠）的
四大义子，在屠杀四川老百姓
的一道上，刀锋一个比一个锋
利。何来半丝仁慈？

近年在邛崃市天台山发
现藏数百僧人骨殖的“万人
坑”，佐证了这一记载。大西
军攻天台山，遭到数百僧人的
拼死抵抗。大西军从后山攻
入，将全山僧众屠灭。“万人
坑”呈墓室结构，外表像“井
台”，有宝顶、石门，口小肚大，
面积约有十几平方米。据天
台山景区管委会职工高叔先
介绍，上世纪90年代，他专门
用竹竿去插量过坑内的累累
白骨，寒气森森，呈絮状的白
骨和粉状的骨灰厚达1米。

大西刀锋转向邛州，城
内百姓惊恐万状，为此跪求
当地官员，希望他们献出官印
以保全地方。雅州知州王国臣
准备投降大西，逮捕了从邛州
逃跑过来的官员胡恒、阮士奇以
及他们携带的3颗官印。高跻
泰闻讯，立即发兵二千，进攻雅
安的王国臣。雅安城被攻破，王
国臣败逃，后来辗转到了成都，
受张献忠封为“茶马御史”。高、
杨二土司将胡恒等官员迎入
始阳镇暂住。这就是大西国
语境里的“雅州兵变”。

后来黄虎以兵来招降，高跻
泰固守不服，抵抗大西军张能奇
部进攻雅安，张能奇兵败退出雅
州，大西政权在芦山县建立基层
政权，“以（李）国杰来知芦山”，
高跻泰得知后，又率兵进攻芦
山，诛杀“伪政府”县令李国杰。

表象之下，另有隐情。
当时高跻泰和部下徐汉卿

得到密报：张献忠义子张能奇
部李国杰受命到芦山，带来一
笔金银财宝，他们是来秘密藏
宝的。高跻泰得到的藏宝线索
是“石刀对石斧，黄金万万五。
谁能猜得破，买下成都府。”徐
汉卿得到的线索却是：“石锣对
石鼓，黄金万万数。谁能识得
破，买个成都府。”蜀地方言里，
往往把“钱”称为“数数儿”，发
音为去声。也由此，拉开了大
戏连场的寻宝帷幕。

在与大西军对峙中，天全
六番招讨司副使杨之明乃是一
位决绝之人，他全权主持军事，
大西政权遣使送金印前来谈
判，他竟然“立斩其使”。旋即
带领 48 人出兵攻打大西军，

“统部将陈国富而下四十八人，
扫境出师”。杨之明自觉兵力
单薄，便又联络成都朱俸伊、阆
州郑延爵部，合兵一处，在飞仙
关、总冈山、邛崃南桥等处与大
西军作战。“之明与贼遇于总
冈，陈国富而下四十八人，大呼
陷阵，贼势稍挫。洪氏率诸婢
横贯而击之，贼乃败溃。贼以
之明兵不易敌，益发精锐来战，
再遇于南桥，自昼鏕至夜分，贼
骑愈多，遂不得脱，然亦无肯脱
者。与陈国富而下四十八人，
洪氏及诸婢皆死之”。杨之明
死后，被“弃其尸锦江”。这说明
他是被押解到了成都后处死的。

《蜀碧》提到了一些细节，
与杨之明并肩作战的，还有成
都进士朱俸尹、川北举人郑延
爵等人，“俱擒，为贼剐于省城
南门外。延爵逃至总冈山，收
兵再战，没于阵。”直到乾隆四
十一年（1776）杨之明才获得朝
廷封赏：“赐谥烈愍”。

由此可见，相较于一波又
一波的大西军，当时土司的兵
力严重不足，远不是安文思眼
中的数万兵马。别说大西军一
次屠杀土司 4 万兵力，就是有
4000人就不错了。

在征讨过程里，大西军自
荥经县过峡口而来。时任土司
帐下文职官吏的胡家第七代传
人胡升龙，率领乡勇于前阳坚
壁清野，成功击退大西军。不
久，土司强力反攻，保卫天全免
遭屠戮之祸。胡升龙英勇善
战，土司高跻泰奖其“保境绥
靖”匾额，以励其行。

位于天全县破磷村的石头寨。图片李存刚提供

土司遗址外堙没荒草的石龟。

土司遗址精美的石刻。

土司遗址残存的牌坊。

土司遗址残存的牌坊。

安文思《中国新史》，
1671年伦敦版。约翰·奥
格尔比译著，硬皮精装插
图本。

那么，既然“即刻种植”已是一些大型
口腔医院学科带头人才能掌握的尖端种
植技术，即拔即种已经不容易了，如何才
做到即种就能用？难道不需要种植体与
牙槽骨去结合的时间？无痛怎么能做到？

对于上面这个问题，蔡明河也很认真
的解答，“那就涉及到非常专业的范畴
了。”“即刻用”种植牙技术，采用定制的种
植体和特殊的力学设计，通过新型受力基

台，就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戴上
牙冠吃东西。这一技术来源是，二十几年
前欧美种植牙专家通过无数次的实验发
现，刚种上的种植体适当的负载可促进成
骨结合过程，通俗一点说就是，如果能够
控制种植体咬东西力量不大不小正合适，
并且持续稳定在这个数值，刚种上的种植
体就可以较快实现吃东西，并且还有利于
种植体很好的生根发芽。所以，由欧洲医

学博士团队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研发出“即
刻用”种植牙技术，采用数字化口腔CT全
景机，在术前获得个人牙槽骨密度、高度、
宽度等精密数据，通过计算模拟整个口腔
力学和组织结构，避开密集的牙神经，设
计出巧妙的力学模型，再通过3D打印种
植牙导板将计算机的精密设计极大程度
转化为现实，也就让“当天种牙、当天戴
牙、当天用牙”成为了可能。

现象观察：春节越近，做“即刻用”种植牙市民越多

从“全口无牙”到“一口好牙”只需小半天时间
“789”冬季植牙计划春节前名额放宽至50岁以上缺牙者，现已有307位缺牙市民通过028-86969233领取种牙费用补助，年龄越高，缺牙越多，补助越高

新年伊始，春节将近。我市市民
对种植牙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热情，都
希望要赶在春节前种上牙，很多市民
着急地奔走多家口腔机构，希望找到
一种既快速又不痛的种牙方式。不
过，种植牙毕竟是专业医学领域的，很
多市民只知道想轻松地、方便地把这
缺牙问题给解决了，对于很多口腔机
构的专业术语更是分不清了，“即刻种
植”和“即刻用”，哪一种才是真正可以
实现“当天种牙当天用”？

对此，智能牙科的蔡明河院长从
技术专业角度，给大家做出了解析。

“即刻用”种植牙的技术特点是“即拔、
即种、即用”，是在“即刻种植”的基础
上进一步突破，实现“即用”，就是即刻
可以戴牙，用牙吃饭。而据了解，这项
从欧洲引进的种植牙技术，对医院、设
备、医生的要求非常苛刻，目前成都地
区也仅有一家二级口腔医院智能牙科
取得了落户资格。

“即刻用”是人工智能时代的革新，
不仅做到了“即刻种植”，更是实现了“即
刻负重”。过去的种植牙手术一般要3-6
个月，主要是拔牙之后，要等伤口恢复才
能做种植，并且，种植手术需要翻瓣、打
孔、缝合、拆线等步骤，而且前后要做两
次手术。所以，一直以来各国牙科专家
都在为如何更快、更好做种植牙而努

力。于是便有了“即刻种植”技术，即刻
种植牙是针对牙齿缺失的情况下马上种
植牙的技术，由于采取在患者新鲜的拔
牙创口立即植入种植体，而不需等待4-6
月创伤修复后才种植，所以即刻种植的
方法能缩短疗程，降低费用，防止牙槽骨
吸收。

但是，刚种上植体，是不能用来咬东

西，因为传统种植牙理论要求，种植体要
在零负荷，不轻易摇动才能很好地进行
骨结合。就像种上一棵新树，不停摇动
和负重是很难生根发芽的。尤其是半
口、全口缺牙，满嘴的种植体也会带来很
大不方便。所以要为了实现“即拔、即
种、即用”技术革命，当天种上牙，当天就
能吃东西效果，“即刻用”由此诞生。

即刻种植不等于“即刻用”“即刻用”和其他技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刚种上的牙齿就能吃东西 为什么以前种植牙技术不可以呢？

50岁以上缺牙者
领新年种牙大福利
已有402位缺牙市民
“当天种牙当天用”

最后，春节佳节将近，智能牙
科迎来种牙高峰，为迎新年，应广
大市民要求，成都“789”冬季植牙
计划将名额放宽至 50岁以上缺牙
者，现在 50 岁以上缺牙市民拨打
028-86969233也可获得“789”冬季
植牙计划部分种植牙费用的援助费
用，另外，蔡明河、罗君二位院长的学
术案例现做最后的征集，半/全口、缺
牙时间长、牙槽骨萎缩、高龄等高难
案例可通过028-86969233报名，不
仅可以得到院长的亲诊，除了免挂号
费、拍片费和“即刻用”种植牙方案设
计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