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 刊8 2019年5月5日 星期日

文字走过的地方文字走过的地方，，脚步去量一遍脚步去量一遍。。
已记不清已记不清，，我曾有多少文字来过川蜀我曾有多少文字来过川蜀，，
却一直未能拥有勇气却一直未能拥有勇气，，涉足这一片神奇涉足这一片神奇
的土地的土地。。今年春天今年春天，，踌躇再三踌躇再三，，最终在最终在
四月山岚氤氲的季候里四月山岚氤氲的季候里，，迈开出行的脚迈开出行的脚
步步。。在四面受阻的群山之中在四面受阻的群山之中，，视野里一视野里一
切险秀雄幽切险秀雄幽，，如神话的暗示如神话的暗示。。从水利农从水利农
事事、、佛道建筑到民俗雅韵佛道建筑到民俗雅韵，，数千年天人数千年天人
和谐的迹象和谐的迹象，，千真万确千真万确，，四川四川，，是一个智是一个智
慧之上的传说慧之上的传说。。

那里能给人留下多少面貌那里能给人留下多少面貌，，我不好我不好
说说，，但于苍山峻岭间落到成都的地面但于苍山峻岭间落到成都的地面，，
看街边艺人的川剧表演看街边艺人的川剧表演，，才发觉已身置才发觉已身置
尘埃尘埃。。吃火辣的川西坝子吃火辣的川西坝子，，观秒变的川观秒变的川
剧脸谱剧脸谱，，喧闹喧闹，，快意快意，，集聚在头顶集聚在头顶。。最后最后，，
整个人几乎和热辣的氛围结合了整个人几乎和热辣的氛围结合了，，连说连说
出来的话出来的话，，很自然地带上了火辣味很自然地带上了火辣味。。

但在这种火辣味的背后但在这种火辣味的背后，，是细水长是细水长
流式的煎煮和烹熬流式的煎煮和烹熬。。变脸功夫变脸功夫，，从手上从手上
吊砖头吊砖头，，盘脚扎马步盘脚扎马步，，跌打滚爬练起跌打滚爬练起，，日日
夜不停夜不停，，只为台上的零点几秒钟只为台上的零点几秒钟。。著名著名
的川西坝子的川西坝子，，从原料从原料、、汤料的采用到烹汤料的采用到烹
调技法的配合调技法的配合，，荤素生熟荤素生熟、、麻辣鲜香麻辣鲜香，，嫩嫩
脆绵烂脆绵烂，，浓淡相宜浓淡相宜，，酣畅淋漓酣畅淋漓，，无一不显无一不显
示着古老巴民坚韧示着古老巴民坚韧、、豪放豪放、、包容的文化包容的文化
心理心理。。

边煮边烫边煮边烫，，厚味重油厚味重油，，人生百味消人生百味消

融于围炉聚饮的欢呼处融于围炉聚饮的欢呼处，，可丰可俭可丰可俭，，无无
论风来雨来人祸天灾论风来雨来人祸天灾，，那炉下之火始终那炉下之火始终
焰焰于燃焰焰于燃。。

在成都锦里在成都锦里、、宽窄巷子宽窄巷子，，随处可见随处可见
穿汉服的青年男女穿汉服的青年男女，，如花美眷如花美眷，，仿佛置仿佛置
身蜀汉身蜀汉。。也随处可见衣衫一截空落也随处可见衣衫一截空落，，却却
仍旧笑颜如花的人仍旧笑颜如花的人，，仿佛伤痕从不存仿佛伤痕从不存
在在。。

见山书局见山书局，，我看见一个拄着拐杖的我看见一个拄着拐杖的
姑娘姑娘，，休闲西服休闲西服，，栗色短发栗色短发，，晰肤红唇晰肤红唇，，
非常自信干练的样子非常自信干练的样子。。她在书橱之间她在书橱之间
流连流连，，走一步走一步，，抽一本翻翻抽一本翻翻，，我跟在她的我跟在她的
身后身后，，禁不住多看了她几眼禁不住多看了她几眼。。这才发这才发
现现，，她一只裤腿在空中飘飘她一只裤腿在空中飘飘，，另一只脚另一只脚
则与拐杖支撑在地则与拐杖支撑在地。。站立太久站立太久，，可一点可一点
也不显得疲惫也不显得疲惫，，这是汶川这是汶川、、北川或雅安北川或雅安
震后余生的见证震后余生的见证。。痛苦曾填满所有的痛苦曾填满所有的
裂缝裂缝，，可是狰狞的死神可是狰狞的死神，，并未取得最终并未取得最终
的胜利的胜利。。有些人顽强地活了下来有些人顽强地活了下来，，代替代替
死去的亲人死去的亲人，，坚持着活下去坚持着活下去。。

我突然想起前往都江堰那条高速我突然想起前往都江堰那条高速
公路公路，，汶川汶川、、映秀映秀、、雅安的指示牌不停地雅安的指示牌不停地
出现出现，，路上能看到一些塌陷的房屋路上能看到一些塌陷的房屋，，虽虽
然野草丛生然野草丛生，，可还是能从改道的痕迹可还是能从改道的痕迹
中中，，看到凹裂凸起的废弃水泥块看到凹裂凸起的废弃水泥块。。

1111年的时间年的时间，，春天又来了春天又来了，，青草树青草树
林花朵林花朵，，映衬着过去与新生映衬着过去与新生。。原计划原计划

是想去看看那里是想去看看那里，，可又不忍去看可又不忍去看。。就就
像在成都街头这一刻像在成都街头这一刻，，忍不住去猜测忍不住去猜测，，
他们曾经历过怎样的沧桑他们曾经历过怎样的沧桑。。于是于是，，那那
日的行程止于都江堰日的行程止于都江堰，，没敢往前没敢往前。。又又
快到那个不愿回首的日子了快到那个不愿回首的日子了，，我透过我透过
路边那些震后残留的迹象路边那些震后残留的迹象，，借那一片借那一片
废墟前开满的花朵废墟前开满的花朵，，祭那些逝去的祭那些逝去的
生命生命。。

走在成都的街头走在成都的街头，，内心的欢寂内心的欢寂，，如如
一火锅一火锅，，被蜀风观照被蜀风观照，，被尘世轮回被尘世轮回。。我我
想每一个刚来成都的人想每一个刚来成都的人，，都会爱上这种都会爱上这种
欢寂欢寂。。成都独有的市井气息和蜀文化成都独有的市井气息和蜀文化
的氛围的氛围，，吸引了自古以来不少诗人学者吸引了自古以来不少诗人学者
前来穷究前来穷究，，并最终在此尘埃落定并最终在此尘埃落定。。

身为一个读书人身为一个读书人，，杜甫草堂是必游杜甫草堂是必游
之地之地，，言罢言罢，，便于热闹街头转身来到草便于热闹街头转身来到草
堂堂。。此草堂此草堂，，已不是当年杜甫居住的秋已不是当年杜甫居住的秋
风中的茅屋了风中的茅屋了。。但此屋但此屋，，汇聚着诗人的汇聚着诗人的
气息气息，，便成了锦官城长盛不衰便成了锦官城长盛不衰、、拥有持拥有持
久魅力的原因之一久魅力的原因之一。。

““人生不相见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动如参与商”“”“明日明日
隔山岳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世事两茫茫””。。我不止一次在我不止一次在
羁旅他乡之时羁旅他乡之时，，想到杜甫的这些诗句想到杜甫的这些诗句。。

杜甫的孤独与李白仗剑出川杜甫的孤独与李白仗剑出川、、辞亲辞亲
远游的孤独不同远游的孤独不同。。他处于山河动荡的他处于山河动荡的
中晚唐时代中晚唐时代，，仕途不顺仕途不顺，，颠沛流离颠沛流离，，加上加上
生活贫困生活贫困，，老病多思老病多思，，亲人离散亲人离散，，各种苦各种苦
涩堆积在一起涩堆积在一起，，使他的诗风浓郁顿挫使他的诗风浓郁顿挫，，
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其境界之高其境界之高，，令令
人难望项背人难望项背。。

那时的杜甫为生活所迫那时的杜甫为生活所迫，，为绝境所为绝境所
逼逼，，一家人生活在同谷一家人生活在同谷，，挖土芋为生挖土芋为生，，其其
状令人惨不忍睹状令人惨不忍睹。。无路可走时无路可走时，，杜甫去杜甫去
了成都了成都。。

在成都草堂生活在成都草堂生活，，是杜甫诗风微变是杜甫诗风微变
的一个时期的一个时期。。有朋友严武的救济有朋友严武的救济，，杜甫杜甫
得了个得了个““拾遗拾遗””的官职的官职，，日子过得还算安日子过得还算安
稳稳。。于是于是，，春夜写出喜雨春夜写出喜雨，，秋兴写出八秋兴写出八
首首，，江畔独步寻花江畔独步寻花，，茅屋被风所破茅屋被风所破，，亦能亦能
自歌自娱自歌自娱。。环境的改变环境的改变，，使杜甫的诗风使杜甫的诗风
趋于萧散趋于萧散，，那应该是他一生中度过的那应该是他一生中度过的，，
最美好平静的一段时光最美好平静的一段时光。。对于杜甫而对于杜甫而
言言，，命运之痛命运之痛，，家国之痛家国之痛，，是另一种文学是另一种文学
的滋养的滋养，，而成都而成都，，则给了他的伤痛以抚则给了他的伤痛以抚
慰和放疗慰和放疗。。

如今如今，，草堂里的花树粲然草堂里的花树粲然，，于堂前于堂前
观望杜甫铜像观望杜甫铜像，，我似乎看到了中年杜甫我似乎看到了中年杜甫
的脸上的脸上，，那一缕明媚的阳光那一缕明媚的阳光。。

朋友告诉我朋友告诉我，，她的杂志社正在草堂她的杂志社正在草堂
附近附近，，杂志名称为杂志名称为《《诗草堂诗草堂》。》。当年她和当年她和
许多同行移居成都许多同行移居成都，，是因为诗歌是因为诗歌。。当当
然然，，这座具有文化内涵的古老城市这座具有文化内涵的古老城市，，还还
孕育了许多音乐家孕育了许多音乐家、、艺术家艺术家，，这大概是这大概是
杜甫遗风熏染的结果杜甫遗风熏染的结果。。

成都是艺之沃土成都是艺之沃土，，更是英才辈出之更是英才辈出之
地地。。武侯祠不得不拜武侯祠不得不拜，，它居于锦里闹市它居于锦里闹市
一侧一侧，，悄悄藏着一段历史悄悄藏着一段历史，，自有一种独自有一种独
特的静穆特的静穆。。

纵观整个武侯祠纵观整个武侯祠，，沿正殿两厢沿正殿两厢，，三三
国人物依次排开国人物依次排开，，置身其中置身其中，，有一种觐有一种觐
见参拜的穿越感见参拜的穿越感。。

蜀相诸葛亮集政治蜀相诸葛亮集政治、、军事军事、、管理才管理才
能于一身能于一身，，一代天骄一代天骄，，千百年来一直是千百年来一直是
国人心中的英雄国人心中的英雄。。成都虽不是他的故成都虽不是他的故
乡乡，，却是他人生转折时期最重要也是最却是他人生转折时期最重要也是最
揪心的一个地方揪心的一个地方。。他辅佐两代君王他辅佐两代君王，，后后
摊上个扶不起的阿斗摊上个扶不起的阿斗，，至死也未回到他至死也未回到他
的南阳的南阳。。

武侯祠虽以武侯命名武侯祠虽以武侯命名，，但主殿却是但主殿却是
皇帝刘备皇帝刘备，，主殿之后才是武侯主殿之后才是武侯，，是个单是个单
独的殿堂独的殿堂，，名垂宇宙名垂宇宙，，有一方匾额有一方匾额。。我我
不知道祠名是否是后人加不知道祠名是否是后人加
上去的上去的，，但可以猜想但可以猜想
靠人情治国的刘靠人情治国的刘
氏氏 ，，既 不 将 孔既 不 将 孔
明明、、云长云长、、翼德翼德
置于文官之列置于文官之列，，
也 不 置 于 武 官也 不 置 于 武 官
之 列之 列 ，，足 以 见足 以 见
得得，，在刘氏玄在刘氏玄
德的眼里德的眼里，，他他
们 都 是 凌 驾们 都 是 凌 驾
于众卿之上的于众卿之上的
人人。。如此如此，，君臣君臣
同庙同庙，，在封建时代在封建时代
可算是独例可算是独例。。

武侯祠武侯祠，，殿内楠木殿内楠木
巨匾林立巨匾林立，，众多书法众多书法
家的手迹悬于四周家的手迹悬于四周
和高堂和高堂。。雕梁画雕梁画
栋间的色彩明快栋间的色彩明快，，
少了一点厚重感少了一点厚重感，，
却能让人呼吸到却能让人呼吸到
市井中自由的空市井中自由的空
气气。。也许是因为蜀也许是因为蜀
相诸葛亮相诸葛亮、、蜀帝刘备皆出于民间蜀帝刘备皆出于民间，，总要总要
沾点民间气沾点民间气，，才不枉费他们最初的相遇才不枉费他们最初的相遇
和最后的相惜和最后的相惜。。

一身蜀风一身蜀风，，我与成都相辞于清晨我与成都相辞于清晨，，
水气迷蒙之间水气迷蒙之间，，无法将成都之美一一看无法将成都之美一一看
清清。。或许下一回或许下一回，，待我更通透待我更通透、、阔达阔达，，再再
来细细描述她吧来细细描述她吧。。

人勤春早追梦忙。又是一年如花五月，勤
劳的人儿早已舒展开了拳脚，开启了新一年的
追梦之旅。犹记得，自己成为一名建筑从业者
的日子，那个明媚的春日，我挽起长发，身着漂
亮的裙装，行走在如今日这般温暖的阳光下，
一路感受着春的气息来到了建筑工地。从此，
我穿上了干练的工装，而那些漂亮的绣花裙子
就成了压箱底的“宝贝”。

都说女人如花，绚丽芬芳，或优雅，或奔
放，或婉约，或热烈，恰如梅艳芳《女人花》的旋
律那样优美动人。我们建筑工地的女人不就
是一朵朵美丽的女人花吗？我们身着工装，头
戴安全帽，行走在钢筋混凝土的工地上。有的
架着测绘工具在现场测量，为一幢幢拔地而起
的建筑提供最精准的数据；有的手握施工蓝
图，为先进的施工工艺和施工流程出谋划策；
有的带着文件夹和卡尺，为给客户们提供不差
毫厘的产品乐此不疲。此时此刻，看到这样的
画面，顿时觉得这些认真工作的女人们不就是
春天最美好的风景嘛。

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作，没有什么事是轻而
易举就能完成的。我们刚毅坚强，是一朵朵向
阳而生的花；我们勇敢追梦，把自己最美的青
春年华都投入到伟大的建设事业中去，看着一
片片荒地变成繁华的街市，一座座拔地而起的
高楼，这就是我们最骄傲的时候。当我站在工

地之中，看着春天的朝阳缓缓升起，照耀在一
座座闪闪发光的建筑上的时候，我为自己是建
筑大家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也为这一朵朵盛
开在钢筋和混凝土之中的“花朵”感到震撼，谁
说女子不如男，我们也和男性一样在艰辛的环
境中辛勤工作，为建设事业添砖加瓦。

女神美丽尽绽放，追梦之心赛儿郎。
于是，在这个随花绽放的季节里，趁着单

位组织开展“绽放女人美”女神节摄影活动，我
们褪下久经风霜的工装，换上了压箱底的裙
装，在摄像机面前尽情地展现建筑女性的风
采。

此时，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一切美好的
画面记录下来，于是我拿起画笔，墨为姿，花为
裳，将墨凝聚在笔尖，将花跃然于纸上，勾勒线
条，填充上色，最后呈现的便是我们如花似玉
的模样，我们如男儿般的坚韧和刚强，还有我
们在新时代里不断追逐梦想的力量便成了画
的背后那坚不可摧的支架。

春日如画，画如你。

山岚氤氲话成都山岚氤氲话成都
□ 沐 墨

看山看水、看古看今、看城看人……都是旅行的乐趣，诗和远方也许在千里之外，

又何尝不在咫尺之间？春暖花开时，出去走走吧

古老背是湖北猇亭的一座古镇，已
有1000多年历史，三面环山，一面临水，
只有水路外通。山川地势的安排，注定
了古老背以水码头开埠立世的出路。古
老背说来有五个码头。最早的是庙河码
头。那时的猇亭，叫兴善坊。兴善坊渡，
指的就是古镇庙河的古渡了。

清嘉庆八年，从安徽迁来的汪氏族
人，在古老背下正街聚资开办了“汪泰
丰”商行。开业后商号顺风流水，购销两
旺。精明的汪氏在织布街临江建花纱布
货运码头，这是民营商业在猇亭建的最
早的商贸码头。“汪泰丰”打造木船，运销
商行货物至荆沙、武汉、苏杭一带。古老
背驾船、挑脚的人们，也云集在柳树河。
这些人由外地流浪栖息于此，做起了下
力的营生。渐渐地形成了船帮、力行。

1915年，沙市“合利贞”“亨记”轮船
公司开辟宜昌航线，在古老背设客（货）
运码头，随船代运古老背港进出的土特
产及生活急需的日用百货。这时的古老
背，因纺织业的引入，催生了百业繁兴。

古镇织布街应运而生，家家纺
纱，户户

织布。古镇成为方圆数百里的商贸货物
集散中心。每逢日暮，一队队马匹、挑
夫，驮着或挑着各类山货特产、棉花土
纱，成群结队地从下街尾摇摇晃晃地走
进老街。马帮铃响，把古老的商镇搅得
骚动不安、人声鼎沸。

这是古镇商贸业的黄金时期。古镇
的三条半街，码头帆樯林立，栈房骡马嘶
鸣。在 1934 年《湖北县政概况》“宜都
县”中所述：宜都江北商贸最著者，首推
古老背……1940年，日寇侵入猇亭，致使
古老背航运中断。1943 年 6 月，日寇在
新正街码头制造了“古老背惨案”，杀害
乡亲122人，伤残120人，给古镇留下了
深深的伤痛。

我醒事的时候已是 1960 年了。原
来的“汪泰丰”码头已收归长江航运公
司。每天清晨，“沙宜班”客轮的汽笛还
未鸣响，古镇搬运站工人就自豪地走上
客运码头趸船，扛起一百多斤重的大货
包，爬上堤岸。

夏收过后，大路上来来去去的都是
牛拉的板车。麻袋里装着大麦小麦。汪
家巷旁的粮食仓库前，排起了长队，一直
排到了古镇堤防的内堤上。到处都是卖
粮的人。到了秋后，这样的热闹又会重
复。这次登场的是棉花。手推车上鼓鼓
囊囊的花包膨胀欲破，在路上相互拥挤，
使不宽的大路变得更窄了。这时古老背
的三个码头，每天太忙了。码头上经常
停靠着南来北往的木船，运来了百货、煤
炭、石灰、水泥、砂石；运走的是粮食、布
匹、棉花、生猪……

1977 年冬天，川汉天
然气管道公路改

道古老背，在古
镇 老 街 由 汽

车轮渡过江。这一天，只见一辆红色班
车鸣着喇叭驶进古镇。古镇沸腾起来，
等候多时的古老背人，蜂拥着挤上客
车。从此，由长阳发来的长途班车途经
猇亭，经云池的纱帽山到达枝江、当阳、
沙市、武汉等地；而全国各地的货车经猇
亭轮渡过江，远达恩施、四川、云贵等地。

从此以后，古老背轮渡码头热闹非
凡。南来北往的汽车，在江边推进涌
出。沿路的老街，饭店，旅社、商店依次
展开。卤蛋、花生、瓜子、糖葫芦的香味
在小贩双手的招摇下飘得老远。

当日历飞快地翻到21世纪，便捷的
陆路交通轻而易举地取代水路运输。长
航的“沙宜班”停了，古老背的汽渡也停
了。老街，只剩下了渡江的客运码头，其
他码头渐渐被苍苔覆盖。古镇人在惊诧
和喜悦中度过了许多年，沸腾和骚动的
心情经过多年的沉淀，对此早已习以为
常处之淡然。历史的进步总会留下一些
遗憾。

如今的猇亭，三峡机场坐落其间，
318国道横贯东西，高速公路擦肩而过。
楚之西塞虎牙江关，早已“一桥飞架南
北，天堑变通途”。

驻足老街江边，脑海忽然冒出李白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
著名诗句。当年李白泛舟飘然过猇亭，
感叹轻舟顺流直下飞快神速。想不到往
事越千年，猇亭人如今外出更加方便快
捷。当展翅的银燕划破三峡机场的上
空，飞往北京、上海、广州时，往来上万
里，只在弹指飞灰之间，顿使李白千古绝
唱，已成往日云烟。

随着生活功能区的内移，古老背码
头冷落了，但老街的人们并不甘寂寞。
他们每天三五成群地坐在明清古居的屋
檐下，细细品着清香浓郁的绿茶，述说着
古镇水码头过去的黄金岁月，咀嚼着那
挥之不去的绵绵乡愁……

沧桑古老背
□ 高克新

春日如画，画如你
□ 陈良苹

成都独有的市井气息和蜀文化的氛围，吸

引了自古以来不少诗人学者前来穷究，并最终

在此尘埃落定

我们是一朵朵盛开在钢筋和混凝土之

中的“花朵”

古镇人沸腾和骚动的

心经过多年的沉淀，对此

时的寂静早已淡然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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