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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美丽重庆 系列宣传行动 非遗篇

老重庆·重庆非遗散文 选登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重庆晚报 联合主办

征文邮箱：wbfkb88@163.com

纵横古今

感恩有你 爱心无限

“关爱留守儿童，
文学进校园”活动走
进江津贾嗣小学

昨天是冬至，虽天寒地冻，重庆江
津贾嗣小学的校园里却热气腾腾。由
重庆市教育发展基金会、顶新公益基金
会和重庆晚报共同主办的江津贾嗣小
学“关爱留守儿童，文学进校园”活动火
热进行。

重庆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刘路明，重庆市作家协会荣誉主席黄济
人，知名作家、爱心公益人士罗光毅、糜
建国、刘云霞及顶新公益基金会重庆项
目经理蔡智勇等一起走进校园，与师生
们热情互动。小学生们创作的书法、美
术和手工作品，童趣盎然；学生宿舍的
整齐、洁净、清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操场里，在“架构爱心桥梁
筑梦留守幼苗”的横幅下，来宾们参加
了孩子们的12月集体生日仪式，观赏
了孩子们自编自导的精彩歌舞节目。
随后，作家们和教师、专家又对“关爱留
守儿童，文学进校园”议题进行了探讨，
大家各抒己见，为文学走进校园等公益
活动献计献策。

重庆江津贾嗣小学现有学生1000
余人，其中留守儿童和寄宿生都占三分
之一多。多年来，顶新公益基金会积极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与包括江津贾嗣小
学在内的重庆市15所中小学建立密切
联系，积极开展“4+1”项目（“4”包含思
想品德教育、人格品质教育、心理情感教
育、行业养成教育；“1”是指营养与健
康），对留守儿童进行全方位的关爱。

下午，作家们和顶新公益基金会的
志愿者们一起参加了“冬令慰问”，走进
留守儿童家庭，为30位留守儿童家庭每
家送去了1000元左右的衣服、食品、棉
被和医药箱等物品。

据悉，重庆市教育发展基金会、顶新
公益基金会和重庆晚报明年将联合举办

“幼有所育 共享阳光”系列活动，将通
过作家们走进校园送书、采风、开办讲座
等方式，为留守儿童送去更多实实在在
的爱和温暖。

重庆晚报记者 陈广庆

《三国演义》中有两个著名的美女，一是
“羞花闭月”入选中国“四大美女”的貂禅，一
个就是周瑜之妻，连曹操也筑铜雀台而欲锁
之的小乔。如果选“十大美女”，小乔居其
中，肯定不成问题。连同西施、蔡文姬、杨贵
妃、王昭君等等，国人已把她们当作了美的
标准化身，世代流传，几乎形成了极富诗意
的“美女文化”。古代名人的出生与丧葬之
地大多众说纷纭，美女也不例外。小乔有三
墓，便是其中一例。

小乔与周瑜结合，在建安三年，即公元
189年。当时，孙策命周瑜为江夏太守，发
兵攻占安徽皖县，得到了避乱隐居于此的乔
玄和他的两个女儿：大乔、小乔。大乔嫁孙
策，小乔嫁周瑜。小乔对周瑜情深意切，并
随夫征战，参加了著名的赤壁之战。战后二
年，据《三国志·周瑜传》载：周瑜“旨京见
权”，不久“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
卒，时年三十六岁。”考察三国战图，当时有
两个巴丘。一在江西，一在湖南。周瑜所卒
的巴丘应为巴陵，即岳阳附近。小乔死后葬
在那里，这是顺理成章的。其墓还存于今岳
阳市一中后花园内。据说，此地乃当时周瑜
的都督府，直到1914年小乔墓上还有一座
墓庐，岳阳市文物管理所内还保存着庐前的
石碑，上面横刻隶书“小乔墓庐”四字，可为
物证。明代《岳州府志》记小乔“死葬岳州，
今广丰仓内”，而且说“据故志所载。”《明一
统志》也说小乔墓在“（岳州）府治北。”；《巴
陵县志》明言“小乔从周瑜镇巴丘，死葬焉。”

这是史证。
笔者曾搜集到民间四幅相关挽联，言词

凄婉，可算有诗为证。
其一：“铜雀有遗悲，豪杰功随三国没；

紫鹃恨无限，潇湘冷月二乔魂。”其二：“阿姨
渺何在，想当环佩归来，应话洞庭夜月；老瞒
空欲锁，对此松楸凭吊，最难忘赤壁东风。”
其三：“姊妹花残，青草湖畔双雁断；佩环月
冷，紫藤墙外有啼鹃。”其四：“战士久无家，
赤壁清风苏子赋；佳人犹有冢，黄陵芳草杜
鹃啼。”

安徽庐江县城西一公里处，也有一座小
乔墓，与城东一公里处的周瑜墓遥遥相对。
该墓汉砖结构，平地起坟，面东背西。有人
说周瑜死后，小乔抚柩东归，将丈夫葬于庐
江故乡，守墓并抚育遗孤。她死后，也就安
葬庐江。小乔墓一直保存到明代。直到明
末才为兵火所毁。明诗人王有年曾有诗记：

“墓木如经劫火烧，今时潜水归吴朝。凄凄
两冢依城阁，一是周郎一小乔。”清顺治年
间，庐江县官孙宏哲不仅重修墓庐，还写了
《小乔赋》，以示悼念。抗日战争时期，国民
党皖西行政督察专员也对小乔墓作过维修，
真是追思有加。似乎庐江墓也是真的。

安徽南陵县城中，还有第三座小乔墓。
《南陵县志》载，此墓建于乾隆四十四年（公
元1779年），起因是当时的知县高怡梦见小
乔，小乔哭诉自己的真墓应在香油寺侧。于
是高怡命典吏江鲲在香油寺西苑，重建小乔
之墓。《三国志》记，周瑜作过春谷（南陵）长，
小乔死后葬于此，也不无根据。南陵县文化
馆内，保存着一块破裂的石碑，曾为小乔墓
前所竖。碑的正面阳刻（即凸刻）“东吴大都
督周公德配乔夫人之墓”，两侧阴刻（即凹
刻）一幅长联。上联为安徽宿松文人许文权
所撰：“千年来本贵贱同归，玉容花貌，飘零
几许？昭君冢、杨妃茔、贞娘墓、苏小坟，更
遗此江左名姝，并向天涯留胜迹。”下联为芜
湖陶宝森所作：“三国时何夫妻异葬，纸钱酒
杯，浇典谁人？笋皇露、芭蕉雨、菡萏风、梧
桐月，只借他寺前野景，常为地主作清供。”

俱往矣，靓女幽魂！三墓真伪，如遇大
家考证，定有一说。然而我认为，似乎没这
个必要。我们还不能从中瞥见一点点中国
文化之所以常常成谜的原因么？因为我们
多愁善感，我们怜香惜玉，我们感时而伤生！

于是，不想深思，仅此为记。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党委宣传部）

在重庆说川剧，别有一种自豪感，因为
这里是川剧的光华闪耀之地。近年，重庆川
剧院推出的《金子》，曾先后荣获中囯艺术节
大奖、中国曹禺戏剧奖、中国戏曲现代戏突
出成就奖和首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
大精品剧目”称号。

2006年5月20日，川剧被列入国务院
公布的重庆市首批囯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2008年2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由文化部主办的非遗项目颁证仪式上，
重庆市川剧院院长、中国地方戏曲三大女杰
之一的沈铁梅接受了“川剧非遗传承人”证
书。

川剧《金子》的文学剧本，出自已故重庆
本土剧作家隆学义。《金子》改编自曹禺先生
的名著《原野》，在遵循原著精神的基础上作
了必要的调整，以金子的情仇爱恨为主线，
将原先的“复仇戏”改编成一部“内心戏”，突
出了金子身处漩涡中复杂的内心冲突和追
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唱腔和对白川味
十足，还采用了川剧的变脸、帮腔等独特的
表现手段，具有浓烈的川剧特色。同时，沈
铁梅的细腻表演，把川剧“程式”运用得流畅
自如。有评论说。《金子》的成功是全面的成
功，是从剧作到演出的高度完美的成功。《金
子》的荣耀，是重庆川剧界的荣耀，也是全体
巴蜀川戏迷们共享的荣耀。

早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期，因大
量的移民来自多个省份，带来江西弋阳腔，陕
西秦腔，徽调，汉调等多地民间戏曲。而移民
分布全川各地，经过发展融合形成川戏。
按不同唱腔器乐和地理特点，划分成”五声
腔”（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灯戏）；”四道河”
（以成都为中心的上河，以重庆为中心的下
河，以南充为中心的川北河，以资阳为中心的
资阳河。）此后这种分类法让位于各流派间的
合流，各地戏班，名角，名编剧，都逐渐聚集到
重庆、成都两大”戏窝子”。

当年老重庆城的戏院，茶馆，地坝，处处
都能听到高亢宏亮甚至刺耳但独具特色的

川剧锣鼓声。川剧锣鼓音响强大，与今天的
广场舞有一比，都是受到远古下里巴人”巴
歌渝舞”遗传因子的影响。这里说个小故
事：1956年囯画大师李可染创作的一幅山
水画，就是得益于一场川剧锣鼓。李可染是
江浙人，抗战年间寓居重庆，解放后，担仼四
川美协领导的吴凡是他学生。美协地址当
时在化龙桥（今嘉华大桥南桥头）。那年李
可染由北京来渝，重返山城，带学生体验生
活兼搞创作。他们事先没通知川美协，就在
一家旅馆住下。夜里大师正陷入构思的迷
梦中，忽被狂噪的锣鼓声闹醒。正巧，创作
的灵感与画幅的构思相交集，大师兴奋异
常，构思出来了，可再难入睡了。想到这一
通川剧锣鼓，不知该抱怨还是该感谢，急忙
起身给化龙桥吴凡去了电话……就这样，一
幅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地位的名画，诞生在
山城江边的锣鼓声中。那幅画的名字叫《夕
阳下的山城重庆》。

川剧锣鼓是川剧的最大特色，其次才是
变脸，吐火，帮腔等。有人觉音噪，而川戏迷
觉如饮甘露，听来特别过瘾。川剧戏迷有粗
人，有市井百姓，也有文人雅士，名流大咖。
他们常去剧院票戏或者坐馆打玩友。如像
抗战陪都时期，住在北碚的大作家老舍，迷
上打玩友，实为体验生活学川话川言子儿。
郭沫若“十处打锣九处有他”，他嗓音尖细唱
旦角，好比今曰之李玉刚。只要郭氏开唱，

锣鼓声的野旷劲儿，都要圆柔了许多。
川剧剧目众多，”唐三千宋八百唱不完

的三列国”。上世纪50年代，一出《杜十娘》
轰动整个川剧界、文学界。该剧为晚清剧作
家黄吉安所写，黄有着“川剧界莎士比亚”之
美誉，他留下了大批川剧剧本，传唱巴蜀达
一个世纪之久，比如《柴市节》《江油关》等。
他的剧作水准之高、生命力之强，数量之丰，
不仅在当时的川剧界堪称翘楚，就是在百
年后的今天也无出其右者，黄的剧本被川剧
艺人尊称为“不可移易一字”之黄本，足见其
高妙的文学性。

早于《杜十娘》之前的30多年，川戏里
的经典折子戏《情探》轰动重庆。《情探》作者
赵熙是当时重庆名人，他乃晚清进士、大诗
家、书法家，有“四川第一词人”之称。他写
的词，被梁启超誉为“直声在天地，诗名满人
间”。赵熙担任过重庆“东川书院”山长，为
鹅岭题词“第一江山第一台”。赵熙的《情
探》气韵深沉，文词绝妙：“更阑静，夜色哀，
月明如水浸楼台，透出了凄风一派。梨花
落，杏花开，梦绕长安十二街。夜间和露立
窗台，到晓来辗转书斋外。纸儿、笔儿、墨
儿、砚儿，件件般般都似郎君在，泪洒空斋，
只落得望穿秋水不见一书来……”辞藻好，
旋律动听，当年的巴蜀之地，曾被当做流行
歌来唱。有次大作家巴金路过沙坪坝一家
商店，听见留声机在放《情探》，竟在街边站
着，听完大半张唱片。巴金是川剧粉丝，他
写评论说：川剧剧目多而好，表演有独到风
格，台词精炼而风趣，生活味道很浓。从剧
本到表演都够得上三个字：精，深，美。

如今上年岁的老重庆人，谁都能顺嘴哼
两句川戏腔：”明亮亮灯光往前照，耳听谯楼
更鼓敲……”川剧艺术的热火氛围影响着巴
渝大地，仍然受到老百姓喜爱。

（作者单位：重庆出版集团）

雨声（外一首）
米冠南

哎
别关窗 雨正下着
思念正酣睡着
你听 睡得多沉

雨一直下
梦呓喃喃
从无际的夜里
搂了漆黑的风
涌进我耳蜗
我尝试仔细听

我仔细听
听见
雨敲打窗的声音

一字诗
一颗飞过的天星
一枚空洞的虫壳
一卷半萎的香烟
一片虚幻坠落的夜空
一只路旁咽气的鼹鼠
一艘沉没的泰坦尼克
一根空中飘摇的发丝
一束黑暗中
被掐灭的火光
一封坟墓前
被淋湿的书信
一瓣皮鞋下
被踩皱的花朵
一条鲸鱼搁浅在云端
一双鞋子困顿于尘埃
一把伞撑开
雨帘滑落在自己脸庞
却做了伞下
空地的嫁纱
（作者系西南大学附属中学高2018

级学生）

古代名人的出生与丧葬之地大多众说纷纭，美女也不例
外。小乔有三墓，便是其中一例。

川剧名扬巴渝风
张老侃

小乔三墓辨
郑劲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