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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重庆市渝中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我爱重庆 专辑

探求重庆母城文化，今天我们走进大溪沟。
在历史深处，大溪沟的光芒如此耀眼。革命志士在这里呐喊战斗，建筑遗迹谱写下重庆城的秘史，众多的传奇故事被珍藏于此，大溪沟曾经的兴盛与喧哗，依然还在

历史深处回荡。而未来，大溪沟的光耀会得到传承，文化创意园区、马鞍山传统风貌区、滨江创意走廊建设将为重庆再添亮丽的风景线。
从历史深处到母城的未来，大溪沟的风云变迁，给予了我们仔细品读它的理由。

“大溪涓涓，沟壑交汇，清流潺潺，漫山
碧透。得山水之灵气，大溪沟街名沿袭至
今，秀外慧中亦自古皆然矣！”4年前，我在
《大溪沟赋》的开篇如此写到，我一直认为
“秀外慧中”四个字，不仅最能说明它的前
世今生，也最能够概括它的本质特点。还
是在这篇《大溪沟赋》里，我用这样的语言
为大溪沟的“秀外慧中”佐证，“秀在山水独
特，风姿绰约；慧在人文精华，底蕴丰厚。”

《大溪沟赋》完稿后，连我自己也甚觉
奇怪，因为写《大溪沟赋》我并没有像其它
街道赋那样苦思冥想，更没有绞尽脑汁，有
些语言几乎是信手拈来。我想，也许在冥
冥之中应验了我与大溪沟的某种缘分吧。

还是孩提时，我就从母亲那里听说了大
溪沟。那时我还在涪陵，刚满5岁，母亲带我
到重庆，我第一次看见汽车，第一次闻到了
一股很奇异的味道，母亲说那是汽油的味
道。我依稀地记得母亲带着我左弯右拐，来
到一条木板房紧挨着木板房的老街道，再从
一条小巷穿进去，是一个已经有些斑驳的院
落。她在门前站立少许，没进院门，只朝里
院里望了望，对我说，这里是大溪沟。

母亲故去后，听舅舅讲，母亲就是出
生在大溪沟，在这里度过了她的少女时
光。她刚满16岁，就被一顶花轿抬到了
婆家，从此开始了另一种人生。也就是从
那时起，只要一想到大溪沟，我总会想起
母亲，想到她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想到
大溪沟与我生命的联系，故对大溪沟有一
种特别亲切的情感。

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我几乎走遍了大溪
沟的大街小巷。印象最深的则数人和街，街
不长，也不繁华，但我总觉得有一种内在的
气质，这气质源于它散发出的书香。街的头
尾是学校，中间是学校，毗邻也是学校，来到
人和街，几乎听不到市声的喧嚷。

重庆市设计院也在人和街，我曾在人
和街附近的高楼俯瞰过重庆市设计院，那
是一个黄昏，整个大院被夕阳的余晖笼罩

着，当夜幕降临，大楼里的灯光依次点燃，
大院显得格外安静。这是一种杜绝了浮
躁，显得既沉稳又自信的安静。

人和街的前身叫“孤儿院街”，源于著
名实业家、慈善家刘子如。1914年2月，
他出巨资在重庆创办了第一所教养兼施
的私立孤儿院，这在当时的四川也开了先
例。据统计，刘子如先生共资助了48000
多银元，用于孤儿院的生活教育之用，为社
会培养和输送了不少有用之才。因为这所
孤儿院，成就了嘉陵江边一条街的雏形，便
口口相传为“孤儿院街”。“孤儿院街”作为
街名听起来总觉欠雅，1946年，当局依顺
民意，将孤儿院街改名叫人和街。

我在《人和街赋》中这样写到：“人和皆
大美，大美皆人和……漫漫古道傍一江碧
水，幽幽小径伴一路悠香。满街四季常绿，
方圆八面芬芳。真理火种，闪烁至今；先贤
足音，犹闻耳旁。高高楼廓，笑意盈盈；深深
庭院，书声朗朗。精英荟萃巧绘城市蓝图，
园丁遍布共育华夏栋梁。阅不尽楼廊尽头
诗词歌赋；听不够百姓院落乐韵绕梁。”

因为对大溪沟情有独钟，我先后为大
溪沟创作了4条街道辞赋，前不久完成的
《红球坝赋》，使我对红球坝又有了更深的
了解。为了更清楚地弄清红球坝的来龙
去脉，我先后咨询了著名人文学者何智亚
先生和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程武彦先生，
他们从世界二战史和陪都文化史的角度，
给我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史料，使我下笔更
加从容。在《红球坝赋》中，我这样写到，

“昔日之马鞍山，型若马鞍，起伏跌宕，山
道蜿蜒，林木苍翠。群贤毕至同怀民族大
义；精英齐聚共商国家大事。沈钧儒夫妇
寓居良庄留下佳话；王炳南伉俪漫步山道
传为美谈。茅盾、邹韬奋、范长江为社稷
奋笔直书；史良、李公朴、沙千里议国事袒
露丹心。岁月荏苒马鞍山名人故居依旧
尚存；人世沧桑红球坝抗战史话流传至
今，为山城之幸，半岛之福，善莫大焉矣！”

前不久，我和著名作家，重庆作协名
誉主席黄济人先生一行，又到大溪沟实地
考察了一番，我们从位于人和街尾的第八
步道信步而上，再从中山医院旁的石阶梯
道直行而下。我们像鱼一样穿行在大溪
沟，近距离触摸着渝中半岛的历史文化，
体会着重庆独特的街巷之美，庆幸这里的
诸多历史文化遗址保持相对较好，这不仅
是大溪沟的幸运，也是重庆城的幸运。

更值得幸运的是，重庆人民大礼堂，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人民广场等一批驰
名中外的现代经典建筑，也在大溪沟。走
访的结果，让我对靠近长江沿岸的下半城
和靠近嘉陵江沿岸的下半城，有了切身的
体会，前者具有显著的工商、金融特征，后
者具有浓郁的人文、历史氛围。大家不断
为大溪沟丰富的历史遗址和幽静的街巷
之美发出感叹。尤其是对抗战陪都历史
颇有研究的黄济人先生，他由衷地说到，

“大溪沟真是一块文脉丰厚的宝地啊！”
也许是前世有缘吧，我儿子如今也供职

在大溪沟人和街的重庆设计院，我们经常在
一起谈论大溪沟，我对他说，你一定要珍惜
秀外慧中的大溪沟，连同这里的每时每刻。

（作者单位：重庆市渝中区新闻信息中心）

建行龙支付

在大溪沟深处（二首）
刘清泉

山城步道

又叫第三步道，其
实就是张家花园街

自人和街起，在层层
叠叠的石阶抬举下

直通上半城的观音岩，终点中山医院
行程恰似一个比喻的基本结构——
有本体，用喻词，通喻体
走过这条步道，也就走过了完整的人生

步道两边是爬满常青藤的灰墙青瓦
经年的黄葛树在晴好的日光里显得更加老成
便利店随遇而安，周遭慵而不懒
茶舍和健身器材摆放在一起，露出和而不同的
质地。普通花茶的味道在巷子里悠悠浮动
想象的清净正好浸润了现实的身体

身体里住着一个起伏的重庆，烟火和战火
往返折冲，在张家花园形成沟回
浓缩了整个陪都时期的乱和不甘的寂寞
棫园有风，吹散花茶香，也吹开头上的阴霾
三寸金莲不再踟蹰，高跟鞋不再凌虚高蹈
四根乳白石柱撑起的巴蜀学校，回荡着

“抗战九问”的慷慨之声，从重庆第一座
私人孤儿院传出的，不再是孤苦、伶仃和悲愁
还有下江人的生活方式，给这条蜿蜒步道
留下长长的冲击波

走完山城步道，夕阳缓缓西沉
坐上回家的轻轨，轻轨也在爬坡上坎
穿房过屋，和步道一样，影子尾随着影子
把我和一群不再平静的人
从大溪沟引向更深的深处……

重庆报告

真正的历史应该是一部修正史
九十八年前，四十个重庆青年最早使出了

“现在和未来与邪恶进行斗争的手段”
“建立一支红军队伍”的鲜明主张
照亮了惨淡的夜空。划时代的星火
一直在燎原

激发更多的赤子热血。三百颗青春的心脏
在中法学校蓬勃跳动，正义之声振聋发聩
革命的先驱，运动的中坚，在这里集结、出发
是历史把大溪沟推向了革命运动的前台
也是历史把今人的视线聚焦在红色的基座上

“三·三一”惨案中献身的英灵和
因此而壮烈的杨闇公欣慰地笑了，一朵朵
蒲公英的种子，顺着不可逆转的风，布撒在
广袤的土地上，开出了绚烂，结成了丰硕
历史写在厚重的册页上，或许真不能告

诉未来
却一定可以诠释信仰

这就是重庆报告，血的记忆，根源，孕床和
摇篮。历史如两江之水奔流不息
掩卷，可听见浪花的呼吸，两岸的合抱
以及稍远处不绝的掌声

注：诗中引文源自《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
组织的报告》（简称《重庆报告》）。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春天里，去了一趟大溪沟，翻开了这厚
重历史的画卷，慢慢地品读着，历史风云扑
面而来，一处处历史遗址，让人目不暇接，
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故事，让人震撼。

大溪沟有着红色的记忆。伫立在人和
街一幢大楼的侧面，瞩目着这面巨大的党
史文化墙，三面鲜红的党旗，像火焰一般地
跃动着，映衬着上面几行醒目的文字：重庆
最早的中共党组织诞生地，1926年1月，冉
钧、周贡植、缪云淑等在人和街“中法学校”
成立重庆最早的中共党组织——中共重庆
支部。大溪沟，多么令人骄傲啊。

中法学校，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创办的
第一所干部学校，这是一所令人敬仰的学
校。它是吴玉章等同志为培养革命力量，
于1925年在重庆人和街创办的。这个学
校为中国和四川的大革命运动培养了一大
批骨干力量，许多人成长为革命的中坚，为
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原国家主席杨
尚昆、原公安部长罗瑞卿、原重庆市长任白
戈以及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文
艺界卓越领导人阳翰笙，就是这个学校的
学生，还有红三军军长徐彦刚、红七军军长
张锡龙等也是从这个学校走出去的。站在
遗址前，想着学校培养出来了这么多的人
才，不由感慨万千。

大溪沟浸蕴着深长的陪都时期的抗战
文化记忆。漫步在枣子岚垭和马鞍山一带
的街巷，这里曾经是沈钧儒、史良、李公朴、
茅盾、邹韬奋、黄炎培、沙千里等著名民主
人士居住和活动过的地方，他们在这里长
期从事抗日救国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
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同时，这里也是中共中
央南方局外事组办公和同各民主党派、进
步民主人士聚会、共商国是的活动地方，这
里的沈钧儒旧居——良庄，就见证了那个
风云时代的故事。

良庄原是一幢普通的官邸，因为沈钧
儒和茅盾的居住，就此热闹起来。一大批
社会名流、爱国民主人士、知名作家等纷至
沓来，就近租房而居，时常相聚于良庄，良
庄就成为仅次于上清寺特园的民主党派汇
聚的场所。我屏住声息，仿佛就听见了先
生们的高谈弘论，时而激越，时而低沉，他
们在为天下之忧而忧，他们在为将要诞生
的新中国而出谋划策。抚摸着没了光泽的
门扣，手心沁出一丝汗来，是为叠合了茅盾
先生的手印么，想着，心里就是一番激动。

我站在良庄门前，读着墙上的介绍文
字，竟发现茅盾先生的著名文章《白杨礼赞》
就写于这里，大喜于心，我喜欢茅盾先生的
这篇文章，第一次读它时，还是读中学的时
候，而且是从他人的手抄本上读到的，至今
家里还珍藏着一份油印的《白杨礼赞》。

大溪沟有着重庆地标建筑——重庆市
人民大礼堂，它就是矗立在重庆人民心中
的丰碑，无可替代。这座修建于上世纪五
十年代初的仿古民族建筑群，气势雄伟，金
碧辉煌，是中国传统宫殿建筑风格与西方
建筑的大跨度结构巧妙结合的杰作，以其
非凡的建筑艺术蜚声中外，被评为“亚洲二
十世纪十大经典建筑”。我国建筑界泰斗
梁思成先生评价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为“二
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古典建筑划时代的最

典型的作品”，1987年，英国皇家建筑学会
和伦敦大学编写的《世界建筑史》中，首次
收录了新中国建国后的43项工程，其中重
庆市人民大礼堂位列第二。重庆直辖后，
大礼堂前拆除围墙，改建为有草坪与喷泉
的人民广场，成为供游人参观游览和举办
节庆集会的重要景点和场所。当我漫步在
宽敞的人民广场，就会想起一代伟人邓小
平、刘伯承和贺龙当年修建大礼堂的宏大
气概和为之付出心血的博大情怀。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重庆人民大礼
堂相对而立，建筑顺地势地貌而建，貌似从
山体中雕琢而出，建筑由弧形的外墙和玻
璃穹顶构成，外墙上镌刻着一幅大型浮雕，
气势恢宏，内涵深邃。馆内藏品众多，出土
文物以巴蜀文化遗物为主。传世文物中，
名家书画、历代名窑瓷器、明清紫砂、历代
钱币、各代碑帖、玉器、竹木牙骨器、丝绸和
西南民族文物等，均有系统的收藏。对四川
及重庆近代以来的太平天国、重庆教案、开
埠设关、蜀中同盟会、中共四川地下党、抗战
陪都和正面战场等重要的历史进程，都有形
象的文物资料反映。漫步在博物馆内，从

“壮丽三峡”里看见了三峡的历史和文化精
神，从“远古巴渝”里看见了重庆的历史源
流，从“抗战岁月”里看见了抗战文化，从“城
市之路”里看见了重庆城市的变迁。有人
说，一座伟大的城市需要一座伟大的博物
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就是我们的骄傲。

厚重的大溪沟里，有大溪沟电厂专家
招待所旧址可寻，“光明保卫战”可歌可泣；
有“棫园”可看，这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
协会的所在地，有近百年历史的名校——
巴蜀中学可探访，还有山城步道可游览。

大溪沟是厚重的。它厚重得让人仰
慕，厚重得让人敬佩。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庄严雄伟的人民大礼堂 刘昌放/摄

罗光毅

赖永勤

厚重的大溪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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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外慧中大溪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