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几江长江大桥通车是2016年7月8日，这是江津第四座
长江大桥，使城市两岸连成一片，融为一体。长江北岸那些历史
悠久的名胜景点也重获了新生，闻名遐迩的传奇故事，向人们重
新展露出她的历史分量和文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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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头条大赛（第1季）我离开老屋已经是35年前的
事了。那年我只有18岁，一纸大
学录取通知书把我和老屋分隔开
来。欢天喜地也好，乐不思蜀也
罢，都难以概括我当时兴高采烈
的心情。

此后的我，在长江边上的一
座小城娶妻生子，安家落户。

住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目
光穿越千山万水，回忆起老屋，思绪却越来越稠，越来越重。
我有时想，那老屋其实是用时间一把一把堆砌而成的，而时间
却一直在老屋的墙上不停地游走。

老屋在嘉陵江边的一个小山村，母亲也是在18岁的花季
走进老屋的。我不知道当初的老屋是啥模样，但我清楚地记
得，在我初中毕业以前，老屋始终是：茅屋，土墙，土坝子，煤油
灯，雨天漏雨，夏天闷热，柴烟熏得睁不开眼，堂屋与灶屋相
连，茅房与猪圈通用。

在农村，修房造屋是所有父母一生必须经营的头等要务，
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儿子的婚姻大事与香火延续。因此老屋的
时间简史，其实就是儿子的相亲娶亲史。由于工厂招子弟工，
大爸一家陆续离开了老屋，只剩下我称之为三哥的幺儿在
家。转眼三哥到了该提亲的年龄，可介绍的女方还没登门，只
是远远朝老屋一望，丢下一句话：盖在房上的草还没有一背
荚。亲事自然是告吹了，三哥也暗自落泪。

好在不久，老屋终于迎来了第一次容颜的改变。那时候，
家庭联产责任制已经开始实施。秋后，家里的粮食第一次装
满了所有的器具，全家人也第一次放心大胆地吃起了白米干
饭。那个饭香啊，至今还在嘴里萦绕。手有余粮，开始造房。

父亲请来亲戚和邻居，挖窑烧瓦，锯木备料，夯实地基的
厚度，增加土墙的高度。一个冬天过去了，一幢崭新的瓦房建
成了。

那天夜里，微醺后的父亲坐在月光照耀的屋檐下，居然第
一次拉起了二胡，有板有眼地唱起了《东方红》。一旁的母亲
满脸洋溢着幸福的样子，一会儿从堂屋走到灶屋，一会儿又从
柜子里捧出一大把花生。如今，父亲虽然也离开我们十年有
余了，但那天夜里的情景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此后，给三哥提亲的媒人不请自来，用母亲的话说，简直
是“踏破了门槛”。然而，结束了单身生活的三哥，却不知从哪
里嗅到了什么味道，两三年后就带着三嫂去了县城，凭着自学
的修理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手艺，给一家百货公司搞电器维
修。也许，连三哥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走，三哥却从此把老
屋抛在了身后。更没想到的是，他现在手里经营着好几家公
司，不但在城里买了房，还在湖北利川苏马荡买下了避暑房。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此后，我、姐姐和妹妹也都陆续离开了老屋，剩下在家务农
的二弟和在西藏当兵的幺弟，与父母一道继续着老屋的时光。

老屋的第二次容颜改变，用轰轰烈烈来形容也不为过，可
惜我没有亲见。

大概是父亲去重庆的一家钢厂打工挣了钱，回来就开始
打起了老屋的主意。直接的动因依然是为弟弟娶亲。这次父
亲推了土墙，砌了石墙，拆了瓦房，加了砖墙，填了粪坑，翻了
茅房，一楼一底的小洋楼真有点拔地而起的感觉，伫立在稻田
竹木之间，格外显眼，格外自豪。然而，幺弟从部队转业回来
后，并没有把老婆带回老屋，而是直接在城里买了房，安了
家。当偌大的老屋空空的只剩下父母和二弟居住时，我不知
道他们的心里是否会有某种失落。

每年春节，幺弟照例是提前打来电话：好久回老屋去？这
里，老屋早已经和老家画上了等号。尤其是当父亲走后，母亲
更是不愿离开老屋半步。逢年过节把母亲接到城里，她总是
寝食难安，嚷嚷着要回家。

可是，老屋在我们的眼里却一天天地变得陌生起来，每次
回去也只是了愿般地东瞧瞧西望望，只是以老屋为背景，或
坐，或俯，或仰，摆几个姿势，换几种表情，取几个镜头，然后发
到朋友圈里供人点赞，以此证明自己与老屋曾经有过的瓜葛，
就算是仅有的一点念想了。

接母亲进城是我们心中持续了十多年的一个难题。母亲
守着老屋，常常会自言自语地发出感叹：娃儿们现在都不回来
住了，好可惜哦。

前不久，二弟生病住院并很快恶化，撒手人寰。我们几姊
妹一致决定把快到八旬高龄的母亲接到妹妹家里长住。大概
母亲也已经有了某种感知，离开的时候，母亲先是默默地解开
了套在狗脖子上的绳索，然后由妹妹搀扶着一步一步地走出
了老屋。

昨天夜里，弟弟在电话中兴奋地告诉母亲，村支书已经联
系了他，要把老屋改成农家乐，要把老屋旁边的小河沟建成大
鱼塘，老屋对面的几大片土地已被整体规划为蔬菜基地。听
到这，母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露出了笑脸，抑制不住内
心的激动，不住地说道：这下好了，这下好了。那一刻，我仿佛
看见，定格在母亲身后那一大把一大把的时间又在老屋的墙
上游走起来了。在我的心里，一种洗去了忧伤的乡愁也开始
萌芽了。

（作者单位：万州区文化委）

时间在老屋的
墙上游走 梅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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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
少五十岁上
下的城市人
大多是从农
村 通 过 升
学、打工、创
业而离开家
乡的，而老
屋留在生命
中的点滴记
忆，积淀成
了人生的底
色，成为远
行游子的乡
愁，也或多
或少地记录
着这个时代
的 发 展 轨
迹，总是让
人回忆和怀
念。这篇文
章通过老屋
及其变迁的
回忆，记述
了作者的人
生轨迹和情
感变化，有
自豪，也暗
含了淡淡的
忧 伤 和 遗
憾，但最终，
空置的老屋
在新时代获
得再生，蕴
含着美丽乡
村 的 新 前
景。

蒋登科 重
庆市作家协
会副主席、
西南大学教
授、博士生
导师

庆 祝 改 革 开 放 40 年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那一天，我起得比往常早，换了双轻便的休闲鞋，早早来到南桥头。天
气很好，一清早，和煦的阳光洒在了江面上，也洒在了崭新的桥面上。

桥上正在开庆典大会。我站在南桥头，望着庞大坚固的桥墩和承载巨
大桥面的高高悬索，想起了江南和江北很多往事。

这里曾经被江津人戏称为“天堑”——“走遍天下路，难过江津渡”，这无奈
之叹曾长久地回旋在大江两岸。1997年之前，江津主城没有一座长江大桥，
那时，人们过江在通泰门码头，汽车过江在东门码头，而江对面是中渡街码头。

东门——中渡街是客车货车通往重庆成都的必经之路，车渡承载着来
往于两地的重任。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的早晨，汽车过江都会在长江两岸
码头排队，如果遇到大雾或车多，汽车就会在两岸摆起长龙，少则等上一两
个小时，多则要等上半天。要到重庆、成都办急事的旅客，只好在岸边捶胸
顿足、呼天抢地。等到了目的地，黄瓜菜都凉了。

往日那一声声叹息，却在2016年7月8日这一天终结了。
剪彩仪式后，我随潮水般的人群一起拥上桥面，用脚板去体验桥面的结

实与平整，去丈量大桥的长度与宽度，去感受希望与快乐。
望着北桥头，我忽然停下了脚步，抬眼直直地望着北岸江边，思绪翻腾。
记得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重庆上大学，一个周末回家，从重庆到

江津中渡街，汽车经过两三个小时的颠簸，来到码头，可轮渡船还在江南，还
没有开过江北来的迹象，加之有些疲惫，便下车来，伸伸懒腰，到江边洗洗
手，提提神。不料，刚挪动了几步，一辆货车映入我的眼帘，是一个多小时前
在歌乐山山洞超过我们的那辆，记得当时它的车速很快，溅起一团泥浆到我
们车上，驾驶员是个帅小伙，所以我印象很深。

帅小伙的货车排在我们前面大约有十来辆车的距离，只听到前面传来
一声惊呼，不妙，有事故发生。原来，那个帅小伙不放心车上的货物，下来查
看，当他来到车尾打量，身后一辆货车向前溜，不知是司机忘了拉手刹，还是
坡路太陡，抑或刚下过雨路面太滑，帅小伙并没发觉身后的动静，瞬间被那
货车猛烈撞击在了两车之间，动弹不得，虽然在众人的帮助下他被抢救出来
了，可送到医院后还是命归黄泉，酿成了一场悲剧。

类似的悲剧，其实江南也发生过。悲剧的主角还是我的一个同事的父亲。
那一天，老人家准备渡江到中渡街走亲戚吃喜酒，可是，偏偏遇上大

雾。老人早上六七点钟就起床，八点多钟就到江边等轮渡，站了两个多小
时，等到云开日出，轮船才开渡，老人过江心切，一脚踩空，从跳板上滑进了
滔滔长江。经过船上船下的人奋力抢救，还是没有把老人救上来。每年的
这一天，家人带上香烛纸钱来到江边烧钱化纸，寄托哀思……

我站在宽阔、平整的几江大桥桥面，望着不远处消失的中渡街车渡遗
址，心里明白，这类悲剧一去不复返了。

几江长江大桥大大缩短了江南江北、旧城与新城的距离。
过去，从江津到重庆主城，即使天气正常，渡船正常，也要花两三个小

时。现在，几十分钟就到了；过去，洪水一旦超过警戒线，长江就要封渡，轮
船就要停摆，江津主城整个交通动脉就会瘫痪。现在，不但没有了滞留两岸
的纠结和担忧，江南的几江城区和江北的滨江新城由十八公里缩短至两公
里，实现了“一江两岸”同城发展。

变化最大的，当然是北岸的中渡街码头。过去，这儿只有半条小街，街
上只有十多户人家，几乎清一色的瓦房和少数茅草房。如今大桥建成，小小
的中渡街不见了，原来的街顶上，一条宽阔的四车道公路代替了那条黄土
路，一排排高楼矗立在江边，江边公园替代了那些瓦房，汽车轰鸣代替了小
铁匠铺的打铁声，一切都变了模样，换了人间。

更令人欣喜的是，江北那些历史悠久的名胜景点也重获了新生，那些闻
名遐迩的传奇故事，向人们重新展露出她的历史分量和文化情怀。

大桥通车庆典之后，我来到离北桥头不远的圣泉寺遗址。
圣泉寺不仅是一处风景名胜，而且还是二十四史人物中唯一一位江津

人——明朝工部尚书江渊儿时发奋读书的地方。我多年前就想来凭吊先
人，但过去道路难走，荆棘丛生，如今，大桥修通了，我的夙愿轻易就实现了。

几江大桥的建成，让身边的花果山不再高耸，变成了人们赏花踏春的好
去处。北桥头不远有一座石佛寺，史书上号称“西蜀第一禅林”，和大足石刻
修建时间差不多，建于宋哲宗赵煦年间，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我一直有到
此一游的愿望，但是，有一江之隔，得排队渡江，路也不好走，爬上山腰，累个
半死。如今大桥通车，不仅圆了我的梦，更圆了江津百姓的千年梦想。

（作者系江津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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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反映
一 个 城 市

“破茧化蝶”
的成就，其
写作素材不
胜枚举。作
者却以小见
大，抓住几
江大桥的诞
生，用倒叙
手法，撷取
两个八十年
代发生在江
津东门、中
渡街码头的
悲剧事故，
将历史和现
在的变迁，
在平静的叙
事意境中娓
娓道来。既
有对过去的
唏 嘘 和 无
奈，也有对
大桥通车后
的喜悦和欣
然。尤以结
尾的点睛之
笔：实现了
我凭吊圣泉
寺的夙愿，
使“一江两
岸”同城发
展的建设成
就，蕴含了
更深远的历
史文脉和人
文情怀。

刘建春 重
庆市散文学
会会长

不久前的一个早晨，走过门前那条长满野草的小路，母亲连一句搪塞的话也没
说，很听话地坐上了妹妹家的小车，朝三十里路外的县城驶去。母亲成了最后一个离
开老屋的人。那时候，太阳刚刚出来，照在母亲瘦弱的身上，有些暖意，有些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