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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渝中区上、下半城之间的后伺坡，
也就是“巴渝十二景”之“金碧流香”的金
碧山下，即距现在解放碑正南面三百来米
的新华路大梁子斜坡以下（解放东路以
上），这儿古树参天，有两个岁月留下的遗
迹，一是巴县衙门，一是中央公园。

老重庆的中央公园系由1926年重庆
市长杨森取的名，后改叫人民公园。“巴县
衙门”是整个片区的总称（至今靠下半城
有条街还叫巴县衙门）。古代的重庆城是
三级衙门所在地：川东道道台衙门、重庆
府知府衙门、巴县知县衙门。三座衙门连
成一排，巴县衙门居中，始建于北周武成
三年（561年），这一年正是“巴县”二字启
用之始，到今天已有1500多年。一千多
年前的房子能保留到今天吗？不可能。
但到了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年），巴县
知县王尔鉴大兴土木，重建县衙，使得一
座颇具规模的巴县衙门，超过左右两边的
道台和府台衙门，屹立于城中。

巴县衙门有漫长历史。在一幅史料
《重庆府治全图》上，我们可以一睹当年巴
县衙门的全貌。当时的县衙门，虽比道
台、府台衙门级别低，但建筑很有气势，有
常规的大堂、二堂、三堂，同时还外修了一
道仪门，用以发布告示，增加官府威严。

巴县衙门作为知县级衙署保留到今
天，时光越千年，这在全国也属罕见。此
为传奇之一。

“老巴县城就是重庆城。”朋友你听到

过这样的说法吗？“重庆”的命名始于南宋
（1189年），比“巴县”二字晚了数百年。
可是重庆是府，巴县是县，矮一篾块儿，况
且巴县衙门又在重庆府城之内，府城与县
城同为一城，都在今天的渝中半岛上。有
鉴于这种特殊关系，巴县故得“首县”之名
……复杂！现而今的重庆人多数搞不懂
重庆与巴县这本经。举个例子，史书上载
邹容（辛亥革命先驱）是四川巴县人，不少
人误以为是鱼洞那个巴县，实则邹容的出
生地就在解放碑附近，即今天的邹容路。
至于民国时巴县县府迁往鱼洞，是陪都时
期的事。老巴县就覆盖了如今的渝中半
岛，这是传奇之二。

传奇三，巴县衙门出了两个能干县官，
好官。清乾隆时知县王尔鉴是文人，王是
河南人，清雍正八年进士。初时，官居山东
济宁州知州。乾隆十六年，不知是因为何
事而被朝廷降职，一下子从山东调到重庆，
降为巴县知县。降为七品芝麻官的王尔
鉴，业余闲暇喜欢舞文弄墨，这年他征文考
献，创编《巴渝十二景》，为巴渝文化留下永
恒遗产。哪知他文坛得志却官场落败，乾
隆十八年王尔鉴被罢了官，连知县也不是
了，至乾隆二十年复任，仍做个七品芝麻
官。他重操文墨，孜孜以求，终于在乾隆二
十五年（1761年）修成《巴县志》，给巴渝文
脉増添一块巨大的压舱石。另一位县官叫
耿公达，是个武官，江苏人，任职于清光绪
三十二年。他品德高尚，为人正直，严惩贪

腐，被重庆老百姓赞颂为“耿巴县”，民间龙
门阵及故事广为流传。

传奇之四，巴县衙门内藏有国宝“巴
县档案”，此乃是国家历史档案的珍贵财
富。档案记录了从乾隆十七年到宣统三
年，共159年间的内政、外交、财经、经济、
军事、文化、司法等各方面的情况，是中国
时间跨度长、数量最多，保存较完整的清
代县属一级地方政权档案，被史学界誉为

“一座内容极其丰富的文献宝库”。专家
认为，作为文史研究课题，“巴县档案”才
是巴蜀大地出产的真正“百年陈酿”，是
20世纪文史档案的重大发现。

这批档案是怎样发现的呢？1953
年，在重庆西南博物馆任职的冯先生，因
偶然机会去到长江南岸的樵坪场，这个地
方距海棠溪约20公里。不料就在这个很
不引人注目的小地方，在一座古庙内，冯
先生看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文书资料。
拾起一看，珍贵无比，不由大吃一惊……
很快，这批国宝级“巴县档案”，由西南博
物院运回收藏，后移交四川省博物馆。被
誉之为“传奇”理所应当。

就说樵坪场的“巴县档案”吧，怎么会
莫名其妙地出现在破庙里？追溯起来与后
伺坡巴县衙门有关。县衙内设有档案库，
把“巴县档案”锁进“巴县衙门”顺理成章
（事实上也在档案库珍藏了若干年）。然而
日机大轰炸着实疯狂，后伺坡又处在轰炸
中心。怎么办？只好搬迁。这一切在惶恐
不安的日子里显得手忙脚乱，日久渐被淡
亡；待人们清醒过来，已是十年后的那位尽
职尽责的冯先生踏进樵坪古庙……

“巴县档案”的保存与发现，巴县衙门
功不可没，经过也很传奇，至于讲到“800
年前抗蒙山城体系指挥所”的发现，便是
更大的传奇了。2010年5月22日，巴县
衙门的老鼓楼遗址上，一座古代夯土高台
建筑依稀可见昔日的雄伟气势；市文物考
古所经过20多天的考古发掘及反复论证
后，惊喜地向市民证实，这竟然是近800
年前抗蒙山城体系的指挥所——南宋兵
部尚书余玠的帅府所在地。

合川钓鱼城抗击蒙军的战史很有名，
其最高指挥官就是余玠，战事发生在合川，
其统帅府邸在哪里？考古专家一直在苦苦
寻找。万万没料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
全不费工夫。（作者单位：重庆出版集团）

石蟆镇，这个名列重庆市十大历史
文化名镇之一的古镇一点都没辜负今秋
的美丽节令。我到那里的时候，陌上的
花儿正艳，身边是缓缓的游人，缓缓的归
人，呼吸和脉搏不知不觉就被带得慢
了。这是明清年间山野小镇的生活节
奏，当时的寻常已经变作了如今的奢侈。

石蟆镇地处渝、川、黔三省交汇处，
长江之南。自元朝末年建镇，至今已有
600多年。沿街总能遇上明式的瓦当和
清式的雕花，一座座古老的屋宇比史书
更加真实可信。走到老街下场口三角坝
边，会看到一块蛤蟆形状的巨石，当地老
人说这就是石蟆镇得名的由来。围绕着
这块巨石发生过许多奇诡的故事，无一
不是子不语者，当地老人讲得信誓旦旦，
游客只是听得将信将疑……

其实这个小镇的分量并不需要借重
任何传奇，它自古就是自黔北赤水、川南
泸州通往重庆的必经之地，来往的商贩、
行人均在此歇脚。从今天的石蟆镇基本
可以看出从前的规模：客栈、中西药铺、
油、糟房、竹、木、铁器、手工纺织、缝纫、
百货布匹和油腊纸杂店、茶馆等达300
余家，商贸十分繁荣。

从人文上来讲，石蟆古镇更是历史
悠远，文化底蕴深厚。古镇拥有古场镇、
古道观寺庙、古庄园、古山寨、古摩崖石
刻、古墓葬六大景观类型。这众多保存
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布局讲究、结构精
巧，尤其是那风格迥异的摩崖石刻和木
雕，构图别致，造型优美，还极富故事性
和古文化内涵。而小镇最令人拍案叫绝
的，是它独特的边界地理位置赋予它的
神秘气质。

如果拜访石蟆古镇，首先要去的地
方当然是“稿子老街”。

走进老街，如同步入了一条幽深的
时空隧道，古场镇悠悠的古风古韵瞬间
扑入眼帘。老街很窄，宽不过5米，但
长却有 700 米，街面通通由青石板铺
就。布局上，沿街的房屋全都错落有
致，整个场镇利用浅丘脊沿西北方向蜿
蜒而建，看上去如同龙身起伏。街道上
有些坑洼里遍步着绿茸茸的青苔，透着
古旧的气息，而老街的房屋则多系青瓦
顶、木板墙，悬山式、穿斗式木结构，形
成了另一种锈蚀的风景，给人以凝重的
历史沧桑感。

最让人感叹的是老街的屋檐，它们全
由碗口粗的圆木柱支撑着，在木柱的底
部，又由一个敦实的青石来垫基。这种朴
实而实用的建筑风格，不仅充分展现了古
代匠人的智慧，也充分展现了此地建筑受
渝、川、黔三地影响而形成的独特风味。
我们来到老街的时间正逢赶场天，窄窄的
老街，人群熙熙攘攘：老者们肩背背篼，白
帕缠头；年轻的姑娘小伙们则是花枝招
展，服饰新潮。在敞开的老式铺面内，传
统的草药铺、篾匠铺、铁匠铺、剃头铺、小
吃摊、绣花和现代的家用电器、百货用具
商店相辉映，古今相融……

沿着一条高低不平的石板路拐进石
蟆新街，但见街道宽阔，绿树成荫，新楼
高耸，与之前所见大异其趣。在街心转
盘名为“风调雨顺”的雕塑旁，石蟆的朋
友不无骄傲地介绍说：近年来该镇大发
展，城镇面积由0.2平方公里扩展为5平
方公里，形成了古场镇、新街区相得益彰
的三纵三横、七路一街的格局。

在告别石蟆时，我嚼着被当地农民
喻为“致富果”的橄榄，一股酸涩的清香
顿时溢满心头。那滋味恰如石蟆场上
飘逸的古风，既透着巴渝历史的沧桑与
古朴，又蕴涵着时代的变奏与图腾。借
悠悠之古韵，其作为渝、川、黔毗邻地区
文化商贸重镇，集三地文化之精华，成
为了重庆渝西经济走廊上一颗璀璨的
明珠。

（作者系江津区作协副主席）

探访
石蟆古镇

施迎合

我说的渝东南的酉阳山寨漆匠，不是
油刷漆匠，而是生漆割匠，就是割生漆的
人。

生漆，又叫“大漆”或“国漆”，俗称“土
漆”，具有耐腐耐磨耐酸耐热、富有光泽等
特点。在我国，远古时就开始使用：“州厥
贡漆丝（《尚书·禹贡》）。”主要用于传统的
家具、寿木、庙宇厅堂的粉刷。防水防潮
密度强，性能佳。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
汉棺木与漆器，距今两千多年，艳如当初，
硬似石铁。古人有诗赞曰：“生漆净如油，
宝光照人头；摇起虎斑色，提起钓鱼钩；入
木三分厚，光泽永长留。”

酉阳是生漆之乡，优质生漆世界第
一。自古就这样流传：“酉阳几多宝？朱
砂水银楠木生漆……少不了。”酉阳有大
木漆、小木漆、灯台漆、双杈漆等漆树，尤
以灯台漆质为优，是历代进贡朝廷的珍
品。

酉阳漆匠，青藤织篼，楠竹切筒，蚌壳
作苋，月刃为刀。似乎无师可拜，自成手
艺，故无玄奥邪法可言。这么说来，人人
可作漆匠？非矣！有的闻漆而痒，见漆而
肿，要长漆疮。体质不同，因人而异。戴

个烂草帽，穿件旧长衫。那长衫已分不清
土布的颜色，全粘满了黑褐色的漆块。腰
挂漆篼，篼装漆苋弯刀，提着漆筒黑晃晃
地上坡去。

盛夏的清早，晨幕还挂在枝
头岭上，远远望去，薄纱缭绕，如
梦似幻。漆林高矗，鹤立树丛，叶
浓枝壮。漆匠脸现悦色。选一棵
树大桠多的漆树王，树蔸下点燃
几张纸钱，敬献树神。烧了开刀纸，便操
刀破皮，一划又一划，上弯下直，右上左
下，斜划一口，刀尖挑开，皱皮崩落，白玉
漆身。皮沿渗乳，一珠连一珠，珠珠紧相
连，汇成银线淌。赶紧插笕接，笕底现豆
窝，少顷变黑点。这便是漆液了。满意地
笑了，又开第二口，安第二笕子……

漆口不能连开在同一直线，口距相隔
两尺，盘旋而上。安插的漆笕碗，如鳞甲
般披挂树身。左疤右块，伤痕累累，近乎
残忍。这是局外人的同情。行内人都知
晓，成熟了的漆树，不破口排浆，自会饱胀
而枯，被浆液胀死。如此，漆树是挨刀受
苦的命？其实，一身伤痕，为的是把精华
奉献，这就是漆树的风格。

大杈漆树，身高数丈，需用篾条横绑木
棒作梯，方能向上插笕。枝分枝，杈分杈。
一坡的漆树开口放完笕，差不多一大早功
夫，朝阳冒上了东山之巅，牵响了童声与牛
铃。漆匠坐在漆树下，荷包里理出一匹叶
子烟，裹卷了吞云吐雾起来。牛铃响在了
坡跟脚，漆匠大声朝下说：“崽崽些，好生看
哟，莫让牛在漆树上磨皮擦痒哟！”那样会

把漆笕擦掉。吸下最后一口烟，起身从第
一根开口的漆树收笕。

漆匠胸挂漆筒，左手树上取笕碗端平，
右手捏篾铲，从前到后，一篾“吱”地刮下笕
里漆液，二指宽的篾铲头，只在锋刃处，卷
得麻线般的细股液，铲刃在胸前筒口刮一
下，又听“哐！”一声响，空漆笕丢在腰间藤
篼里。空笕响声未绝，左手又从树上取下
笕碗，右手一铲，复刮筒沿。双手不停，配
合有序，收笕刮漆，重复操作。小心谨慎，
却又难免枯燥沉闷，漆匠嘴里哼着古谣，心
下想着美人，杨柳细腰，樱桃小嘴，脸若桃
红……神思飞扬，干活不累。繁闷就减轻
了许多，双手也就麻利了许多。

现在酉阳的山寨漆匠依然是上了年
岁的老人。生漆的传统霸主地位虽被当
代化学漆取而代之，用途也没从前那么广
泛，但在酉阳山寨民间仍有市场。割漆的
人又少，需求要提前预订。好漆常能卖上
好价钱。

酉阳生漆，依然坚硬放光；酉阳漆匠，
依然还有歌唱！

（作者单位：酉阳自来水公司）

酉阳山寨漆匠 姚明祥

巴县衙门的传奇 张老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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