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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城重庆，小面的魅力是无穷的。
小面极受欢迎的原因除了它美味可口、色

泽鲜亮、香气扑鼻、诱人食欲、经济实惠、简便快
捷之外，还在于它既能登大雅之堂，又能入百姓
之家。而且面馆占地不大，创业容易，方便灵
活，又能做好。如果经营地段好，老板人又勤快
的话，一年赚个百来十万是没有问题的。

重庆小面，首先是佐料很讲究。一碗小
面，光佐料就有姜、葱、蒜、海椒、榨菜、炒花生
米等十几种。各家的海椒都有自己的独门绝
技。一到制海椒时，那个香啊，能传一条街。

重庆小面分宽面、窄面、粗面、细面、柳叶
儿等十几种，一碗小面要做得好吃，不光靠小
面的选料和佐料，还要靠挑面师傅的手艺，这
叫三缺一不可。

一碗小面，融入了经营者的独特手艺和营
销艺术。

但凡好吃的小面，几乎都有一个很有个性
的店名，比如：陈小面、开半天猪耳朵面、老太

婆摊摊面等等。
这些店名，市井化，通俗易懂，容易记，朗

朗上口。有的还溶入了经营者独特的营销手
段。早前的”开半天猪耳朵面“就只营业半天，
实际上就是经营管理学上的饥饿营销。

味道好的小面馆有一个特点，你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不管这家店位置好偏，环境怎样一
般，吃者都众多。吃客或坐、或站、或蹲，宁愿
排队等候，也要尝尝那口鲜。于是，又有一
个现象，大凡味道好的小面馆，装饰
都很一般，甚至不装修。但只
要你看见一众好车横七竖八
停在店前，你就会知道，这家的
小面味道肯定不摆了。

重庆小面，难舍难分的小吃！
你可知道，重庆小面，养育了我们一代
人，是我们老重庆人美美的回忆啊！

（作者单位：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安分局
交巡警支队）

我生长在川东地区的一座江边小城。整
座县城与外界的联系，除了船笛轰鸣的轮船，
就是一条条沿山而建的公路。

小时候的我每次随父亲到主城，乘坐的
汽车经过五六个小时长途跋涉，才能到达市
郊的龙兴镇。记忆中的龙兴有连片的大排档
和满街吆喝的生意人。那时的我知道，到了
龙兴，离市区已不太远。

斗转星移，当年过往的“驿站”，如今发展

成为两江新区龙盛现代生态新城的“主战
场”。年少的我，亦成长为两江新区龙兴工业
开发区的一名工作者。曾经的山间公路，我
再没路过，因为高速公路通达家乡；曾经的大
排档，我再没吃过，因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新
区正在崛起。

一条龙兴路，一段两江情；一名两江人，
一颗两江心。

路是城市的筋骨，是发展的根基，是人与

人活动的起点。龙兴的发展，离不开龙兴的
路。路的修建，离不开两江的人。路是桥梁、
是纽带；人是见证者、是亲历者、是历史的创
造者。

翻看龙兴开发建设的老照片，宽敞整洁
的两江大道，曾经是山头农田。两江人用勤
劳的双手，硬是在一片丛山峻林中修建出一
条长约20多公里的城市主干道。如今的两江
大道沿线，高楼林立、厂房直立，韩国现代、上

汽通用五菱、日立、总部基地、龙湖、壹零火箭
等知名企业分布两边。

与两江大道交叉而建的盛唐大道、机
东北等园区主干道，已逐渐发展成为新兴
产业的聚集区，恩斯特龙直升机、南开中学、
人民小学、两江国际影视 城、际华园等项目
争相入驻。置身其中，见证的是两江人敢为
人先、奋勇前行的拼搏 精神。

龙兴的路，不仅于此。龙兴隧道、五横
线、六横线、六纵线，一横线跨御临河大桥、盛
安路跨御临河大桥、六横线跨御临河大桥等

“一隧三桥三路”建设的强力推进，让龙兴的
城市路网日趋完善。

如果说地上的路还不够“热辣”，那拥有
高新技术的轨道交通，则是未来交通的先行
者。利好消息不断传来，轨道交通四号线二
期已启动前期工作，力争 2019 年实现开工，

这是两江工业开发区的第一条城市轨道交
通，但绝不是唯一。14、15号轨道线的规划设
计，让龙兴的“天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广。

这就是路的广度和深度，这就是龙兴的
路，两江的路、重庆的路、中国的路、世界的
路。龙兴因路而兴，成立八年多来，累计建成
通车里程达162公里。这些发展的道路，直达
内陆最大物流港果园港、中西部最大江北国
际机场，无缝对接外环高速，方便往来客商、
货物运输和白领上班族。

龙兴的路，是两江新区开发建设的一个
缩影。两江新区的发展，又是中国改革开放
四十年的一个缩影。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龙兴的路会越修越
宽广，龙兴与世界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一座

“产城融合”的现代化都市新区将慢慢清晰。
（作者单位：重庆市两江新区龙兴工业园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今年第一场大雪在“大雪”这天降临。雪茫一片，亮起我往时山寨记忆。
大雪封山，农闲无事，寨民便上山去搞自己特殊的休闲活动：撵仗。
吃罢早饭，棕毛裹脚，外套草鞋，肩扛老铳，腰别柴刀，把水牛弯角打

磨而成的号角“嘟呜嘟呜” 一阵吹响。听见这振奋的召唤，撵仗狗们
便从各个木门里蹦跃而出，留下一串兴奋的吠鸣，奔向寨中的集合点。
清点了该到的人与狗，议定了撵仗的某个溪谷，然后人欢狗叫地向目的
地进发。

寒风呼啸，白雪皑皑。“叭叽叭叽”地踏着积雪，周身热烘烘的赶到了
撵仗的峡涧。跑前的撵仗狗们嗅着雪地里的气味，激动得低吼乱穿。这
时得赶紧把它们唤回抱住，不能让其在“坐点”的人未到点位关卡准备就序
前，过早响草惊兽，使之逃之夭夭。

撵仗的人，分为“坐点”和“搜山”两支人马。“坐点”者枪法极准，守候在关
隘道口，负责击毙逃窜而过的野物，而“搜山”的人，则负责带狗搜出猎物。

撵仗大致分为三个过程：搜仗、起仗与倒仗。搜仗：搜索猎物；起仗：发现
猎物；倒仗：击倒野物。

一切准备停当，就听一声喊“搜仗！”搜山的人便带着撵仗狗，去草丛里灌
木林内，搜索野物的行踪。一边勾腰于地，查看是否有野物走过的痕迹，一边
轻声吆喝狗们专心“打臊”——如发现新的粪便新的足印，或是新折断的茅草
与新带翻的藤叶，便立刻唤狗来嗅气闻味，这叫“打臊”。猎狗们低头闻着新鲜
的兽迹，在树丛藤网间不停地穿梭，不时把树藤上的沉雪“唦唦”抖响摇落。这
时候，茫茫山野仍在厚厚的雪被下熟睡着。

突然，“汪！”“汪汪！”几声狗叫打破了群山的沉寂。这叫声清脆而又尖锐，
有吃惊，更有欢喜。一只撵仗狗率先如此惊叫，其它的猎狗也遥相呼应。捜山
的人知道发现了目标，尽管还不详知是野猪还是野羊等野物，但仍是昂首向峡
口上各坐点的人提醒：“注意哟！起仗喽！”随后高声不停地催促狗们奋勇追
赶。转眼间，吠声人声炸成一片，山鸣谷应，好不热闹。

起仗后，搜山的人就要指挥猎狗们尽量把猎物往坐点的道口上驱赶，便于
坐点的人举枪射击。同时要尽快摸清野物为何兽，及时通报给坐点者，以便他
们临时采取应急措施。林深草密，遮天蔽日，目力所限，怎能看清野物的形状
呢？全凭逃跑声来判断，搜山的人都有这套本领。如是“喳喳”的偶有枯枝被
碰断的声音，那一定是身轻体捷的野羊在夺路而逃，便报“是羊子”若是“哗哗”
的有一片杂草被同时压倒的响声，那无疑是形大体肥的野猪在慌不择路地奔
逃，便高喊：“是头猪！”

这时坐点的人，一定全神贯注。把火枪稳架在牢靠的树杈上，把导火
绳点燃，紧握猎枪，屏声静气，瞪大眼盯着小道，尖着耳凝听树丛里的响
动。如惊跳来的是野羊，便点燃火线，一枪可以击毙；若是头迎面猛冲过来
的野猪，这叫“当头猪”，是不敢乱打的，要赶快闪避一侧，让它逃过。打“当
头猪”是撵仗人之大忌。火枪不能连连击发，一枪不能击中要害，受伤的野
猪，会疯狂扑咬一切。扬起它那凶恶的铁嘴咬树树断，撬人人残，凶多吉
少。所以，坐点的人大多会放过这“当头猪”，在其身后追打或在其它合适
的地点再设法围歼。

而撵仗狗们是紧追不舍的。几乎片刻功夫，一路上的吠声就在对面的山
梁上吼起。猎人是永远无法赶上他的猎狗与猎物的。捜山人便站在宽敞的高
处，猛吹牛角，“嘟呜！”“嘟呜！”“嘟嘟呜！”把这两短一长的宏亮的号声传送出
去几山几里，遥遥声援撵仗狗，鞭策和激励它们紧跟猎物，不能“断臊”。同时
大家快快赶去，在一个山湾或山凹里重新布防歼猎。

“嘭！”老铳响了。搜山人通常会向坐点击发者又惊又喜半信半疑地发出
一声询问：“倒仗没？！”如答：“没倒仗，受伤了！”便雪地里察看着鲜亮的血迹穷
追不舍；如答：“倒仗哩！”便连忙跑下去，抓住野物，扯把茅草，挽个疙瘩，塞进
兽口，尽快“收草”，意为以此为界为记：此前赶来的人，哪怕他是过路未出力的
人，都能分到一份猎物，可谓“沿山赶仗，倒仗有份。”；此后赶来看热闹的人，是
不能分享撵仗的胜利果实的。把猎物四脚藤绳绑了，用腰间柴刀砍根碗口粗
的树棒，抬着猎物，闪闪归家。

在院坝破了兽腹，下水赏给猎狗，提首级去屋后竹林里祭了山神与草神，
然后才敬献给击毙野物的坐点人。只有打死野物的人，才能有独享完整首级
的殊荣。其余的兽肉均分。再后来，寨人撵到了野物，整体抬下山去，常能卖
个好价钱。得了钱，论功行赏。然后打壶苞谷烧，热呼呼地醉一夜，次日又进
山，去撵一个新的希望。

现在的武陵山区早已禁猎。撵仗乐趣只能成为寨民久远的回忆，那“嘟呜
嘟呜”催仗的牛角声还在记忆深处回响。

（作者单位：重庆市酉阳自来水公司）

不论严冬或是酷
夏，在一些安静
的、居民集聚的小
街巷，都有着小小
的煎饼摊。每当
路过那些热气腾
腾、散发着淡淡油
烟味的煎饼摊时，
总会慢下脚步，有
时干脆走上前去，

买上一些，一边走一边吃。
即便不买，也要扭头看上几眼，随风带走

几缕诱人的香气。
煎饼摊一般是夫妻档，男人埋头和面，和匀后，用擀面杖

细细地摊成薄薄圆圆的一大块，加上些葱和盐、胡椒等调料，
女人呢，就负责煎饼了。她小心翼翼地在煎锅上抹上油，把
整块生面放在煎锅上，锅里顿时扑兹扑兹地响起来。不一会
儿，白生生的面皮变得金黄，夹在面皮里的葱依旧是青绿青
绿的，香味也四溢飘散。

去买时，最好选才出锅的。女人用刀把一整块煎饼按照
顾客的要求切成小块，用牙签扎上。薄薄的煎饼拿在手上，
透明，像蝉的羽翼。嚼起来是浅浅的脆，绵实香软，入口化
渣，并不显油腻。我的一个同事马姐长得珠圆玉润的，成天
嘴里叫着减肥，可用这种煎饼去诱惑她，却百试不爽。

煎饼摊还有夹心煎饼卖，形状为椭圆形。有的夹有糯
米，有的夹着白菜肉末。煎好后放在一个小筲箕里，等油滴
得差不多了，温度也正适合拿在手心。咬开薄薄软软的皮，
扑鼻而来的是糯米的清香或肉末特有的鲜香。

在广场或人流熙攘的地方，会有一种鸡蛋煎饼卖，吸引
着孩子们的眼球。它的外皮却是用米浆做成的了。做这种
煎饼有一整套模具，铁架子下是封闭的炉筒，烧着炭火，面上

有一些大小相同的圆柱形小窝。一次大约可以同时做十个
左右吧。待把混有肉末的米羹浇在模子里，沸腾起来后，往
里打一个鸡蛋，上面再浅浅地浇上一些米羹，凝固后，鸡蛋饼
就成形了。在冷寂的冬天，吃上一块热腾腾、软粑粑的鸡蛋
煎饼，会让你的心窝子里也溢出暖来。

曾经惊诧于一种巨大的煎饼。那是多年前专科毕业后
去山东实习吃到的。吃饭时，菜上齐了，同学母亲最后端出
一盘雪白雪白的大饼子，说开饭了。几个南方同学面面相
觑，饭呢？在哪里？就是馒头，也没看见呀。本地同学却说，
这就是我们的主食了。那盘饼子重重叠叠，每张足有一个篮
球面那么大，码成一副重压的态势。吃在口里，却什么味也
没有。这面皮是那样的筋实，耐嚼，必得喝一口热汤才能哽
下去。而侧头看看身边的人们，一个个咬着显得有些夸张的
大饼，嘴里发出嘎嘎的碎裂声，吃得倍儿香，像是惯有的一种
家常生活，平实而温暖，流溢出亲切的味道。

而在学校食堂吃过的一种千层饼，更是令我至今难忘。
有点类似本地的煎饼，虽没有那么香，却别有妙趣。仿佛是烘
烤而成。一个煎饼有无数层，也是呈透明状的薄，一层层地撕
扯，正好与少年好玩的心性吻合。总是一次买上几块，闲了当
零嘴儿吃。那个物质生活并不太丰富的年代，我们却被北方
的面食滋养得个个脸圆腰粗。

相隔多年，我和专科的同学们终于越过时间与空间的阻
隔，再一次在山东相会。即使脸上添了皱纹，皮肤也不再光
润，但眼底的亲切一如往昔。山东煎饼也改换了模样，变得
小巧，包装精致，便于携带。

几十年间，世事风云际变，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永存了。
去的永远去了，封存在时间与记忆的深处。来的正以缓缓的
步子，从容笃定地走来，它们在我的生活中走马灯似地变幻，
脉脉地氤氲着人间的烟火气，把我从虚无飘渺的思绪顶峰牵
扯下来，让我明白，噢，原来，这就是真实温暖的生活。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党工委统战部）

年末岁初，虽天气寒冷，但每每想起恩师邓高如将军三十多
年前带领我们参加军区新闻会战时的情景，就倍感温暖。

所谓“新闻会战”，其实就是军区每年组织一次的新闻骨干培
训班。此时担任军区新闻处长的邓高如，既是班长，又是教员；既
要讲课，又要修改我们采写的稿件。经他修改后均以“成会战”的
笔名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煞是热闹。

恩师无其它爱好，唯一的最爱就是欣赏京剧、川剧。驻地有演
出，他便带我们统一着军装去观看；闲空时，他手里总是拿着一个微
型录放机，走到哪里，戏剧的悠扬唱腔就响到哪里。那时他的记忆
力特强，一盘磁带听过两次，成段的唱词就能背下来。当时我们沒
有想到戏剧能对人的影响这么大，直到近年间拜读邓高如散文《上
天街》《我正在黔江观山景》《桃花林内有吾村》等散文后，才感到戏
剧文化已经浸入他的骨髓、注入他的笔端，成为他文章的一大风格。

“戏剧是一门综合的艺术，但是戏剧最主要的还是一门语言
和音乐的艺术，语言是戏剧的基础，语言在戏剧文本的创作中是
第一位的。”邓高如文章如戏剧作品的语言、音乐一样，往往富有
文采美、富有节奏美、富有韵律美。感受到一种绵绵滔滔的文思
和气势，也感受到了一种神奇巧妙的思绪与睿智。其特点如下：

（一）融入了川剧的诙谐幽默

川剧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戏曲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
是四川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川剧艺术一直以其幽默风趣、生动活
泼的语言，充满鲜明地方色彩、浓郁生活气息的风格深深影响着一
代又一代的川人，历经数百年的演变流传。川剧艺术在传承巴蜀文
明的同时，还深深体现着川人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点。川剧语言的
谐谑是自己的一大特色，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而这种诙谐、
幽默同样存在于川人身上。可以说川剧语言的风趣、幽默，是川人
谐谑、乐天精神的艺术表现。邓高如使用川剧段子，可谓信手拈来，
在《桃花林内有吾村》开篇述到：“满树桃花红似锦，桃红又是一年
春。人面桃花常相映，桃花内有吾村。那缓缓的溪水明如镜，正好
洗我花衣裙……”这是川剧《桃花村》里姚小春的一段唱词。此戏说
的是唐代才子崔护春游都城南庄，于桃林之内巧遇村姑姚小春，二
人缠绵问答，互生爱慕之情的故事。菜花黄，李花白。杏花细雨，桃
花小汛。作家美女齐聚，才子佳人如流。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有机
农业景色如许……次日清晨一早，我起床唤上同行的作家乡友马郎
甫超，同去领略这小镇风情。这里小桥流水，杨柳依依，小巷幽幽。
一排排形同小别墅，又似农家院的街区向前延伸，座座建筑皆是穿
斗小青瓦、白墙坡顶房。漫步在春雨初停的小街小巷中，我多想遇
见一个桃红色的仙子，或如戴望舒在“雨巷”中所描述那样“撑着油
纸伞，如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二）注重了文章句式灵活多变

文章句式灵活多变是戏剧语言特色之一。同丰富的世界、多
彩的人生、形形色色的人物相比，语言毕竟是抽象的。邓高如总
是力图通过句式的变化，增强他的语言的意象，使他用语言再造
的世界立体化、具象化。他的句式长短搭配，错落有致，看似随意
写出的语句，却极富韵味。无论是叙述还是议论，其文字都如行
云流水，挥洒自如。如《上天街》写道：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居民，
除雨后的早晨外，这露珠平常之日是难以见到的。只可惜雨后的
植被俱被雨水打湿，路边的树叶草丛所挂的是露珠还是雨滴，就
让人难以分清了。然而仙女山不同，它海拔高，空气干净，草丛树
叶纤尘不染，每逢春夏秋季的夜晚，当后半夜气温下降后，便会普
降甘露。即化气为露，凝于植被，挂于枝叶，质似水晶，形如滚玉，
一经朝阳的照射，无不晶莹剔透，楚楚动人。于是才有白居易“可
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的诗句。

（三）注重了修辞的层层铺排

通过铺排手法的运用，形象地表现出景点的人文、景物与历

史，表现出景点的独特风韵。这种手法，是戏剧家
经常采用的，邓高如是一位驾驭语言的高手，在
他的散文中，铺排手法的运用同样精彩，比如他
在《我正在黔江观山景》写道：小南海之美，美得
周全和谐。因是上帝赐予，所以鬼斧神工，美得
让人难以置信。你看群山：群山罩云，群山环
绕，群山如墨；看小岛：小岛如螺，小岛如翠，堆
立银盘，星罗棋布；看碧波：波色如黛，波光如
镜，波水荡漾，游人不惊，即便山洪暴发，池
水也清澈不染，总以一池碧玉之质呈献游
人。小南海之美，还美得天真无邪。你看
那些散落湖中的大大小小的顽石，有的如
一座座山峰，有的如一枚枚禽卵，有的如盛
开的蘑菇，有的如屹立的桅帆，还有的如刚刚下水的牛儿、鹅鸭，
正扑刷刷冲向湖心，游向那与之朝夕相伴的金色沙滩。我每次站
立岸边，凝神观望，总有一种神到三亚海滩、梦游天涯海角之感。
这景象从外形到色泽，从身姿到气韵，都无不令人久久怜惜！真
是“花若能语应多事；石不能言自可人”啊！小南海之美，还美得
悠然自在。这在登舟游湖中最能得以体现。我曾随人游过青海
湖，因其太大，不着边际；我也曾乘兴游过西子湖，因其太热闹，船
挨船，人挤人，不觉是游湖，倒觉是赶渡；我还想游一次长白山中
的天池水域，已到水边才知，有外事纪律规定，未经审批不得下
池，因而未能成真。

（四）注重了语言的诗性韵律

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戏剧就是一首可以上演的诗。诗与戏的
结合，或者说戏剧的诗意性，是中国戏剧的重要美学特征之一。其
实戏剧与诗有着紧密的关系。传统文化烂熟于心的邓高如，自然明
白“诗化”是戏剧艺术的审美核心之一。戏剧的诗性最突出的体现
就在其语言方面，邓高如散文的语言被很多人称为“诗性语言”，在
节奏和音韵方面也是非常讲究的。这些修辞手法使得散文中的抽
象事物具象化，由无形的东西，变成可知可感的，从而激发起读者的
审美接受，使读者与作者在审美情感上产生共鸣。如《上天街》一文
写道：上天街我走上一高台，略抬望眼，仙女镇的全景立即展现在我
眼前。她并不像重庆的夜景那样不着边际，灯山火海一大片，反而
不见城廓的质地。这里的仙女镇就像一个巨大的孔雀蛋斜卧在这
高山盆地中，她有边有缘，可亲可感，谦虚内敛，决不拒人于千里之
外。她美人立中央，四周有山林卫护，恰似黛绿色的筒裙包裹着妙
曼的身材。而那山林间若隐若现的灯火，又恰似佩置于身上的项
链、耳环、胸针、玉镯之饰物，典雅得体，决无珠光宝气之嫌。再看远
处的天际线，恰好为她割去了不必要的臃肿，使得不胖不瘦的佳人
尽可在舞台追光的照射下轻歌曼舞，尽显芳华。我们沿着步道往草
场深处边看边走，行走间不由得想起韩愈那首《早春呈水部张十八
员外》的诗：“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皇都。”眼下，这落后了一两个节令的仙女山草地，正是
对韩诗最好的注释。你看，那满地草皮此时才意欲、或者初经冒出
绿色的嫩芽，远看似有，近看似无，这恰与黄口少儿唇上初初长出的
绒胡子相反，近看似有，远看却无，柔弱得不忍磕碰。由此一联想，
我们对眼下这片草坪竟然也不好意思下脚去磕碰它了，尽管在草坪
中走动嬉闹都是允许的行为，但面对如此柔弱的美色，又如何忍心
去践踏呢？

邓高如的散文虽然着墨于名山大川，但其目的并不在于揽胜
抒怀，更不在于托物言志，而是关注山水所负载的文化意蕴。他
把这些山水、古迹、风景、名胜只当作一种表象，一种背景。用深
邃的目光，透过这些表象，把关注的焦点定位在这些自然景观背
后所积淀的文化内涵上，可以说，戏剧化元素的渗透，使这些散文
插上了翅膀，变得更加隽永靓丽。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体育局）

曾经的山间公路，我再没路过，因为高速公路通达家乡；曾经的大排档，我再没
吃过，因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新区正在崛起。

两江人，龙兴路 汪云剑

乡/ 村/ 故/ 事
坐点的人把火枪稳架在牢靠的树杈上，把导火

绳点燃，紧握猎枪，屏声静气，瞪大眼盯着小道，尖
着耳凝听树丛里的响动。如惊跳来的是野羊，便点
燃火线，一枪可以击毙；若是头迎面猛冲过来的野
猪，这叫“当头猪”，是不敢乱打的。

牛角声声 姚明祥

““两江杯两江杯””我与改革开放我与改革开放4040年年
征征文大赛文大赛

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宣传部宣传部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重报传媒有限公司重庆重报传媒有限公司
重庆晚报重庆晚报

联合联合
主办主办

晒稿会网址：sgh.cqwb.com.cn/index.php 邮箱：cqwbfk@163.com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基层行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龙兴的路，是两江新区开发建设的一个缩影 作者供图

生/ 活/ 随/ 笔
有的夹有糯米，有的夹着白菜肉末。煎好后放在一个小筲箕里，等油滴

得差不多了，温度也正适合拿在手心。咬开薄薄软软的皮，扑鼻而来的是糯
米的清香或肉末特有的鲜香。

我的煎饼情结 戴馨

他把这些山水、古迹、风景、名胜只当作一种表象，一种背景。用深邃的目光，透过这
些表象，把关注的焦点定位在这些自然景观背后所积淀的文化内涵上，可以说，戏剧化元
素的渗透，使这些散文插上了翅膀，变得更加隽永靓丽。

桃红又是一年春
——邓高如将军散文的戏剧化元素赏析 陈晓桥

文/ 学/ 评/ 论

你可知道，重庆小面，养育了我们一代人，是我
们老重庆人美美的回忆啊！

小面的魅力 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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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