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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我有多家亲戚居于在水一方
的南岸，所以，自醒世记事起，便
晓得南岸有一个铜元局。

当然，我晓得铜元局的时候，
铜元局早已没有制作铜元而是已
然在生产枪弹了。

铜元局由来已久。
铜元局制作铜元，是远在上

个世纪初叶的事。其时，为化解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交通
老大难，四川总督锡良与四川乡
绅商定，尽快创办川汉铁路公司，
且于光绪28年启禀光绪而获得
光绪准。为有力助推川汉铁路的
建设，总督锡良再度启禀光绪：

“该公司请在重庆府域铸铜元，拨
其余利，充作公司股东”，于光绪
31年，再获光绪准。仿效李鸿
章、张之洞创办江南造船局的故
事，自此，铜元局应运而生。也自
此，重庆第一家现代企业也应运
而生。

好事多磨的是，在晚清时代，
川汉铁路仅仅只是一张设计图；
在民国时代，也依旧仅仅是一张
设计图。这张设计图束之高阁了
整整50年之后，直至公元1952
年，真正当家作主的中国人，在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且鼎
力支持下，才一举建成了川汉铁
路蜀中段的成渝铁路，以后又相
继建成了川汉铁路鄂中段的襄渝
铁路、渝利铁路，谋划于20世纪
初叶的川汉铁路才终于全线贯
通。当然，那是后话。

铜元局作为重庆第一家现代
企业，也是重庆第一家引进外来
设备的企业。创业伊始，铜元局
便委托上海怡和洋行洽购德国与
英国的机器设备，按德制、英制设
备各建厂房对峙，所以然，在铜元
局，有德厂、英厂留名。

铜元局正式开始生产，已是民
国二年即1913年。开初，品种单
一，仅仅生产五十文铜元一种，以
后，才有十文、二十文、一百文、二百
文等系列铜元品种相继出品，均为
民国版面。多种铜元于重庆市面迅
速流通，商贾市民，人人称便。

什么时候开始的枪弹制造？
那是1937年的七月七日，万恶倭
寇的枪声炮声血淋淋地撕裂了包
括重庆铜元局在内的中国大地的
自由与安宁，幸福与和谐。弃产
铜元，转产枪弹，铜元局别无选择。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分每秒都要射出愤怒的

子弹。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都要消灭一个

仇敌。
其时，铜元局已经易名为军

政部兵工署的第二十兵工厂，且
先后并入了内迁来渝的南京金陵
兵工厂、陕西兵工厂等数家工厂
的枪弹制造的全部员工和设备。
为了适应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的
需要，第二十兵工厂先后六次征
地120余万平方米，形成了广东山
至滴水崖的疏散区与铜元局老厂
区两大板块，新建各种厂房500余
间共8.5万平方米，员工骤然增至
5000余名，第二十兵工厂也因之
跻身于抗战中国最大枪弹生产厂
之林而让万千日寇闻风丧胆。

这正如铜元局茶园新厂区大
门一铡的石壁铭刻的《长江赋》所
述：“‘七七’事变，倭寇入侵。国难
当头，更名为廿工厂。集神州精

英，并入内迁数厂。制造军火歼
敌顽，抗强暴；数千员工同仇敌忾，
御夷蛮。血与火中经受考验。八
年抗战，胜利丰碑，铭刻员工卓越
贡献。”

一百一十年的铜元局，创造
了何止一个两个“重庆第一。”

上个世纪初叶，重庆市民夜
间照明，多用桐油灯或者菜油灯，
就连时尚而繁华的商业街道，也
是以汽灯充作路灯。铜元局工人
住宅，率先使用电灯照明。入夜，
但见铜元局家属区灯火齐明，恍
若天上的街市，正如沫若诗云：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
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
点着无数的街灯……”

上世纪二十年代，重庆众多
厂家，一旦进入夜班，工人要么使
用油灯借光，要么点燃牛蜡照明，
不仅严重损害职工的视力，而且
大大增添了火灾的隐患。1924
年，铜元局各个车间率先启用电
灯照明。每日入夜，但见厂区天
高地阔，恍若白昼，好个铜元局，
也成了不夜之厂，不夜之城。

1949年，铜元局喜获新生，
更名为长江电工厂。

在重庆林林总总的企业中，
长江电工厂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了
生产，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热
潮，为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建设，为
旨在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
作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

在重庆因疗治战争的创伤而
举步维艰的众多企业中，长江电
工厂率先克服重重困难，很快建
成了富强村（现为图强村），建设
村（现铜建村）一大片住宅区，使
广大职工得以安居乐业。

1981年，在重庆城民还在家
家燃用蜂窝煤，烟熏火燎无休止
之际，长江电工厂的职工烧饭炒
菜已然用上了无烟无灰也无味的
天然气，免除了肩挑背磨的挑煤
之累，清除了刺鼻呛喉的烟熏之
苦，过上了环保煮饭快乐炒菜的
好日子。

在此之前好多年，当重庆其
他厂家的职工上班还在大碗大碗
牛饮老萌茶的时候，长江电工厂
的职工已在大口大口地畅饮盐汽
水了。著名女作家赵瑜曾撰文津
津有味地回忆，她从会喝盐汽水
开始，喝盐汽水就从来没有掏钱
买过，炎热三伏，作为家属，她天
天喝的都是长江电工厂的劳保盐
汽水。

创造了无数个“重庆第一”的
重庆铜元局，在时代进程的每一
个重要节点，都从未缺席，始终在
岗；在民族进步的每一个关键时
刻，都召之即来，来之必胜。他们
时时保卫着和平，为了民族独立；
他们刻刻发展着生产，为了人民
福祉。

从重庆铜元局到重庆长江电
工厂再到而今的重庆长江电工工
业有限公司，百年铜元局，如今已
然天翻地覆换新颜。

长江人历来注重维护和平，
长江人历来注重发展建设。和平
与发展，这不仅是长江人的梦想，
也是全中国人民的梦想，更是全
世界人民的梦想。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乎
世界潮流的长江人，其火红的未
来，自然是不可限量。

（作者单位：重庆市作家协会）

话说铜元局
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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瑛姐喜欢喝酒，但不嗜酒醉酒，不喝
不明不白的酒，从21岁喝下第一杯白酒
到今天，瑛姐便与酒缠缠绵绵 35 个年
头。瑛姐喝酒很有节制，每次只喝一小
杯，半两不到，以身体接受程度为宜，把酒
喝成一种气氛。

因为喜欢喝酒，瑛姐特意按照自己喜
欢的风格，精心设计了墙上的酒格子。步
入中年后的瑛姐总会储存很多的酒，并用
各种美观精致的酒瓶装满酒酿，自己泡制
的最多：葡萄酒、蜂蜡酒、桑葚酒、枇杷酒、
核桃酒、桂花酒，不管哪种酒，对瑛姐来
说，它们都有特别的意义。

喝酒，根据一年四季的变化和身体健
康状况而定，酒架上的酒，都是轮流的变
换着喝。

由于幼年身体受了潮气浸染，风湿毛
病犯了的时候，瑛姐就选择喝蜂蜡酒。蜂
蜡酒是挤过蜂糖后的蜂渣，以一斤蜂渣一
斤白酒比例密封浸泡，蜂蜡酒不仅浓香甘
甜，还能祛风祛湿，为缓解瑛姐风湿关节
的疼痛立下汗马功劳。

如果患了轻度感冒，瑛姐就选用黄澄
澄的枇杷酒。枇杷酒酸甜可口，喝一小杯
之后，身体开始发热出汗，尤其是晚上喝
枇杷酒效果更好，捂着被子出一身汗全好
了，瑛姐就是这样喝着枇杷酒，连感冒药
都免了。

一年中，喝核桃酒的时间相对要少，
只有在胃痛的时候，瑛姐才既当药又当酒
喝。核桃酒是选自核桃树上拇指大小的
嫩核桃，洗净拍碎加白酒密封，泡足一个
月后取之饮用，喝核桃酒胃痛可以得到较
好疗治，此酒略有苦涩味道，但是坚持每
天喝几小口，会减轻胃的疼痛。

喝葡萄酒呢，则以休闲养颜心态小
酌。葡萄酒是以酱紫色葡萄为原料，度数
取决于密封发酵时间的长短，酒性温良，
是一款养颜养胃好酒，它的味道很醇正，
所以特别弥香；一口下去，香彻肺腑，好像
浑身上下的毛孔都打开了，独自细品慢
咽，瑛姐喝葡萄酒的样子，十分享受十分
陶醉，那些疲劳和不快也跟着散去。

桑葚酒也是瑛姐的最爱。据《本草纲
目》记载，桑葚清肝明目滋养补肾，桑葚是
保护肝和眼睛必不可少良药，如果生食桑
葚，绝对清甜爽口，是大人小孩都爱吃的
果子。每次打开酒坛子，桑葚酒的浓郁芳
香立刻扑鼻而来，弥漫整个屋子，味道浓
浓的，酒香里带着一股甜味，口感非常地
道，抿一口，顿觉神清气爽。

桂花酒性质比较温和，酒精含量不

高，喝了之后醒脾健胃，也能疏肝理气。
因为瑛姐选的桂花是新鲜的，泡出来的酒
生味很大有些闷浓，但它的香气非常诱
人，睡前喝杯桂花酒，减少了瑛姐夜间饮
茶过多尿频的次数。

瑛姐老犯胃寒，一切冷食冷饮都不敢
吃，尤其是在大热天，看见别人大口啃西
瓜喝冷饮，羡慕的滋味很不好受，实在馋
得憋不住了，瑛姐也大吃大喝一回，这下
可好，胃里有了想吐的感觉，所以家里备
得最多的是暖胃药，为此，瑛姐烦恼得
很。于是把酒加热了再喝，果然，温过的
酒更是柔和馨香，让凉冰冰的胃里变得热
乎乎的很舒服。瑛姐自此明白，喝下一杯
热酒，摆脱胃寒想吃不能吃的苦恼，暖了
胃又暖了心，真好。

酒桌上不论男女，端酒杯的姿势都是
酷酷的，几杯下肚，各种话题也相继蹭上
桌面。去年同学聚会，酒一上桌，场面立
即热闹起来，不管是谁，都不想错过难得
一聚的劝酒机会，酒到八成醉的时候，各
自的酸甜苦辣也尽情释放在了杯酒之
中。也许因为酒壮怂人胆的缘故吧，同学
们把之前没有机会也不敢说的话，借着醉
意可劲宣泄，有了酒的掩护，当年不善言
辞的男生也酒话连篇，有的干脆来个现场
表白。这场聚会酒，让久别重逢的同学们
酣畅淋漓，消散了过去和现在的各种不如
意；于是大家越喝越亢奋，相互抖出学生
年代感情秘密：当年谁喜欢过谁谁并不喜
欢谁，谁又给谁写过纸条，递过谁的情书，
谁和谁的情敌打过架争过谁，谁又和谁到
过谁家，有过约会……酒的热烈中，大家
又成了先前那个青涩的少男少女；瑛姐不
胜酒力，看同学喝，听他们酒后吐真言，然
后倒上一小杯慢慢地品，品同学们沉醉酒
中的悲喜故事。

经常受邀参加饭局，所以瑛姐发现酒
里包含了太多的人情世故，只要有酒的地
方就有话题，就有故事。酒桌上话题多了
去了，上至天文地理，下至柴米油盐，感情
得失，反正什么都在酒里聊，感觉喝酒的
人个个都是人才，个个都有秘密，个个的
爱情波澜壮阔……

拧一瓶红酒，端一个杯子，躺在种满
绿植的阳台上，邀一朵白云对饮，与一江
浪花碰杯，请一缕温柔的阳光照我一份好
心情，酒不醉人，人却已醉，喝酒的瑛姐真
的好惬意。

喝完当年陈酒，瑛姐都会为次年新的
酒酿做准备，譬如采买熟透的桑葚、枇杷、
葡萄、桂花以及蜂人的蜂蜡、新鲜的嫩核
桃，将它们分门别类，泡在喝空了清洗了
消毒了的酒坛子里，来年，瑛姐继续每天
喝酒，天天喝酒，好好地喝，浅浅地喝，喝
出一个依旧健康，依旧魅力的瑛姐。

瑛姐住在涪江岸边，滚滚江水从瑛姐
楼下出发，向东流走瑛姐夜雾沉沉的心事，
又娓娓讲述瑛姐的半生酒情，一生酒事。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瑛姐的酒事
李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