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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自
童年能看懂动画片开始，他就是我心目中
的一个少年英雄。在《封神榜》原著和以往
熟悉的传说中，哪吒都是以一个肉球的形
象来到世上，被李天王认为是不祥之物，一
剑劈开后却是一个手套金镯、腰系红绫的
俊俏男孩。我们大多数人小时候知道“哪
吒闹海”故事，这样的哪吒已在民间活了千
百年。今年夏天这部横空出世的国产动画
电影，却刷新了人们对哪吒的认知，不仅颠
覆了我们心目中的哪吒形象，“哪吒闹海”
的经典情节也做了全新的演绎，其思想主
题更是发人深思。

电影中的哪吒，不再是那个扎着两个
“冲天髻”的美少年，而是顶着齐刘海、耷拉
着苦瓜脸，还有一双让人初看并不舒服的
烟熏眼。他走路吊儿郎当，声音粗哑，露着
邪魅的笑容，长相不讨喜，性格也执拗，简
直感觉是一个“丑角”，这哪里还是我心目
中的英雄？但看完影片，我久久沉思：或
许，这正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一个勇敢做自
己的英雄！

片中的哪吒，如果简单看过去，明明是
个惹是生非的“熊孩子”，却又令人无不为
之动容。因为影片写的虽然照样是神话
传说，但多像生活中的我们。哪吒得到母
亲关爱，他的机灵活泼让人忍俊不禁；而
当他被人们嫌弃，被当做妖怪时的无助与
孤独，又让人百般心疼。打动我内心的
是，哪吒自己的主张——“既然你们都把
我当妖怪，那我便做个妖怪”！因世人的
另眼相看，哪吒有了暴走的恶作剧；当善
良正直的父母骗他：“你的身份其实是灵
珠转世”，哪吒选择了做好事，魔童的内心
并非是魔鬼。他救下小女孩，斩妖除魔，
却无人相信，反而遭人暴打，这有点类似
我们平日一旦被定义为“坏孩子”之后的
那种世俗的评判？在生辰之日，自身将要
被天雷责罚之时，哪吒却拼命保住了陈塘
关，似乎用尽全力地喊出那声——“我命
由我不由天”，看到这里，我的眼角也饱含
泪水。也许，没有别的选择，是英雄还是魔
鬼，只有行动能证明自己。

哪吒父亲、陈塘关总兵李靖，也与我们
过去看到故事形象大相径庭。我总在想，
或许，这才是我们真正尊敬的父亲形象，那
就是做孩子内心的知音。

李靖虽然不善言辞，却心细如丝。他
将海夜叉捉回，只为还儿子一个清白。身
为一方总兵，他宁愿放弃自己高贵的人格，
磕头求人来参加孩子的宴会。因为在他的
心里，尊严与面子，抵不过孩子的开心。他
努力消除世人对儿子的偏见，却又从不让
儿子知道。所有人都说哪吒没救了，逃不
过天劫。只有他，这位令人动容的父亲，上
天门求仙人，愿用自己一命换哪吒一条生
路。“儿子，你今后的路还很长，别在意别的
看法，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永远不
要放弃！”我很想说，这样的父亲难道不是
我们的真正知音么？作为父亲，他从未放
弃过哪吒，即使知道他是魔丸，他也坚决要
哪吒学法术，想将儿子引入正道——其实，
这和儿子哪吒一样，不信命运。最触动我
的是他与仙人的对话：“哪吒是你什么人
啊”“他是我儿。”简单而直爽的四个字，如
此笃定。父爱为什么如山？哪吒的父亲给
我们做出了响亮的回答。

作为电影中的配角，两个“坏人”——
龙子敖丙、真妖怪申公豹也让人印象深
刻。敖丙的龙族只能世代待在连地牢都
不如的“龙宫”，申公豹因是豹子变成的，
怎么努力依然得不到师父重视。他们都
很“坏”，敖丙想湮灭陈塘关，申公豹想偷
走灵珠。影片揭示的是：这坏，也源于世
人的成见。他们其实和魔童哪吒一样，受
到天注定的命运的不公，受到来自世人的
成见。哪吒之所以成长为英雄，因为在反
抗这种命运，在用行动证明着自己能够改
变这样的命运。所以，哪吒是命运的英
雄。作为儿童动漫影片，这样的编剧是不
是在启示人们：谁都不该被随意贴上英雄
或魔鬼的标签，不要用成见和偏见，去打
压任何一个人。

哪吒在最后成为拯救陈塘关的英雄，
正好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成魔成仙，我
命我自己来定，不由天注定”。“不认命，就
是哪吒的命。”但，这是一碗似乎有些苦涩
的鸡汤：魔童到英雄，这条路的遥远，需要
用成长的泪水与疼痛来丈量。勇敢地选择
做自己，不要因他人的成见影响自己的内
心，谁都能成为自己的英雄！

（作者系西南大学银翔中学高二文科
班学生）

民国时期，开县（今重庆开州区）狮子
楼街有家专卖粮食酒的小酒馆，老板姓陈，
额头上长了个大包，外号陈包包儿，是我老
婆的嘎祖祖(外曾祖父)。嘎祖祖自己滴酒
不沾，但烤酒(酿酒)的糟房送酒来，他只用
食指沾湿一下，拿拇指一捻，就能分出酒的
醇劣，然后好与糟房老板议价。

嘎祖祖的酒馆称小酒馆，不是看店铺
大小，因为只卖酒，没有下酒菜。喝酒
不要菜，叫喝冷杯酒、或碰冷杯、靠
冷杯，自嘲的叫法是“扯冷疙豆
儿”——吃了冷东西会引起
打嗝，我们称“扯冷疙豆
儿”。准确点说，嘎祖祖的
小酒馆应该叫冷酒馆。

来冷酒馆扯冷疙豆儿
的人，大多是住城里的普通
百姓，稍有点钱的是进城卖米
的小商贩，狮子楼街当年是县
城的米市。这些人走进店里，花几
个铜钱，喝上一两杯，只为解酒瘾，兜里没
有几个钱，一般也舍不得买下酒菜。好酒
之人有句话是“有酒便是宴，怪酒不怪菜。”
偶尔有人想要下酒菜，可去旁边小饭馆买，
再由伙计送过来，都是冷盘的烧腊（卤菜），
不点热菜。后来嘎祖祖的冷酒馆门口摆了
个小摊，专卖油炸干胡豆，又泡又化渣，价
格便宜，喝酒的人都愿买一盘。

卖油炸干胡豆的是嘎祖祖的女儿，我
老婆的外婆。外婆的小摊不仅能养家糊
口，还赚钱送独女——我老婆亲娘上学，一
直读到高中。

现在虽然没有专门的冷酒馆了，但在
乡镇的赶场天，随时可见几个老头坐在卖
酒的商店里，或是镇上的茶馆，用一次性杯
子喝上一杯，下酒菜是一小盘干
胡豆、干豌豆，或者一把花生，边
喝边摆龙门阵、吹牛皮，叫做喝豆
豆酒、吹吹酒、话扎酒。

我小时候住的那条街很小，
就是一条巷子，有户儿人家姓余，
男主人绰号“余酒罐”，我们称好
酒之人为“酒罐”。余酒罐在码头
装卸队扛盐包，挣钱少，家里子女
多，一般都是泡咸菜下酒。泡咸
菜吃腻了的时候，他拿出两分钱，
叫儿子“摆尾子”上街买两个桃
子，那种又香又脆的白花桃，一个

自己下酒，一个作为“摆尾子”跑腿的奖
赏。“摆尾子”是家里唯一的儿子，这个跑腿
的“美差”才会轮到他，姐妹们没份儿。有
一次我去找“摆尾子”耍，看见余酒罐一个
人正喝酒，这回的下酒菜高档，一只咸鸭
蛋，敲开了鸭蛋的“空头”。他皱着眉头喝
一口酒，然后拿一支筷子，在空头的小窟窿
里蘸蘸，放到嘴里呡一下，很满足的样子。
第二天我又去他家里时，桌子上还放着那

只鸭蛋。我悄悄看了一下，才蘸去
一小部分。一连几天，这只咸鸭
蛋都在桌子上。

外公在世时，我听他讲过
川江桡胡子的下酒菜，那真
是特别。没菜的时候，从江
边捡一碗拇指大小的卵石子，
合着盐巴、干辣子，用菜油炒

了下酒，只为吮那个盐辣味儿。
喝完酒，吮完卵石子，留在那里，

下次又炒。没油没盐的时候，锈铁钉
也下过酒。外公没说怎么个喝法，我现在
可以想象那个场景，一个桡胡子的酒瘾来
了，跍在船舱，端起杯，也可能是碗，或者就
是装酒的罐子，扯几口冷疙豆儿，用舌头舔
一下那颗锈钉，接着又是一口酒，然后把酒
罐放回原处，又做活路去了。我问过很多
老一辈的老酒罐，锈铁钉当下酒菜的事，他
们听都没听说过。

一天夜里，我突然想喝酒，不愿麻烦，
没去弄菜，从泡菜坛里抓起一根胭脂萝卜，
一口酒，一口萝卜，酒醇香，萝卜咸、脆，味
道各异且差别大，但相配，安逸。我陡然明
白，这叫“滋味”！

（作者供职于《重庆桥梁》杂志）

重庆晚报副刊月度好稿奖
（2019年7月）

标题 作者 发表时间
用“简”字组词：
简约、简洁、简朴…… 蒋登科 7月8日
大水过后好捉鱼 邹安超 7月9日
就为了十几只鸡 程华 7月11日
家的回归 吴凤鸣 7月16日
难舍江北嘴 罗毅 7月24日
远去的庄稼 汪渔 7月31日

2018国庆那一天，原本只想随便逛逛
然而在王府井
除了碧蓝的天
我遇到了——
激荡的歌声，和沸腾的人群

沸腾的人群里
都是像我一样的路人
像我一样，他们带着平静的目光经过
像我一样，他们开始跟着唱
他们像我一样被人群点燃
像我一样边唱边举着手机
要拍下一圈一圈扩大的人群
拍下最蓝最蓝的天空下，沸腾的王府井
拍下人们翕动的嘴唇，眼里的泪光

是的，那首歌叫
——我爱你，中国
由那个叫平安的歌手
金子般的嗓音领唱

那一刻，我流泪了
我的胸中，敲着热血的鼓点

那一刻，我想起了
我的故乡，那个
每一天和每一天
都不一样的西部直辖市
想起它怎样由一个
沟沟坎坎的山城，变成
让我们引以为傲的内陆开放高地
这中间，有多少国家的重视和支持

那一刻，我还想起了我工作的两江新区
这内陆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

想起我工作的两江自贸区政务中心
想起旁边的阿里巴巴、蚂蚁金服
想起无数高科技企业入驻的互联网产

业园
想起我们的政务大厅
每天都在进行的“放、管、服”改革

是的，我流泪了……

——我爱你，中国
我要把最美的诗歌献给你
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

编 后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由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管委会、重庆
日报报业集团指导，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

宣传部和上游新闻、重庆晚报、重庆重报传
媒有限公司主办的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两江杯·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征文活
动正火热进行中。

征文要求以“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为视角，生动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国家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中国人民追求幸
福生活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表达对祖
国的感激之情、感恩之心、感悟之怀，以
及对未来的憧憬、对幸福的追求和对前
景的希冀，分享个人成长，抒发家国情怀；
选取两江新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或故事，
描绘两江新区内陆改革开放探索取得的
辉煌成就。

征文面向全社会征稿，欢迎广大读者
踊跃参加。投稿邮箱：cqwbfk@163.com，
邮件标题处请注明“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征
文字样。咨询电话：13983403488。

本次征文活动同时得到了中国建设银
行重庆市分行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国庆，我跟着人群唱了一首歌
宇舒

作/ 文 老/ 龙/ 门/ 阵

从魔童到英雄的路有多远
——观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有感

郑嘉佳

下酒菜的滋味
陶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