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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沧桑
滔滔扬子、清清嘉陵，二水交汇、古

城沧桑。秦立江州、城垣开筑，汉置巴
郡、江北始昌。唐随宋承，明兴清继，知
府衙门，厅驻弋阳。上横街下横街三条
横街，米亭子文昌街两个市场；兴隆桥
通顺桥桥桥通顺，宝盖渡莺花渡渡口繁
忙。木关沱前盐帮列阵，打鱼湾内粮船
成行；溉澜溪边商贾云集，刘家台上人
满街巷。舟楫密布，拱北桥下江水奔
腾；桅樯林立，观音梁上旗帜飘扬。船
歌声声，水流沙坝，码头毛肚火锅；帆影
片片，摩肩接踵，南来北往客商。

历史积淀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千年帝制终

结，民国改治分厢：曰金沙、曰弋阳、曰
宝盖、曰石梁。重庆立市，江北辖区木
关街加米亭子、四方井并体仁堂；皂通
路下至聚贤岩，五江路上达太平巷。东
升门爬坡上坎、登堂入室；宝定门依山
就势、迎风纳凉。客栈饭馆，蜀霞怡园
高豆花；茶楼酒肆，集香村挨便宜坊。
潮音寺、文昌宫，佛道并包十二宗；天主
教、福音堂，西经东渐二十场。坡坡坎
坎、捆绑穿斗吊脚楼，层层叠叠，重檐飞
阁有华堂。雨打风吹，贩夫走卒陈年
事；斗转星移，士农工商成过往。

放飞梦想
潮涌两江，春风骀荡，挟巴山之灵

气，抒川江之豪情；叩千年之沉寂，开百
代之宝藏。沐风栉雨，拆除粮库食油

库，搬迁船厂牙膏厂；餐风饮露，长臂吊装创
纪录，定向爆破第一响。五年拆迁，胼手胝
足，危楼棚屋化为乌有，新城建设铺开战
场。激情飞越，播种希望，冲斗牛之豪气，迸
移山之伟力；图千秋之事功，圆当代之梦
想。披星戴月，基础设施先行，地上地下四
通八达；夜以继日，广场公园配套，水源空调
输配连网。十年建设，筚路蓝缕，滨江绿带
随波起舞，中央大道溢彩鎏光。

时代华章
群英荟萃，谱成万千气象；众志成城，

绘就时代华章。镌刻记忆：塔子山上观音
寺，觐阳门下古城墙；测候亭旁明睿陵，中
央公园洋教堂；三洞桥巴渝风情，桂花街桂
花飘香。开创未来：一柱擎天，环球中心观
天下；三塔巍巍，半岛之冠世界花；孤帆远
影，大剧院熠熠生辉；昂然凌空科技馆展翅
欲翔。地铁轻轨，牵手两江三岸；迎宾大
道，直达国际空港。

世纪辉煌
嘉陵汇入、双龙卧波，山水相依守望；

扬子东去、一水朝天，力帆出海越洋；浩荡
东风驱雾霾，十里江城展新妆。中新合
作、聚焦全球热点，引领西部、汇集世界目
光；双城辉映，江北嘴浴火重生，CBD仪态
万方；华灯绽放，高楼比肩林立，点亮满天
星光。金融领舞，银行证券保险，蓬勃生
长；创新服务，文化教育科技，百业兴旺。
丝路新发，直贯欧亚；保税自贸，远涉重
洋。拥抱梦想，云帆长风破浪；伟业兴邦，
铸就世纪辉煌。

（作者单位：重庆悦来投资集团）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黄家镇
扼数省要冲，又盛产大米、包谷和烟
叶，属高山平坝。从前就叫做黄家
坝。在莽莽大娄山中，黄家坝是极隐
蔽的，这里山高林密，溪流纵横，人民
群众十分朴实。每每到了秋收的季
节，场街中吊脚楼如聚，均为稻田环
绕。站在高处去望，宛如一面金镶玉
的宝镜，会耀得人眼花缭乱，心情自
然转好，所以往来人多。

中国工农红军曾经路过黄家坝，
留下一个个佳话，至今在群众中传扬。

镇党委书记王迎春介绍，当年，中
共湘鄂西分局决定建立湘鄂川黔根
据地，红三军冒雨攻占彭水县城，赓
即突破敌守军猪头菁、大堰塘、三肩
坡防线，逼近了黄家坝。老百姓不知
红军的底细，陡闻境有兵过，吓得挟
被扛粮，纷纷外出跑山藏躲。黄家坝
场街顿成空城。饥肠辘辘的红七师
机炮连战士们，见到一座座空屋，住
宿休整本是没有问题的，可要烧柴火
做饭，甚至吃掉一些咸菜，却找不到
主人黄学珍打商量。这与“不拿群众
一针一线”的革命纪律相悖。战士们
住了黄学珍的屋，用过、吃过以后，留
下了一纸说明：

老板，吃了你半坛咸菜、几根黄
瓜，烧了几根柴，共补你黄豆六升。红
七师机炮连一排。

次日，机枪连战士归还了借用物
品，把黄家大屋打扫得干干净净，离开
了黄家坝，南下扩建红色革命根据地。

这些红军战士，属贺龙率领的红
三军，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绝大部分
都牺牲了。

要说红军也缺粮，要说农舍也无
人，要说咸菜也不值钱，只是为一条纪
律，全排战士视为铁规，就一丝不苟地
执行了！

红军离开后，黄学珍回到家中，
见到机枪连的留言条，深为自己的逃
离后悔。听说这支兵的红旗上缝着
镰刀铁锤，他们显然是农民和工人的
队伍，所留纸条弥足珍贵。黄学珍起
了保存传家的念头，又担心被坏人发
现，难免祸及家人，遂灵机一动，买来
两张门神像贴在留言条上面，牢牢地
遮盖起来。

王迎春书记感慨地说，黄家大人
小孩，进出瞻仰的是门神，心中怀念
红军留言条，更记住了红七师机炮连
一排！

红军走了一年又一年，留言条藏
了一年又一年，等来了解放军。

解放大军取重庆，从黔北、鄂西过
来，这里便是熟门熟路。黄学珍见到
他们扛的旗，如火如荼，旗帜上仍然绣
着镰刀和铁锤，全家人不再逃避，反而
箪食壶浆，把解放军迎进堂屋，军民齐
乐淘淘。黄家大屋一柱十三穿的建
筑，合抱粗的木柱上，凿出十三个孔，
分别穿插横梁，支撑起一面墙及廊。
清晨，地坝铺满金黄的包谷，被阳光照
耀，像是铺着一层金箔。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当地政府收
集红军纪念品，黄学珍摘下门神，取出
了“红军留言条”，送到了涪陵军分区，
后为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收存。经中
共彭水县委同意，黄学珍复制了“红军
留言条”，当作传家宝，并请人制对联
一副，以为见证：

六升黄豆兑半坛咸菜留言证鱼水
一条铁规传全军德风赤心显精神
小纸条阐明了大道理。这里上

年纪的人，都惦记着红军，黄学珍家
堂屋门对联年年换，写的尽都是这
两句。

时光轮转到二十一世纪，有位镇
人大代表提议，将红军留言条视为革
命精神，在黄家镇广为弘扬，黄家坝满
街挂起了红旗，图案有镰刀和铁锤，有
金色的星星环绕，还有八一军旗。当
地党委、政府开办了红军精神讲习所，
地址就在原红三军七师指挥部。市外
的、县外的，黄家镇外的有心人，纷至
沓来，紧握拳头宣誓，勿忘红军精神，
接受红色文化的教育。

过路的外乡人，喜欢到黄家大屋，
来品尝品尝红军饭。红军饭俗称田席
软九碗。现在日子过好了，菜品包括：
红军泡菜、红海椒炒黄豆、红烧灰豆腐
牛肉、大会师、清蒸南瓜、旱蒸腊肉、葱
爆肉片、菜豆花、猫海椒炒老腌菜，饭食
当然很简单，包括两糙饭、杂粮饭、毛洋
芋、煮包谷。所谓两糙，就是包谷米和
麦粒，混合蒸煮成粗米饭。黄家后人
说，要机炮连一排战士还在，何至于吃
咸菜下饭！

如今，整个摩围山区都在搞脱贫
攻坚。干部们下村去了，不舍昼夜，要
在晚间才找得到人。他们异口同声地
说，不占群众便宜，帮助贫困户脱贫致
富，搞好乡村建设，就是把红军打起的
旗镌刻在心中了。

（作者单位：重庆市作家协会）

走进李白故居
沙粒与波涛，隔着一首澎湃的歌。
我们与诗仙，隔着一条奔腾的河。终

其一生，我们都像岸边的沙粒，梦想成为河
流中的浪涛，成为浪涛上的欢歌。

从不同的地方，我们带着相同的仰慕，
走进江油，走进青莲。踩在李白踩过的土地
上，吹过李白的风柔柔地吹拂着我们。

我们走进李白五岁，八岁，十二岁的园
子，我们与诗仙，仿佛很近，又仿佛很远。
近，是可以触摸他的窗棂，叩响他的门环；
远，是隔着一千多年的明月光，隔着一千多
年的地上霜。

从碑林到陇西院，我们举起沉默的尺
子，在柱碑上，在雕像上，反复丈量着诗歌
的高度，诗人的高度。

而有些距离，越丈量，越无法量化。河
流还在纵深，台阶向着高天，停在一些仰望
里，我们没有抵达太白楼。

诗仙举起的酒，被我们的目光狂饮。
落寞的寻访者，醉在自己的追逐里，醉在无
声的怀思中。

满纸的诗，满院的诗，一直举着诗仙的灵
魂，它们被崇拜的岁月，镀上了金黄的色泽。

我们把自己深深插进诗歌的土壤，相机、手
机痛饮的诗意，足够我们一生，反刍和回味。

太白楼的月
我见过太白楼的月。
那是秋天的清晨，不同于张扬的烈日，

它低调地挂在天空，温润而晶莹，像恋人，
像游子，眼里只装下了青莲。

很精致的弯月，在云层之下，宁静，淡
定，仿佛修行千年的智者。它好看的轮廓
勾住了我的眼睛，我久久地仰望着，陷在它
的澄澈里，忘记了今夕何夕。

那是一轮穿越古今，却依然年轻的月亮。
它捧读过太白溢满激情的诗稿，模仿

过诗人陷入暗夜的沉思。它飞越千山去朝
堂欣赏过翰林待招的风采，也顺流而下陪
伴谪仙豪饮过一江清风。

装满美酒佳酿。那月亮，比女子多情，比
女子重情，为世人所爱，更为诗人所爱。

夜夜望月，夜夜饮醉，佐酒的诗句有时
挂在柳梢上摇摆，有时顺着瀑布飞泻，有时
直上彩云间，有时又汹涌成黄河水。

水不断，酒不断，流淌的月光不断，奔
腾千年，吟咏千年。

那散发着浓浓诗意的月亮，从碎叶城出
发，护送绮丽的语言，洒脱的情思，走过难于
上青天的蜀道，走进千古流传的诗行。

它告别少年李白，送走白发诗仙，又像一

个永不褪色的诗人，停在青莲，停在太白楼。
清辉之下，诗心皎洁。经历坎坷，诗仙

挥笔抹去了风霜，抹去了沧桑。
他捧起诗歌，像捧起会说话的月亮，站

上了清明的高处，历史的高处。

洗墨池的水
洗净的是诗，是穿越时空的箭矢。
水照山河，水映日月。变化，变迁，世

间种种，在水的沉淀里清明。
有人洗墨，洗心，把凡人变成诗人；有

人挥笔，挥别，在行游中成就谪仙。
水深幽静，水平如镜。仿佛无形的手按住

了诗人的身影，又献出了一些朦胧的画面。
洗去的墨沉淀了千年，那是诗歌的经

脉，经池水灵巧地拼写成诗，你临池一读，
就被墨香环绕，就被诗境迷醉。

落叶在水面，染墨，载诗。它飘来飘去，
不舍洗墨池。它不是人，也还未成为诗。

它知道，人非池中物，诗非池中诗。
诗人早已越蜀道，翻浊浪，邀月入梦，

影舞三人。
而洗墨池的水，停在青莲，停在虔诚的

目光里，透彻着诗歌的意蕴，诗人的古今。
我们看到的洗墨池，是一张合不上的嘴，一
直在呼唤，一直在荡漾。

水中浮萍，濯洗一生，总结一生。
走出记忆的枯井，我们看到自己的苍

白，看到诗人与诗，千年不腐。

邀月台的酒
白袍临风，青樽斟长空。
此时，月亮还在另一端提着往事赶路。
只有阳光在豪饮。
我们停在邀月台，像停在一汪酒的醇

厚里。
这是窖藏千年的酒，有思想磨尖了脚

趾，有情思穿过了书卷，有贪恋远古的风长
出了豪情，有诗韵拔节的声音流出阳光透
明的笔尖，浸染浓浓墨香。

酒里跳跃历史的诗意，酒里荡漾时代
的情怀。

举杯的人已然成仙，他高出了酒，高出
了月，高出了仰头的台阶。

我的酒杯空着，我的酒杯太浅。
淘淘巨浪，熊熊烈火，都是镜子，照出了

功名的地上霜白，照出了抱负的途中猿鸣。
那么多酒，一杯一杯，装满风声雨声，得得

马蹄；一滴一滴，荡漾得意失意，碌碌人生。
往事如酒。越来越醇的酒，骑着弯月，

穿越而来。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新诗学

会会员）

江北嘴赋
梁汉之

乡/ 村/ 故/ 事

红军条和红军饭 刘运勇

散/ 文/ 诗

穿越千年的月亮（组章） 泣梅

▲远眺江北嘴（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