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视主持人朱迅陪同作家冯骥才去看他在天
津老城曾经住过的老房子。老房子在一所百年
四合院内，宛如绿色瀑布的紫藤萝爬满古色古香
的小院，冯骥才深情地望着换了主人的小院，眼
里泪光盈盈。冯骥才偶尔也搀扶着今年已105岁
的老母亲去看看老院落，那是老母亲最适合怀旧
的地方。

一座城市如一棵大树，一圈一圈散去的，是城市
的年轮。蔓延到城市大树根须最深的地方，就是城
市里那些沧桑浸透的老房子。

老房子是一座城市的胎记。建筑大师梁思成说
过，在中国人的内心世界里，都安放着一个老院落，
这样精神才有一处着落。

我在一座城市搬了5次家，每次搬家，最难舍
的，就是自己居住过的老房子。每一次，我都要鸟一
样伸开双臂扑过去，欲把四壁揽入怀中，把旧时光里
的气息带走一部分。老房子里，有烟火漫漫的呼吸，
也有亲人之间的亲昵与争吵。而今，我在城市里还
留有一套老房子，时不时一个人去探望，我在那房子
里，与家人度过了10年光阴。10年里，我与妻子燕
雀一样叽叽咕咕着日子里的酸酸甜甜，也在老房子
里嚷嚷过几次离婚，但老房子里烟熏火燎的生活，最
终让人变得平和宽容。

老房子，是一个让人慈悲的地方。老房子让人
懂得，主人与它一样，也要在时间的灰烬里老去，粗
糙肌肤似那斑驳老墙上簌簌而落的墙皮。

在我精神世界的安放里，日暮乡关里那耸立在
山梁里的老房子，更是我灵魂的巢。

乡亲这个词，我固执地认为应该出现在乡
里。草木苍苍的乡野深处，匍匐在山地稻田里的
乡亲们，他们都在大地上那一处小小的老房子里，
辛劳地操持安顿着尘世里的生活。这些老房子
里，腾着人间的烟火，藏着人世的秘密，生活着至
爱的亲人。

每到年关，我就显得慌乱，这一方面是因为时间
流逝中碌碌无为的焦灼，也因为眼睁睁望着那些带着
大包小包奔赴千万里之外故乡的人，他们是有老家可
回的人，让我徘徊在一年时光的分水岭上，生出孤独
苍茫的心境。心里羡慕那些有故乡可回的人，在年关
这时间锋利的刀刃上，我的心疼痛而嗷嗷待哺。

这么说，我难道就是一个没老家可回的人么。
我不承认。我的老家，就是我生命的血地，就在离我

生活的城市不到10公里的地方。我总觉得，故乡应
该在更遥远的时空里，比云端更缥缈一些的地方。
诗人老柏老家在东北辽河边，他在年关里写了一首
诗，说故乡深夜从万里之外伸出巨大鱼钩，他如鱼一
样咬上钩了。

一个人居住的地方，它到底需要生长多少年才
成为故乡。故乡，又到底需要多大一个地方，便于我
们的灵魂收纳与携带。故乡这个庞大的字眼，其实
微缩到一个字眼，有时就是有一处老房子可以回去
看一看，住一住。

20多年前一个大年夜，我回老家，在夜里山梁
上看到了令我心旌摇荡的一幕。山下一群人高举
着长龙游荡的火把，他们是在外地打工，刚下火
车、客车，风尘仆仆赶回老家老房子里守除夕过年
的乡人。其实很多乡人已在城里买了房子，但老
家的老房子，在这个特别时刻发酵成步履匆匆回
老房子来守岁的乡情。一些乡人从城里还常回
来，把老屋四周打扫一下，把瓦楞上的草拔了，把
那老门重新安上一把锁。我也一个人常悄悄回老
家，就是想嗅一嗅那老屋顶上的炊烟，嗅一嗅松林
路边的牛粪味，望一眼散布村落四周血管一样的
阡陌小径……

那年我家的老房子，因为老家附近工程建设被
拆除，在挖掘机的轰隆声中寿终正寝了。我看见，挖
掘机把老房子四周的桉树、枇杷树、皂荚树、槐树、梨
树连根拔起，裸露出来的巨大根须似牙齿在呼喊，旁
边一些老乡们扶着还没倒下的树，双腿发颤。那些
生活在城里的乡人们，还簇拥着回老家，站在高处，
用刻舟求剑的目光指指点点着哪里曾经是一条沟、
一座堰、一口塘，更念念不忘的，是他们那灰飞烟灭
的老房子。

秋天，爸爸还在心心念念着当年那故土上的老
房子，老房子里点点滴滴的记忆缝缝补补着爸爸日
渐浑浊的时光。爸爸远行到另一个世界之前的秋夜
里，他还梦见回到老家老房子里去喝了一碗青菜粥，
奶奶唤着爸爸的乳名继续给他添饭。

爸爸没有回到老房子里去，他被困在时间里的
老房子里，到84岁的年纪里还没走出来。

我也是。困在时间里的老房子，它成为一张
底片，在光阴的深水里显影，闪烁着温暖动人的
光芒。

（作者单位：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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嘀嗒，嘀嗒，雨的声音
是你在微信敲下：
娟儿，每天记得吃药
鸡蛋、水果，不要太亏待自己

嘀嗒，嘀嗒
这母语
绽开朵朵
故乡的远和沉默

酸一场，甜一场
天空自顾自地蓝转暗
到处是急匆匆赶路的人

雨停了
裤脚兜满了泥沙

我，走着

长发乱了，汗水在
脊背上生了盐碱地
疲惫填满阳光
继续走着，邂逅
一场酸，再一场甜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夜雨连二版 头条配建行头条大赛题花 配美丽重庆栏条 配头像）

重庆往
西九十公里
和成都向东
二百四十公
里的交汇处，
有一个“海棠
香国”，被誉
为文化厚重
之城。“天下
海棠本无香，
独荣昌海棠
香扑鼻”，说
的就是这里
——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
圈的桥头堡、
重庆荣昌区。

我不止
一次说过“荣
昌是个很有
味 道 的 地
方”。记得第
一次是在他
们美丽乡村
高峰论坛上
我讲过，那是
从他们乡村
的巨大变化
说的，有乡村
的味道；第二
次是我在采
写“荣昌印
象”时写过，
那是从历史
的厚重写的
历史的味道；
第三次是随
作家采风团
去采风的见
面会上说的，
是从城市发
展的时尚之
味道说的。
为什么我还
要一而再再
而三的说这
句话？因为，
我总觉得还
意犹未尽，有
很多很多没
有说到说透，
比如舌尖上
的味道，全猪
宴、全羊宴、
全鹅宴以及
铺盖面的材
质劲道、黄凉
粉的色泽红
亮、河包粉条
的 晶 莹 剔
透。所以，今
天，我再叨唠
几句他们的
舌尖之味。

困在时间里的老房子 李晓

2017年9月25日，我在江津七贤街吴永富
先生家访问了他92岁高龄的母亲杨克华老太
太。几天前我在街头偶遇吴先生，他说他母亲
不久前已过世。我顿生伤感，于是整理出当年
采写的这篇“口述史”，让今人了解一下解放江
津时的点点滴滴…… ——题记

1949年11月28日江津县城解放了，我虽
然现在92岁了，但对解放那两天发生在我村我
家的事仍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家住在江津县城
对岸的一个叫长面坡的山顶。我儿子吴永富那
时才两岁，他也算是命大福大。那天，一颗手榴
弹从房顶落到我家床上，床下的锅儿都被炸破
成三块，但床头上的吴永富除了满身是柴灰土
灰外，丝毫无损——这个真吓人呀！长大后他
很勤奋，也有出息。他今年已70岁了……

江津县城对岸长江边上有一长长的陡坡，
当地人叫它长面坡，它又叫雷家坡，因有雷家人
住在这里。以前这里属江津县杜市里二都一
甲，后来属江津县德感乡中渡村。我们家就住
在长面坡最高顶上的小坪上。站在家门前的土
坝上，可清楚地看到长江和对岸的县城。

11月28日下午大概六七点钟，对岸的江
津县城响起了几下枪炮声，接着就有许多解放
军开进县城。一会儿城墙上就飘起了红旗。我
们后来听说县城是和平解放的。

县城解放了，但是县城对岸我们这地方还
没有解放。前两天从巴县白市驿方向又开来了
一支松松垮垮的国民党部队，军容不整，纪律很
差，看得出长官感到非常慌张。他们一到我们
这地方，就去占下面长江边的码头和一些民
房。我们家是制高点，前面又有一个小土坝，下
面是长江，对面县城，所以他们就占了我们家。

我男人叫吴汉城，大我11岁。还有我公公
吴清云，婆婆吴李氏。还有我大女儿吴永芳和
才二岁的儿子吴永富。国民党军队将我家占据
后，使得我们全家无法居住。全家五六口人就
挤在一小间破旧的小房内。这些当兵的一个个
穷凶极恶，我们全家人都很害怕。

后来，我们才听他们的一个小军头说，他
们的最高司令长官是胡宗南。他们占据这里
是为了防止对岸江津县城里的解放军打过长
江来。他们就在这里挖战壕，在我们的房前坝
上架着机关枪，对着下面的长江码头和对岸的
江津县城。

因为要打仗了，村里的男人都跑出去躲。
留下的多是老人小孩和像我这样带着奶娃的妇
女。我们这儿离江边的中渡街较近，百姓常去
赶场。这几天街上的观音庙正办庙会，参加的
全是十里八乡的老太婆和中年妇女。因为我家
被国民党军队占了，我男人吴汉城怕被拉去当
伙夫，就早早地偷跑到中渡街，换上衣服混在参
加庙会的这些老婆子和妇女中。

国民党部队到达中渡街时，见五个像妇女
的人在街边挑水。走近一看，原来是男的。于
是向天打枪，将这五人五花大绑抓到了部队。
这几个人就被抓去当兵。他们的名字我还记得
几个：谢相林、周树清、曹树林……

国民党兵还宣布戒严。叫所有百姓呆在家
里不准外出。村上有个叫萧胖子的人，他老妈
住在附近的南岸中学，他住在中渡街，他担心母
亲，就去看她，被国民党兵开枪打死，鲜血流了
一大滩，肖家老少哭得很伤心。

不想在第二天，这灾难也发生在我们家。
11月29日天还没有亮，从江津县城鲤鱼

石下面的江面上，斜着向对岸划来了几只小木
船，靠近了我们这边的狗守岩。这地方不是渡

口，没有国民党军把守。我一个叫肖克仁的表弟正在这里
的江边钓夜鱼。他看见有背着枪的人在悄悄上岸，就明白
是县城的解放军在过江，他跌跌撞撞地跑回家躲了起来。
当时即将垮台的国民党进行反面宣传，说共军从江津县城
打过长江后，要杀人放火……

天亮时下起了小雨。渡过长江的解放军就对长面坡发
起了进攻。此时仍有解放军在用小船过江，过了江的就往
长面坡边打边冲。上面的国民党军慌慌张张地往下面打机
枪。但下面的解放军往上冲得很快，国民党军往后一节节
地退，但仍不停的向下投弹和开枪。

我家在制高点上，这里又是战壕。我在门口看到国民
党军与下面的解放军进行猛烈的对射，国民党军中不时有
人倒下，我心里害怕极了。

因为天下雨，国民党军挖的战壕里有湿泥和积水，于
是，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跑到我家，恶狠狠地对我公公说：“快
将屋里的竹席子抱来垫在战沟里！”公公不愿意，磨磨蹭蹭
的。军官又恶狠狠地说：“快点！快点！哆哆嗦嗦干嘛？”公
公只得抱着竹席嘴里骂着走出来，但他又不走了，又骂。他
还说：“你们打死我可以，但不能打死我的香火脚脚呀——”
突然一颗子弹打入公公右边的太阳穴。他血流如注，立即
倒地……婆婆立即奔跑过去，抱着公公大哭起来。

国民党军这时正准备逃走，他们丧心病狂，临逃时来了
一番乱扫乱炸。我这时正跑过去看公公，突然一颗手榴弹
落到我家的房顶后，掉到屋内的床上。“嘣——”的一声，将
床下的铁锅炸成三大块，而床头的二岁孩子吴永富除全身
是灰尘外，没伤到一点。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简直被这场面吓坏了，只得又回头赶快去抱孩子。
这可是吴家的独丁丁呀。这时，又一串子弹从我右眼飞擦
而过，我眼前一花，感到钻心的痛，右眼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一阵踉跄，差点倒地。但我扶着土墙，用左眼一看，右眼
的眼珠都打出了。我始终抱着孩子不松手，这是我们吴家
的根呀！

国民党军甩掉一些东西，全都朝永川、成都方向逃跑
了。我用尽全身的力气站了起来。我婆媳俩、还有大女儿
吴永芳、儿子吴永富全都哭了起来。

解放军上来了，他们察看一下这里的地形，一部分继续
前追，一部分打扫战场。他们很和气，叫我们“老乡”，他们
见我们怕得发抖，就客气地说：“老乡，我们是解放军，我们
不会伤害你们。你马上到下面德感的医院去治眼睛，那是
我们的战地医院，免费的……”

我公公死了，我眼睛被炸伤了，我家房屋被炸穿了……
我们一家人惊魂未定。但也有不信邪的，居然这时还有长
面坡上的几个村妇，来我们院坝和院下土坎捡子弹壳，居然
捡了好几筐。

这天下午，长面坡、中渡街、九龙场、德感场等地宣布解
放。在中渡街做观音会的我家男人吴汉成得到噩耗，哭天
哭地跑回来。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家在中渡街租了一副
棺材，请了做观音会的十几个和尚来我家做了道场，就草草
地办完了丧事。

不久，乡公所、村公所就来了土改工作队。我的右眼伤
医好了，但从此我的右眼失明了。虽然没有明显的伤口，但
每年开春，右眼处总有些隐隐作痛。前些年我到海南岛疗
养，在机场过安检门，每次都会发出“嘟嘟嘟”的报警声，他
们说我身上带有金属片等危险物品。后来经医生检查才发
现我右眼里留有弹片……

1953年，我们村回来一个叫谢相林的人。他曾是解放
军战士，回村后他还当上了村党支书。他就是解放的前一
天，在中渡街被国民党军抓去当壮丁的。他随这支国民党
部队由重庆逃向成都，途中在郫县参加起义。后来他参加
了解放军，因表现优秀又入了党……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江津区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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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江津时发生的事……
——一位老太太的口述实录 庞国翔

秋鸣 刘廷兵

落叶飒飒，秋鸣有了形状
草木惊心，把江水平静成一

面镜子
那么多的绿枝繁花
纷纷凋零

鸟声细瘦，掀不起大的波纹
叫得阳光无力
叫得明亮的爱情有了潮湿的

味道
被烈日猛吻过无数次的飞翔

线条，弯弯曲曲
淡了风色

成群的鸟声，紧紧罩住落叶
和残红

不甘的叮咛，鼓励嬉戏的雏
鸟奋飞

进食于残果
即将淹没带甜味的记忆

秋鸣里不止一个声音
还有疯狂的争斗，鲜艳的掠夺
那深褐的树林，淡黄的哀思，

浅碧的逝水
比往年更甚

初霜沾满叶落，花败，萧瑟

当落日困住寒鸦，啼声一片
离愁

鸟群的鸣叫仍在拉长黄昏
堵住峰峦的出路
冬天
即将来临

我清冽的眉眼装满秋鸣
还有鸟羽在风中晃动的声音
(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

绽开了沉默（外一首）王景云

重庆傲越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陶粒烧制窑协
同处置及利用一般固体废物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第二次公示：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的相关规定，向公众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
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1、项目名称：重庆
傲越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陶粒烧制窑协同处
置及利用一般固体废物项目。2、征求意见稿链
接：https://bbs.cqyc.net/thread-1974616-1-1.
html，公众参与意见表链接：https://bbs.cqyc.net/
thread-1974616-1-1.html。项目环境信息公示
期间，公众可通过向建设单位和环评机构索要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书。建设单
位：重庆傲越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联系人：
郭老师；电话：17708382212；邮箱：46711793@qq.
com。环境机构：重庆傲越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联系人：郭老师；电话：17708382212；E-mail：
46711793@qq.com。3、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可
能受本技改项目实施过程中环境影响的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或关心本技改项目环境
保护工作的其他公众。4、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
式和途径：公众意见可通过来函、来电、传真、发送
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意见。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
止时间：2021年11月2日至2021年11月24日。

重庆市永川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现代制造业基地
建设“十四五”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重庆市永川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委托重庆环科源
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重庆市永川区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现代制造业基地建设“十四五”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要求，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MFnACcz2MPMhiqvJ6dAJdA提取
码：gxui；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CYN6Y4En5_V35My2M0og4w;提取码：
yc6m。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在
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反映
与规划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联系人：周老师；
电话：15823120578；邮箱：1164176511@qq.com。

减资公告：经重庆协强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7MA5U6WFY7R）股东会决议，将本公司
原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减少至30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21年11月15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柯亿达汽车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ABX0WM9K）股东
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由贰亿元整减少至
伍仟万元整。请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
内到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现为永川国家级高新区、重庆永川综合保税区、永川区
市级高新区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现对该规划环评
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欢迎公众积极参与并提供宝贵
意见。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获取：永
川区和顺大道799号4号楼1楼，电子版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WdaYKN6jiMk02gmyZORATg
提取码：5it2。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以可能受到规
划实施影响的周边邻近地区的个人及团体为主。三、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Bhie3BSjkrJFiPZROvJBUQ提取码：obdi。四、在
公示期间，公众意见可通过邮寄、现场递交或者电子
邮箱形式反馈。五、公众提交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
年11月11日~24日。六、规划编制单位名称及联系
方式：永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陈女士，
电话：023-68484328，邮箱：654857460@qq.com，
地址：永川区和顺大道799号4号楼1楼。

公告
重庆谕欣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易文明
与你单位关于解除劳动关系、工伤保险待遇、经济
补偿争议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合川劳人仲案字
【2021】第1221号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开庭
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2年1月27日上午9
时00分，在合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
合川区南津街江城大道236号）一楼112室（仲裁
一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领取本案
裁决书的期限为开庭后的10日内。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11月15日

公告：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重庆建材技工学校并入重庆市
轻工业学校，同时撤销重庆建材技工学校建制，学校办学地点
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童家溪镇同兴北路116号。即日起，重庆
建材技工学校法人证书、学校公章作废，原重庆建材技工学校
的人员、教学、债务、债券等事务由重庆市轻工业学校负责。

豪帅公司渝BS6205营运证500110020762、渝BR8811
营运证500110124650、渝BS6862营运证500110020973、
渝BN0692营运证500110113107、渝BN3599营运证
500110051579、渝BR7916营运证 500110015817、渝
BS6605 营运证 500110126327、渝 BR9991 营运证
500110103672、渝BS6880营运证500110020976遗失
作废。路驰公司渝BJ8205营运证500110099945、渝
BN2108营运证500110044155遗失作废。携手公司渝
A99901、渝A99760、渝A95838、渝BZ7908营运证遗
失作废。宏锦公司渝AB796挂营运证 500110057283，
渝BY3537营运证500110057033遗失作废。赐鑫
公司渝DZ8719营运证500222126951遗失补办。

●顺心顺意物流公司 渝D56051营运证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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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首先说荣昌卤鹅，当地人
习惯地说鹅儿肉，在大街小巷
都是卤鹅飘香。荣昌城区流传
一句老少皆知的顺口溜叫“卤
鹅卤鹅，盯一眼走不脱”。这话
说得很实在，还有位作家说他还没到荣昌，人在永
川抑或是内江就从空气中闻到卤鹅的味道了。这
话虽然有点夸张，但也道出了荣昌卤鹅的特点。
这要追溯到四川历史上的六次大规模移民，据说这
里是“湖广填四川”重要聚集地，被誉为“客家文化活
化石”。而在元末明初的第四次移民中，就有部分客家
人移民落籍于古昌州（今荣昌），后来数次的移民中，又有
大量的客家人迁至荣昌，从而使荣昌成为全国闻名的“客
家村”，保留客家风俗习惯的人群至少有四万人之多。客
家的风俗习惯在岁月中改变了荣昌原住民的生活习惯和
饮食结构，连长期以来受南方人青睐的卤鹅，也逐渐成为
荣昌老百姓的餐桌佳肴。卤鹅本为潮汕食物，经过荣昌的
客家人在三百多年里的不断适应和改进创新，卤鹅逐渐成
为了今天荣昌地区的特色饮食品牌，受到全国人民喜爱的
卤品名点。荣昌卤白鹅是荣昌的一绝，且极其大众化，一
只白鹅除了毛之外，全身上下皆可卤，卤鹅肉、卤鹅翅、卤
鹅肝、卤鹅肠等等，每一样都有特别的味道。

卤鹅儿须选肉质好的荣昌白鹅，去毛取出内脏洗净，
再将陈年老卤水烧开放入鹅儿，加入老姜、胡椒、八角等香
料，卤至二十分钟后翻面，一般一小时卤成。说起来还是
挺简单，不过真要自己做，还是需要有相当技艺的。因为，
荣昌卤鹅集粤菜和渝菜川菜所长，既有粤菜和潮汕菜注重
的用料选料、味道清鲜、油而不腻的特色，更有渝菜川菜调
味多变、口味清鲜、醇浓并重、适应性强、麻辣浓郁的地方
风味。

那次在荣昌，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专门做卤鹅生意的老
周，憨厚像，给人一种老实巴交的样子。他告诉我，他们家
从他爷爷的爷爷那一代就开始做卤鹅了，虽然不能自封传
承人，但在荣昌还是算小有名气的。他介绍说，在全世界，
任何一道美味，都离不开两大要素，一是食材，二是厨艺。
荣昌卤鹅之所以广泛受到青睐，也因为这两大要素占全
了。荣昌白鹅有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被列入国家级保护
鹅种，具有生长快、肉质好、耐粗饲等特点，现常年保持种
鹅群7万只左右，年出栏商品肉白鹅百万只以上，成为当
地重要而宝贵的地方资源。所以，荣昌卤鹅，首先要选放
养的荣昌白鹅，放养的白鹅健康且肉香如雀，皮如纸薄，除
了一层皮，底下全是瘦肉，而且荣昌白鹅肉质细腻。老周
还说，除了白鹅，卤水当然也很重要，小说《棠城的晚春》里
写道“将陈年老卤水烧开放入鹅儿肚内，经过祖传的秘方
技术加工后……”这其中陈年老卤水的制作便是各家的商
业秘密了。据说一锅上好的卤水，保存得当可以反复使
用，这与“地沟油”沾不上边，就像炒回锅肉要用“老油”一
样，也唯有陈年老卤才有卤水应有的复合味，卤出来的食
物才会柔和、醇香具有厚重感，味道愈加浓郁醇厚。荣昌
人就是借以潮汕传统卤制方法为基础进行卤料配方，再以
重庆的麻辣鲜香作料进行调味的。那天我们就在老周的
员工食堂享用的晚餐，他听说我们要去，提前忙活了大半
天，亲自卤的荣昌白鹅肉，色泽金黄发亮、五香味浓、闻之
想食，食之回味。

荣昌卤鹅历史悠久，越来越受到东南西北人的广泛青
睐，有道是“到了荣昌没吃鹅儿肉等于没去！”

二

荣昌人自以荣昌羊肉汤而骄傲，
用它做早餐招待亲朋好友，可算是
最为高档的标准和礼节了。

羊肉汤最早起源于解放
前，据说是一个叫陶镀光的
人无意中发明的。经过几
十年的发展演变，羊肉汤
已今非昔比，其汤汁乳
白，咸鲜味正，香味浓郁，
肉质细嫩，无腥臊味及药
料味，是一年四季滋补的
佳品。羊肉汤系列中最为
出色的当为羊杂汤，其它如

“蚂蚁上树”“干码羊肉”“粉
蒸羊肉”“爆炒羊肝”等名菜，味
道也很地道。

在荣昌城内，正宗的羊肉汤馆几
十上百家，其中，“老八羊肉馆”“邱羊
子”可算是很红火的。另外，盘龙羊肉汤、桥
头堡羊馆、濑溪河羊肉汤、古昌州酒楼等地的羊肉汤，
味道也巴实得很。

羊肉汤说起来很简单，主料不外乎就是羊腩肉、白

萝卜、香菜、盐、鸡精、料酒、葱、姜、
胡椒粉之类的，但真正做出原汁原
味的话也是要有很高技艺的。荣昌
羊肉汤锅最关键的还是熬汤，一般
是先用鲫鱼拿纱布包好放入锅中，
与猪的筒子骨、羊的棒子骨一起煮
熬（大火煮开后小火）至少两小时才

成，熬得越久越好，直到汤熬得发白。另锅烧烫倒
入底油，再倒入羊腩肉即羊的腹部下边的部位开
始爆炒，爆香后，倒入事先熬制的汤，连同白萝卜

片，因为萝卜有解毒消滞清热化痰的功用，加盐、鸡
精、料酒、茴香、胡椒粉调味，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煮

至萝卜断生后，撒上葱花和香菜即可出锅（现在很多地
方是把葱花和香菜放在自己碗里）。就味道而言,它既有
重庆人的直爽,又有成都人的绵柔，还有潮汕人的温馨。
有人说荣昌羊肉汤锅的重点不在于汤，我不敢苟同，青菜
萝卜各有所爱，在荣昌吃羊肉汤锅，首先是要喝碗汤的，然
后才上酒吃肉。我不知道地道的荣昌人是否同意我的说
法，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都是汤和肉，这就够了。

三

提起荣昌的美食，很多人都知道还有一道菜，叫盘龙
仔姜啤酒鸭。如今在重庆、成都、贵阳等大城市的大街小
巷，时不时都可以看到打着“盘龙仔姜啤酒鸭”招牌的餐
馆，受到很多美食爱好者的喜爱，无论是匆匆行路的过
客，还是对味蕾讲究的食客，都不会错过这一美味。那天
我去荣昌采风，在老城的一个拐弯处，两棵老黄葛树下面
就有一个写着“盘龙仔姜啤酒鸭”的牌子，门面不大，里面
六张小桌子，门外摆了两张大的，看样子生意不错。我们
去的时候正好有一桌散席了，我们才有得坐。

我们码字的人一般都有点好奇好问，点菜过程得知，
这其实就是一个夫妻店，男的姓彭，在厨房掌勺，女的姓
张，在外面搞服务。他们都是盘龙的人，为了小孩在城里
读书才到城里开的个餐馆。他们问我们：“你们不是本地
人吧？”我们说是重庆来的，专门想吃盘龙仔姜啤酒鸭的。
他们很丧气地说：“你们下次来就吃不上啰！”我们问为什
么？他们说“这里要拆迁，过几天就关门了。”我们想，既然
是这样，干脆就刨根到底一下，让他们介绍介绍盘龙啤酒
鸭的来历和做法。

我随即来到厨房与彭师傅搭讪，只见他满头大汗，
不屑一顾地看了我两眼，忙着炒菜。见我对他嘘寒问暖
一番，态度也直转之下，一边忙活，一边跟我闲聊盘龙仔
姜啤酒鸭的制作，我一边听一边看一边学，算是了解个
皮毛。先把鸭子洗干净宰成块，放进适量的食盐、胡椒、
茴香，抓匀码味几分钟，然后把盘龙仔姜切成片备用。
盘龙仔姜啤酒鸭必须是生爆，如果绰水再炒，就失去了
本味。用土菜籽油炼锅至八成，先倒入备用的姜片和少
许蒜片翻炒出香味，再倒入备好的鸭子、少许酱油和红
糖粉末（冰糖、白糖也可，但不利血糖高的人食用）和少
许豆瓣酱调色，再加一把花椒，大火煸炒几分钟后，倒入
半瓶啤酒利于去腥臊，盖上锅盖焖上几分钟，放入青红
海椒，开小火收水收汁。起锅时，再撒上几节葱葱和适
量的味精，一道美味的盘龙仔姜啤酒鸭就成了，吃起来
香辣兼容，味道纯正，老少皆宜。别听那些卖狗皮膏药
的要用他的什么“秘制香料粉”，自己做的才是家常的、
地道的。

盘龙其实就是一个地名，荣昌区的一个镇，与四川省
隆昌县接壤。盘龙镇历史久远，唐乾元二年（759年）始设

昌元县，盘龙时为昌州府州治所在地。盘龙有
客家人口近三万人，是重庆市最大的客

家方言岛，建有客家文化广场、客
家商业步行街、客家新村及祠

堂等特色建筑。因为这里的
气候、土壤、水源等特别
适合种植生姜，尤以仔
姜出名，具有色白质
嫩、清香可口、爽口化
渣、粗纤维含量低、含
硫量少等特点，既可
为菜，也可调味，更可
入药，备受广大消费
者青睐，是餐厅、宾馆
必备的上等蔬菜。而鸭

肉又属于进补的优良食
品，蛋白质含量比畜肉含量

高得多，脂肪含量适中且分布
较均匀，两者搭配，便成为一道美

味佳肴。
荣昌之味，在于品之独特，精之

不作，味之地道，就像荣昌人的勇立潮头又朴实纯
正的天性，无不令人流连忘返。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