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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在一个地方
待久了，反倒觉察不出那个地方的好来。
离开多年以后，某个周末再回去，蓦然发
现，原来那里是如此独特有魅力。我对老
白沙的认识就是如此。

老白沙是坐落在长江边的小镇，在重
庆西部，与四川的合江接壤。她背靠大旗
山，坐南朝北，沿江而建。青砖黑瓦的建
筑随意布局，高低错落，既各自独立又千
丝万缕。东边的流水寺幽静、厚重，高处的
板板街简约、轻盈，比比皆是的传统老民居
朴素、宁静。千年历史千年文明，生命与智
慧在看似平淡中彼此交织，相互呼应，你
我关联。

说老白沙，自然是相对于新白沙而言
的。新白沙是承载着白沙人民的认知和梦
境的，2011年开始规划建设，毗邻江泸高
速南线白沙出口，占地面积25平方公里，
近年渐成规模的白沙工业园。新白沙拥有
鳞次栉比的高楼，宽敞平坦的道路，美观便
捷的现代娱乐与健身设施。单从建筑上
看，新白沙有繁华都市的现代气派，老白沙
有沉浸在历史里的古朴。如果借用言说方
式来打比方，二者的落差还表现在文化方
面，老白沙是值得细细品味的文言文，新白
沙则是直白通俗的白话文。

老白沙的历史距今已有 1700 年之
久。典籍可查的建镇年代在北宋前期。宋
神宗赵顼熙宁年间(1068—1077年)，由曾
肇、李德昌等根据原修于宋真宗赵恒大中
祥符六年(1013年)的《九域图》所重修的
《元丰九域志》之卷八所记载“雍熙四年，南
平县并入江津。(渝)州南一百二十里，有汉
东、伏市、白沙、长沙、圣钟、石羊、玉栏、灵
感、石鼓、沙溪、仙池、平滩、石洞、三槌十四
镇”可判定，白沙建镇早在雍熙四年，即公
元987年。千年古镇名不虚传。

老白沙故事多。抗战时期老白沙作为
陪都重庆的后方，多少历史名人在这里留
下足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
玉祥在这里掀起献金高潮，赋予了白沙“最
爱国的市镇”的称号。史无前例的万人大
合唱为推动战时大后方抗日救亡群众运
动，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多少文人墨
客在这里叙写经典诗篇。白屋诗人吴芳
吉、地方史学家邓少琴、以画名世的张采芹
等聚奎三杰流芳百世，展现白沙精神。书
法家周浩然、油画家陈可之、作曲家王锡仁
也曾生于斯长于斯。萧红曾写过的一段文
字：河上有船，但是不多，有的往东去了，有
的往西去了。岁月匆匆，白驹过隙。因为
他们，总有一些东西留下来，成为永恒。

老白沙茶馆多，民间文化活动丰富多
彩，素有文化名镇之称。川剧、曲艺、弹唱、
说书及各种艺术表演都比较盛行。2000
年以来，连续二十年了，每到元旦节前，围
绕“春满津西”主题，白沙人民在坐落在滨
江路的政府文化广场要举行数十场文娱演
出，尽显仁山智水、重农兴商、尊教崇文、开
放开明的人文底蕴和地域文化特色。川剧
为古老的传统剧目，必然年年上演。平常，
在陈家坡、文峰街、东华街、石坝街的某个
茶馆里，或者在某个小区楼道的门厅里，都
可以看到川剧爱好者们聚集切磋技艺的身
影。正式演出的时候，“生、旦、净、末、丑”
各种角色，蟒袍、靠子、官衣、褶子，精致华
美的帝王将相、水袖飘舞的旦角、身着素雅
的小生浓妆上场，韵味十足。尤其堪称川
剧绝活的变脸，抹脸、吹脸、拉脸等精妙绝
伦的表演带给观众的震撼，每一个老白沙
人都津津乐道。朝天嘴是老白沙的一个著
名地标，一代又一代人在此留下了温馨的
记忆。年轻人在这里发生新的故事，老年
人在这里寻找旧的乐趣。白沙有一帮文友
定期在朝天嘴的露天茶馆谈诗论赋。黄葛
树下，古旧的八仙桌与老藤椅，月影朦胧，
清茶袅袅，水墨诗心，好不快意。因地貌形
似重庆朝天门古码头，《一九四二》《母亲，

母亲》《江姐》等上百部影视剧都在这里取
景。拍摄《母亲，母亲》时，我正在老白沙的
一所小学任教四年级。剧组需要大量的小
学生做群众演员。我们班级几十个孩子有
幸参与。一个镜头是一群孩子在做各种游
戏，袁莉饰演的侯家大奶奶走进校园满眼
慈爱地看着他们。一个镜头是导演告诉孩
子们，他们的爸爸妈妈在战场上被敌人打
死了，防空洞里横七竖八躺着的就是他们
的尸体。于是，孩子们趴在那些“尸体”身
上哇哇痛哭，是真的痛哭，眼泪鼻涕一起
流，有的还泣不成声。我讶然于孩子们拍
戏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对于专业演员
而言，可能要拍七八遍的一个镜头，他们根
本不用彩排，就那么自然地走进了剧情与
灵魂产生了触碰。

老白沙习俗多。这里的小孩子们对端
午节的赛龙舟、春节的杂耍龙灯、舞狮、花
船游行等表演都念兹在兹。最具传统的民
间习俗当属“闹元宵”了。祭码头、抓龙麟、
舞龙狮、烧龙灯，龙身磅礴，人群追着龙，人
流如潮，熙熙攘攘，欢天喜地，场面壮观，热
闹非凡。元宵节，闻名遐迩的节目当属“打
铁水”祈福。铁匠师傅们集中在空旷的滨
江路，将铁熔化，然后用铲子将铁水“噗”的
一声抛洒向空中，形成灿烂夺目的“金色焰
火”，与满天绚烂绽放的礼花交相辉映。龙
灯表演过来了，在喧天的锣鼓声中，震耳的
炮竹声中，铁水火花四溅，人在火中舞，龙
在火中飞。真是“东风夜放花千树，玉壶光
转，一夜鱼龙舞”。

老白沙手工艺人多，他们在不起眼的巷
子口，在街道转角处为人们提供着方便。陈

家坡街道口，一架老式补鞋机前，一张矮凳
子上，可以看到修鞋师傅布满老茧的双手在
灵活地翻动。旁边，或许还有一位眉眼好看
的女裁缝用一台老式缝纫机、一袋五颜六色
的线、一筐零零碎碎的布角为街坊们缝缝补
补。孙兵馆附近坡坎上有好几位剃头匠。
他们的工具简单，一个小木匣就承载了剃
刀、镊子等所有的行头。理发时，搬张木凳
当座椅，将围布扑甩几下围到理发人的脖颈
上，拿起剃刀嚓嚓嚓就开始了。如果说上述
艺人很多集镇都有，并算不得稀奇，那么，老
白沙的竹编竹器可是赫赫有名的。白沙周
边的乡村竹子很多，心灵手巧的竹编艺人将
竹子破成竹条篾片，再编织成精致、实用、美
观的竹盖、鱼篓、箩格、筲箕等各式各样的生
活用具和观赏陈设品。临近很多场镇做此
行当买卖的都到老白沙购买批发。看到他
们，不由得会吟咏起“智慧的双手属于劳动
人民”的赞美诗来。

老白沙老字号多。老字号是老白沙传
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见证着
千年古镇的繁华与变迁，折射出这里的历
史文化积淀与风土民俗特色。老白沙江津
烧酒的发源地。“江津豆腐油溪的粑，要吃
烧酒中白沙”，这一句民间谚语道出了白沙
烧酒的地位。根据《江津县志》记载，明朝
嘉靖年间就有“江津产酒甲于省，白沙烧酒
甲于津”的说法。首当其冲的是位于驴溪
河畔的“槽坊街”。清乾隆年间，白沙酿酒
作坊300多家聚于驴溪河畔，形成长约一
华里的酿酒作坊一条街，俗称“槽坊街”。
后来一场大火，以及种种战乱，酿酒业逐渐
没落。

“白沙烧酒酿造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被传承。今年9月28日，享誉全国的
白沙新地标“中师陈列馆”成立，来自南京、
甘肃的朋友点名要买“槽坊街”带回去作为
礼品送给家人朋友。“大光大书店”已有37
年历史，是白沙古镇许多人儿时永恒的记
忆。1984年11月，正值青春的书店总经理
丁大光赶上了改革的浪潮。他从摆小小书
摊起家，历经艰辛，不断开拓业务，发展到
以销售图书和文化用品办公用品等极有影
响力的老店。我在白沙那些年，没少光顾

“大光大”，由此还与爱读书的老总丁大光
成为朋友。每当有了名作家的新书，他会
第一时间告诉我。耳熟能详的还有麻柳弯
388号的孙兵馆，以“品质优越、诚信为本”
的理念，以先进的管理理念，科学系统的管
理方法，灵活的机制，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以为顾客提供高品质服务赢得良好口碑。
此外，还有四季鞋庄、一品香烧菜馆、白沙
臊子面，都是老白沙人耳熟能详的老店。
有一家小店叫“红远食店”，开店十来年了，
历史虽不长，但是干干净净的店面，货真价
实的食材，可口的饭菜很逗顾客回头。每
次到白沙，我必去打卡，为的就是吃一碗他
们家的香菇鸡汤面。我相信“红远食店”也
会成为一家让人流连忘返的老字号的。只
是到那时，我已经白发苍苍、老态龙钟了
吧，但愿还能老而弥坚、老当益壮。

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个周末的早晨，
漫步街头，置身在老白沙浓浓郁郁的市井
气、热气腾腾的烟火气里，才发现我的欢喜
之处，三天三夜也说不尽。在这里，甩着膀
子挑着担儿的、背着竹编背篓的都好似邻
家大爷大婶一般亲切。看吧，大叔的摩托
车后绑着一个红布兜满街晃悠，竟然没人
觉得奇怪。那个扛着鸡毛掸子的大叔好有
年代感。看见那些白的、红的、黄的、黑的
鸡毛色泽，像看到了如诗如画的生活，还有
暖融融的岁月。

（作者单位：江津区四牌坊小学）

我爱老白沙
刘云霞

大半生未离开过家乡
偶尔的几次小差
没在外待上几天
一颗归心便已似箭
雪峰山有太大的磁场
任凭你走出多远
内心的芯片
都牢牢地被它吸住
一根发丝的思乡念头
只需在暗处一闪
立马就会被锁定逮住
几十年光阴白驹过隙

生于斯长于斯忧乐悲欢于斯
与鸟兽虫鱼互诉衷肠
与清风明月小饮对酌
与春夏秋冬轻歌曼舞
而今华发早生
无论左顾右盼仰观俯揽
全是茫苍苍一片雪峰山

其实人一生都走在回家的路上
即便绕地球一周
最终还是回到家的原点
哪怕从未离开过家乡
我们在心灵上在精神上在文化上
也一直走在回家的归途
家在寸目所及
家在百世之前
五千年前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家
今日的高铁，昨日的龙
都在回家路上风驰电掣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归途
三都河

在炉火的簇拥下
周身红得发亮
是要去补天吗，可是
天已被五彩石补得天衣无缝

一位叫老虎钳的大力士兄弟
把你摁在了砧板上
斧子、锤子齐上阵
撕咬、拳打脚踢
反抗歇斯底里
哭喊声都被一锤一锤砸碎
你已面目全非，这还不够
来一瓢冷水
热血浇铸的光环
瞬间化作了一道青烟

你已认不出当初的你
你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锄头
从此，在一根木棍的指挥下
头顶烈日，面朝黄土
给沉睡的泥土翻身
也学着和稀泥
当大地五彩缤纷
你周身涂满了烟火味
静立在屋檐下，看着闲着的

砧板

浑身发热

流水无情
与一条河作邻居，一天一天地
才看清了流水的本性
把阳光泡凉，把月光揉碎
全都赶进深渊里

把我儿时戏水的欢呼声
爷爷当年挂在云端的帆影

全都摁在了水花里
把一座山、一片油菜花赠送

的照片
转身就撕碎

一个季节追着一个季节地跑
携着杨花比赛
北风也追来了，岸上的石头

穿上雪的冬衣
流水无衣可穿，只有自己把

自己带走
丢下满河的鹅卵石，戴上雪

的白帽子
仿佛我的心，疙疙瘩瘩
正在被一抹白的光，磨亮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会员）

一块下乡的铁
（外一首）

王俐才

只有月亮一直在跟着我
我走到哪
她就跟到哪
富贵也好
贫贱也罢
她都死心塌地
像一枚钉子
钉在一个人的身上
拔不去
抽不掉
时光的账

她压根儿就没计较

天空是个魔术师

有时变出一只小花狗

有时变出一头大狮子
有时变出一块棉花糖
有时变出一张苦瓜脸

可以变出一根小草

也可以变出几座山峰
可以变出百千兵马
也可以变出万里波涛

天空是个魔术师
要是能把去了天上的亲人
都变出来
那该有多好那该有多好

（作者单位：丰都县职业教
育中心）

月亮像一枚钉子
（外一首）

蒋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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