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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东溪古镇有四条老街，我最喜欢那
条背街。

喜欢是有缘由的，比如古朴建筑和
蜿蜒小巷，青石板上泛起的经年时光，以
及“人行背街鼓，月高还去打僧房”的禅
景。喜欢，还因它有不普通的内容，是有
故事的地方。

背街为偏僻的小街，亦指正街后面
的街。刘鹗《老残游记》：“只有大街上有
几家铺面，其余背街上，瓦房都不甚多，
是个荒凉寥落的景象。”郭沫若《洪波
曲》：“在街头走了一会，果然名不虚传地
在一条相当杂沓的背街上，瞻仰了那神
交已久的老店。”

前者说的是背街萧瑟，而后面则描
绘了背街的人烟兴盛，是为繁闹之地。
在我看来，这两个反差都是东溪古镇背
街的特点。

去过一些古镇老街，大多喧嚣。东
溪背街则不然，这里周遭静谧，古建筑完
好，老况味浓郁，不论靠在斑驳的老墙，
还是踩着青石板行走，抑或与原住民闲
聊，都觉来对了地方。

说背街得讲到它的母体东溪镇。东
溪位于重庆綦江区南部，唐高祖武德二
年设丹溪县，后撤县为镇，曾属夜郎古国
故地，不仅是渝川黔货物集散的最大码
头，也是众多历史事件发生的地方。抗
战时期，国民党中央军事参议院迁址到
此，人员最多时，仅将军就有百位之多。
这里也是众多电影、电视剧的取景地，如
《失孤》和《傻儿师长》等。享有“渝南第
一山水古镇”“重庆十大名镇”的美誉。

背街始建于清康乾时期，街区建筑
为穿斗结构，屋顶均釆用小青瓦铺盖，街
巷多为石板砌成。背街西接书院街的麻
乡约民信局，南到四合院布局的南华宫，
其间还绕道几匝，拐弯往别处去了，给人
以“我这里千回百转自彷徨，撇不下多情
数桩”的纠结。

说到“麻乡约民信局”，这里有故事
可讲。它创建于清同治六年，结束于民
国三十八年（1949）。因其创始人陈洪义
的先辈当过“乡约”，相当于民国时期的

“街正”和“保甲”之类职务，又因他面部
长有较多麻子，故民间称他为“麻乡
约”。陈洪义不以为怪，反觉甚好，索性
以这个绰号为招牌，创办了“麻乡约民信
局“，也就是后来的邮局。

民信局面积220多平方米，为石木
结构建筑。门框两侧均由2.5米高的条
石构成，上方凿有三齿形图案装饰，左右
环绕着圆形邮徽图案；正门厚度有10厘
米，是古老的“五丘田”木质门，门楣中间
刻有“当欋向术”四个繁体字，虽有风化
剥落，仍依稀可见。据背街居民介绍，

“麻乡约”自创办以来，生意红火，不仅运
送货物，还费时一个多月，用轿子运送过
一位近70岁的老人到贵阳。

很庆幸，历经岁月变迁的“麻乡约”，
不仅保存下来，且保存完好。2002年，经
三峡博物馆考古人员多次考察，鉴定位
于背街路口的这间百年小屋，就是西南
地区最早的邮局。

我感兴趣的不是它在邮政史上占有
什么样的地位，恰恰是对“乡约”“民信”
充满迷恋。这些深藏于中国传统社会字
眼中，积淀的对“信义”的尊崇，也构成了
我们民族的精神内核。

历史上的背街也有江湖场所，除老
茶馆外，最著名的就是“扯谎坝”了。这
地当年是购物玩耍的地方，按现在的话
讲叫“商圈”。

遥想当年，从太平桥码头涌来的商
贾名流、下里巴人，以及唱川戏、卖打药
的集结于此，又是怎样一番散打风月的
热闹场景？

以我的认识，背街可能不是它的原
名。1938年军事参议院和中央银行等迁
住东溪后，紧挨背街建有两排三到五层不
等的居住和办公楼，两排楼之间，新建了一
条1000多米长、12米左右宽的街道，取名
中正街，又叫正街，正街之后就是“背街”。
如此，未有正街前，背街还叫“背街”吗？

此文非地名考究，我未及深入了
解。引发我兴趣的是，背街恰似“备胎”，
它神一样存在我们的生活中。

如果说正街的“备胎”是背街，那曾

作为陪都的重庆就是当时南京的“备
胎”。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
军，又有多少血性男儿出自东溪、出自我
大重庆呢？

1988年夏天，原在背街生活的少年
胡先生以台湾老兵身份返乡，据他向当
时镇政府工作人员讲，抗战时期，仅与他
一道奔赴前线的东溪壮丁就有上百人。
此行东溪，我还专程拜访了与老兵见过
多次的周先生。先生今年65岁，从小生
活在背街，后来还担任了某单位的支部
书记，对东溪过往非常熟悉。他说原籍
东溪古镇的台湾老兵，很少有人活着回
到故土。

就像昨天的月亮能给今天带来诗
意，70多岁的老兵第一次回乡即成就了
大喜事，娶得一位20多岁的家乡女子为
妻，并在来年得子，续写了背街新神奇。

在背街，我遇见了小文姑娘。她今
年24岁，家住重庆主城，名牌大学新闻
毕业，因受东溪人文吸引，两年前选择公
招到古镇工作。

有文化、有愿景的小文，和与她有着
相同教育背景的年轻人，又会给我们带来
怎样的背街生活，演绎背街的新故事呢？

在背街10至15号门前，依次排立生
长着5棵树，其中3棵是樱桃，另两棵分
别是枇杷和李子树。据说每当有果实成
熟时，主人都会请过路的客人品鲜。此
行虽是冬季，既未赶上花期，也未注视到
挂果，但我嘴里竟生回甘之味。

动情于低矮的门前，蜂窝煤炉上炖
着一锅透气的排骨萝卜汤，操劳的母亲
站在巷口，盼着孩子放学回家吃饭；也牵
挂被一顶花轿抬走的邻家小妹，远离呵
护她的家人是否生活得更好？岁月如
刀，同在青石板上打架的兄弟白头了，不
变的仍是背街晨起又落下的光阴。

时代亦如烟云，唯有平凡的点滴历
久弥新。背街不折腾、不争锋，像个隐于
市的智者，悄然诠释着人间的岁月静好。

（作者系媒体工作者）

冬天
端一碗黄澄澄的幸福
与晨起的黎明对弈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
就成了一天的序曲
这来自土地的馈赠
沉甸甸的结实和奉献
让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连同那些大枣、枸杞、
苡仁、莲米、百合啥的
养胃啊
进补啊
更把从前生活的缺漏
都一一补了回来

冬天
端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
不啻是端一碗黄澄澄的幸福
我在黎明时分幸福洋溢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
我来到了江津区白沙镇参
观。在白沙，有一座刚刚开
馆不久的全国首个中等师
范教育历史陈列馆。陈列
馆规模宏大，布展面积近
2000平方米，以“百年中师
薪火相传”为主线，全面展示了我国中等师范教
育百年历史。蔚为大观的是位于陈列馆旁的中
师主题文化街，全长1.6公里，有20余处主题景
观、浮雕、场景墙绘，介绍着中师的发展历程。

触景生情，浸润在弥漫着教育馨香的中
师文化一条街里，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过去
的那些事情。因为我是中师生。

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母亲让我去参加了
人生第一次正规的考试。那是一场很艰难而又
让人难以忘怀的考试。考场设在合川铜溪中学，
我以初中学历坐在考场，面对陌生的卷子如坐针
毡。我的数学考了5分，而我的语文成绩，是当
年考入合川师范学校那批学生中的第一名。

后来我想，我咋会考到了第一名呢？试卷
上唯一的默写题，是要求默写毛泽东的词《蝶
恋花·答李淑一》。估计我所在的考场考生对
李淑一是什么人也不知道吧。恰恰这时，铜溪
镇街上的喇叭响起来了，播放的歌曲正是毛泽
东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其他考生可能并
没有听懂，毫无反应。因为小时候，母亲让我
们几姊妹背过毛主席诗词，我心中大喜，居然
听着歌声，完整地“听写”出了“我失骄杨君失
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接到合川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时，我已经
顶替母亲的工作，成为了合川港子弟校的初中
语文教师。单位不仅已经给我发了两个月的
工资，还专门分了房子。然而，我在攀枝花日
报做记者的大哥却专程赶回合川，不容分说地
用一个背篼，把我的一床蓝花花被子，背到了
合川师范校。从此，我成了一名中师生。

不能不承认，中师教育归顺了我的性格，
提升了做人的品质，让我看到了人生的方向。
中师毕业了，我被分配到一所山区中学担任高
中语文教师。其实，那个时候学校并不重视教
学质量，我却以自身的经历告诉学生，农村娃
只有考学才能改变命运。为了让那些农村孩
子喜欢学校，喜欢学习，我在当时“敢为人先”
地组织学生春游，让学生每天用语文课的课前
三分钟轮流进行演讲，还在校园让学生开荒种
菜，让他们感受到享受劳动成果的喜悦。

今年九月，一批我原来教过的学生聚会
在合川区，特意为我举办了一场师生见面
会。他们都认为，40年前我对他们的教育，用
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素质教育。我很感
动，我常常想，真的很感谢在我的生命轨迹
中，有了中师生那段难忘的经历。
（作者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江津附属学校）

巍巍山峦，是亿万年前的山峦。脚
下流水，是亿万年前的流水。岁月旧了，
但风景依旧簇新。一层薄雾，如同时间
的帷幕，把高山深谷的亿万年历史模糊
在泛黄的日历之外。

高山断裂处，必然会流淌出眼泪。
在广元的秦岭与大巴山之间有一个特别
的断裂处，一条嘉陵江从遥远的西北奔
腾而来，峡口两岸山岩银白，山峰青黛，
江水碧绿，三者交相辉映，让整个峡江好
像镀上了一层朦胧的月光，当地人把这
里叫着明月峡。

俯瞰，千峰壁立，江山壮阔，嘉陵江
如一根白色的丝线，编制着一幅巨大的
锦绣。它收藏着漫天星月，接纳着萧萧
落叶。高耸突兀的深峡两岸，岩石饱满
坚硬，不多的灌乔木以倔强的姿势往上
生长。顺峡而行，是一段凌厉而险峻的
古栈道，人称明月峡古栈道。

因为古栈道附着于明月峡，远看那
苍白色的栈道，在褐色的山峦间，如同一
片从天而降的月光，浮在嘉陵之上，飘在
悬崖之侧。如是，古栈道算得上名副其
实的明月之路，险峻峥嵘，又充满别样的
诗意之美。

这段古栈道是金牛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划开了秦岭与大巴山，经汉中穿过

秦岭连接关中平原。在古栈道上行走，
感觉自己也披一身洁白的月光，衣袂飘
飘，有剑仙侠客之感。耳边西风浩荡，吟
诵着苍凉与豪迈，诉说着久远的历史。

脚下，一条弯弯曲曲的木板天路蜿
蜒开去，有直奔天际之感。抬头看见崖
壁石峰间生长着顽强的植物，开出小小
的花朵，被雾气轻轻笼着。灌木丛中摇
曳的红火棘，点点滴滴，犹如离人泪。

远古时代，能在江水峭壁间修建一
条路，可以想象何其艰难！

这条不足三公里长的栈道留有400
多个孔眼。这些悬崖上的眼睛，是一个
个历史的伤口，无声讲述着用生命修路
的传奇：在没有现代化设备，更没有现
代化安全保障的条件下，古时匠人用一
根根藤条结成绳子，绳子挂上吊篮，他
们坐在吊篮里，被人从悬崖之巅放下
来，在悬崖上凿壁，打孔，插以木枋，再
铺上木板，风吹日晒，日复一日。这个
过程胆战心惊，又无比艰辛。唐朝司马
贞在《史记索引》中这样描写道：“绝险
之处，傍绝山岩而施板梁为阁。”明代石
碑上这样记载：“因朝天峡谷险峻，栈阁
毁损，行者悚惧，维修用木浩瀚，采砍辛
苦，布令难行，故改道朝天岭，依坡修
栈，砌岸行车……”

忽见蜀兵旌旗猎猎，吼声整天，正在
操练。这是当年的蜀兵吗？是，又不
是。此情此景总让人有不真实的感觉。
想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一
队队兵士雄赳赳地从这里踏上远征魏国
之途。这些已然成为历史，但这条明月
之路让我们知道：一个人、一个民族、一
个国家的命运，必定是从一条路开始，然
后通过无数次远征来完成。

遥想感慨之时，突然传来一声声清
脆的鸣笛，一列火车像一把穿山利剑，正
迅疾穿过对面绝壁。白色的断层岩石，
像一部翻开的天书切页。造化钟神秀，
自然让人敬畏，也让人惊叹；更让人惊叹
的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征服。这陡峭的群
山间，古人生生地凿出一条栈道，而为了
梦想，人类又创造了让汽车、火车奔驰的
公路铁路。为此，打通了高山深谷，连起
了平原丘陵、贯通了城市乡村，家乡远方
成为比邻，天涯海角成为咫尺。

西风无情，吹走时间的印记。古道
有意，铭刻岁月的沧桑。

走一段古道，读一遍历史。读一遍
历史，必将有一场心灵与山川的对话。
我们在一寸寸丈量历史的长度，也在解
读一本山川留给我们的天书，更在不断
的回首中审视现在，眺望未来。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笔下
让世人望而生畏的蜀道，今天你会发
现，再难也难不过人类追逐梦想的胆魄
与脚步。

（作者系璧山区作协副主席）

城/ 市/ 漫/ 记

背街 王杰平

走/ 四/ 方

明月之路天上来 梦桐疏影

往/ 事/ 回/ 首

我是中师生

冬天，端一碗黄澄澄的幸福

任正铭

胡佳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