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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的床头有只揭柜，这揭柜是
她的嫁妆，曾用来盛放荞麦、绿豆、芝
麻等少量杂粮。自从我的母亲带着丰
厚的妆奁嫁入酉阳的这个土家寨子，
这只揭柜便不再盛放粮食。

空置数年后，祖母眼看自己在老
迈的路上越走越急，便安然卸下管理
家庭的职责，转而专注另一件事情，开
始着手打理去往另一个世界的行装，那
只揭柜便专门用来存放她的老衣了。
她声称：“说不定哪天，我就要做远客
了，得有几身体面的衣裳，那边的人见
了，晓得我虽苦，但末了也是享过福气
的。”在许多老重庆人的心里，这是为自
己的人生画上句号前必要的仪式。

祖母这么说着，仿佛即将到来的
远行，真的只是去山那边走一趟远亲，
稀松平常得很，她倒是对“那几身体面
的衣裳”兴致颇浓。父亲和姑母明白，
也认真地筹备她的老衣。

说是筹备，其实是姐弟俩偶尔从
集市上为她买下一两件行头，悄悄带
回来交给她。紫色的对襟宽袖中袄，
满身爬满金色的菊花，袖口和下摆镶
黑色的宽边。斜襟的红缎长袍，也是
衣襟和下摆镶黑色宽边。黑底红面的
布鞋，两头船儿一样翘起，鞋底和鞋面
也都用金线绣了花朵。那样的鞋，不
像是要穿上赶路，用祖母的话说，“穿
起躺。”

还有各式衬衫，袄子，袍子，各色
中衣，颜色猩红，深黑，浓紫，暗绿，每
一件都是亮面绸缎，浑身绣满大花，镶
了黑色宽边，颜色、造型都触目惊心。

父亲和姑母为祖母置办老衣，态
度并不十分积极，一年半载买下一件
袄子，再隔三五个月，买回一双袜子。
姐弟俩陆陆续续带回小物件交给祖
母，她接过，用鼻子嗅嗅，再细细摩挲，
老眼凑到花朵上，查看花朵的绣色，嘟

囔：“好绸缎。”下一次，她会说：“好丝
线。”或者：“好针脚。”

祖母每收到一件行头后，就用脑
门顶开厚重的揭柜盖，把所有的收藏
全抱出来，摊在一只巨大的竹筛里，一
件一件细细摩挲检视。

就这样，他们仨，不疾不徐地，让
这件事情缓慢从容地进行下去。像一
个远行的人，必得将行装打点齐备方
能上路。祖母一件一件地积攒，储备，
那只黑旧的揭柜，是她在人世的藏宝
箱。

遇到六月六晒霉，祖母在院子里
两棵李树间拉上一根棕绳，用大竹筛
把老衣端出来一件一件晾晒在绳上。

那些五彩斑斓的老衣像灿烂的虫
羽，在午后的阳光下五彩斑斓，展翅欲
飞，仿佛要带着祖母离去。这时候，我
总忍不住大叫一声：“奶奶！”她正坐在
廊檐下的阴影里打盹，听到我的叫声，
她睁开眼睛看我一眼，咳了几声，又闭
上眼睛睡了过去。

我这才安下心来。
我十岁那年秋天一个阴雨的午

后，祖母心脏病发作，一头摔倒在地，
不省人事。等邻居七手八脚把她搬到
床上，我的父母和姑母赶来了。这时
祖母睁开双眼，看着围在床前的儿孙，
已口不能言。一颗千疮百孔的心终于
停止了跳动。

母亲与姑母为她洗净身子，一件
一件穿上老衣。最后，她安卧在一口
黑漆棺椁里，全身上下富丽堂皇。她
终于要去作远客了。

多年后再想起这一幕，我总疑心
我的祖母走得如此仓促，是因为那些
老衣像华彩斑斓的昆虫羽翼，它们频
频振动羽翅的声音，催促得祖母失去
耐心，最后，她的身体安上那些羽翼，
翩翩远去。

祖母的老衣 ⦾杨柳

我的家乡地处重庆东北部，四面环山，
海拔1200米，名曰高坪村。说“坪”其实就
是一面缓坡，四百多户人家梯次坐落在山坡
上。上世纪90年代以前，村里还没有通公
路，与外界连接的只有一条崎岖的羊肠小
道。

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喊”
的年代，村民在羊肠小道上丈量生活的劳累
和艰辛。我家距离乡场镇15公里，农用肥
料、生活物资，父亲都要赶趟背运，往返一个
来回需要半天时间，有时白天忙农活，只得
摸着夜色背运。

夜幕下的山路格外崎岖，父亲左手握住
手电筒，右手拄着打杵子（山区农民背东西
使用的一种工具），肩背百余斤货物往家
赶。手电筒忽明忽暗，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地
赶路，回到家里已是大半夜。

山路也是儿时的求学路，每天大清早一
路奔跑到学校，放学后像泄了气的皮球饿着
肚子回家。若是遇上暴雨天，山路瞬间被洪
水淹没，大人们只好披着蓑衣送孩子上学。
要是半路遇雨，要么躲进路边岩洞，要么就
近找农舍，等待雨停或大人接送。一来二

去，懂得看云识天气的大人们干脆在孩子的
书包里塞一张一米多长的胶纸，要是遇上下
雨可顶在头上。

1992年5月，乡政府组织村民修建村
公路。村民投工投劳，早出晚归，仅用半年
时间就修筑起20多公里长的村公路。

说是公路，其实就是机耕道，坡度大、弯
道多、路面窄，但村民很满足，至少山里响起
了汽车轰鸣声，减轻了村民人力运输之苦。

因为通路，村民开始种植烤烟，有了稳
定的收入。然而，山里的雨季连绵不绝，机
耕道经常被冲刷得遍体鳞伤，村民自发出工
抢修，如同自家农具，坏了修，修了又坏，周
而复始。修修补补的机耕道让乡亲们高兴
不起来，又放心不下，大多时间又回到“老
路”，在山路上来回奔忙。

日子，一直在路上。
因背靠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毗邻

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高坪村公路2013年
升级改造成旅游公路。顺山势盘旋而上的
机耕道被截弯取直，全程缩短至11公里，路
宽6.5米，水泥混凝土路面，涵洞、防护栏、绿
化，一应俱全。这条旅游路如玉带般将村子

与乡里、县城及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游客
也随之纷至沓来，昔日“老乡见老乡”的公路
上，多了很多生面孔，还有不同肤色的外国
人。

就在这三五年间，家乡的村道硬化升
级、社道四通八达，就连农户与农户之间的
人行步道也全部水泥硬化，彻底告别了“晴
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日子。农户家门
口摆得最多是摩托车或小汽车。

前一阵子我回老家接父母到县城居住，
像以前一样父亲仍软硬不吃，执意要留在村
里。父亲一字一顿地说，咱这里现在交通方
便了，又是旅游景区，不比城里差，待着舒心
踏实。

晚饭后，我拽着父亲行走在儿时的小路
上。放眼望去，全是一片绿色。父亲边走边
说，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新闻，这个搞得好，咱老百姓得实
惠……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是改革的春风，让家乡的路由弯到直，由窄
变宽，由“土”变“硬”，“颜值”变得更靓更
美。

由“土”变“硬”的家乡路 ⦾吴奎

近几年，重庆老工业厂房的开
发利用开始起步，有的项目已取得
初步成效，发展态势令人鼓舞，印制
二厂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印制二厂位于鹅岭，抗战时期
曾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制币厂，厂
区房屋错落有致，从厂房顶楼居高
临下，可鸟瞰长江、嘉陵江两江四岸
景色。

本世纪初，厂房停产闲置。四
年前，在室内设计、创意产品研发方
面颇有建树的周迓昕，以敏锐的眼
光发现了印制二厂潜在的价值。

周迓昕给我讲过他们锲而不舍
地说服张一白导演，将《从你的全世
界路过》电影场景放在二厂拍摄的
故事。在各方的倾力相助下，最后
打动了张一白，在二厂这样一个并

不起眼的地方，拍摄出了令人拍手
叫绝、印象深刻的电影场景。

千万不要小瞧一部电影的影响
力和作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上
映后一炮打响，人们趋之若鹜，对重
庆、对鹅岭二厂都起到极好的宣传
作用，以至于在二厂封闭施工期间，
一些少男少女夜晚翻墙进入厂区，
目的就是要亲身体验一下邓超、杜
鹃等演员在二厂露台上精彩表演的
桥段。

二厂变身文创公园，率先开张
迎客的是“嶺上壹号”，其主人郑军
同他的伙伴叶仁兵，前后花了一年
多时间，将一处不起眼的房屋、一块
堆放垃圾的空地，改造成为一处高
雅、有品位、充满文艺范儿的休闲聚
会场所。

郑军是搞园林工程的，叶仁兵
是做古典家具的，他俩在二厂的合
作，为其事业创造了一个意想不到
的巅峰。郑军告诉我，改造装修过
程非常辛苦，他们夜以继日，现场修
改变动是家常便饭。“嶺上壹号”开
张后，随着口碑相传，微信扩散，重
庆的文人、学者、艺术家、媒体人、企
业家、驻渝领事馆的总领事都来了，
以至于郑军一下子还有些不能适
应。想不到一处小小的空间，居然
能够引来这么多知名人士的青睐。

历时近三年时间，在维系印制
二厂原有格局和历史信息的前提
下，老厂环境得以改造提升，厂区肌
理关系开始明朗，厂区艺术氛围逐
渐浓厚，国际知名设计师的设计方
案逐步落实。

这期间，周迓昕也成了名副其
实的“周厂长”，二厂成为重庆业内
耳熟能详的一个文化符号和文化标
识。

近几年，重庆各种文化形态、文
化沙龙、文化圈子、文化场所、文化
活动层出不穷，且有方兴未艾、愈发
浓烈之势，文化市场、文化消费也开
始逐步扩大。相信众多高品质、高
品位的文化场所、文创项目及文化
活动的涌现，对于我们这座城市而
言，会创造出更好的文化生态，增添
城市文化品格和魅力，繁荣文化市
场和文化消费。

二厂在文化艺术和创意方面的
探索和实验，对下一步散布于重庆
各区县数量不菲的开埠工业遗迹、
抗战厂房、三线建设遗址、上世纪90

年代至2000年前后关闭的各类工
矿企业厂房、库房、厂区的开发利
用，具有积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当然，不同的个案皆需因地制
宜，把握时机的成熟度，不能依葫芦
画瓢，更多是要学习借鉴成功案例
的思维方式、理念原则、创意灵感
等。

大量的事实和案例证明，对于
闲置的老工业厂房，首先是要鼓励
对其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没有开
发利用就谈不上保护，只有任其日
渐破败，甚至最终消失。

作为世界上最老牌的工业国
家，英国在这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
学习借鉴的成功经验。笔者多次到
英国考察，发现政府用1英镑将大片
厂区卖掉，鼓励投资商、社会资本、

各种基金进入、开发改造利用老厂
区的案例不在少数。如英国著名的
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就是
政府将大片上百年历史的铁路、厂
房、仓库用1英镑卖给一家基金会开
发改造的。因此，要鼓励对现存工
业遗址的改造利用，先让其自然生
长。在取得经验和实际案例分析基
础上，再根据老工业遗址的历史文
化特色和不同的条件，实事求是地
提出带普遍指导和激励意义的“保
护与利用导则”。

重庆作为一座老工业城市，大量
前些年关停并转的工厂企业，除了部
分用于房地产开发之外，还有不少厂
房、仓库、办公楼、配套服务用房长期
闲置，且日益破败，无人问津。希望
二厂等一批先行者，为越来越多的老
厂房改造利用提供经验、借鉴和启
示，也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案例，能够
为编制更具指导、激励意义的“重庆
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导则”和类似文
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二厂变迁带来的启示 ⦾何智亚

过江索道过江索道 水彩 马开峰

门铃响了。
打开门，快递陈笑眯眯地站在门口。这

个季节山城的雨下得又大又急，他的头发有
点湿，黑色雨衣下摆滴滴答答滴着水。我一
边去里屋拿快件，一边请他进屋坐坐。他有
点局促地低头看看自己的鞋，笑着搓搓手，
婉拒了。

接过快件和快递费，他撕下客户联给
我，点点头：“打扰了哦。”然后轻轻带上门，
下楼去了。

三年了，快递陈总是准时按约定时间上
门取件。无论本地还是外地，收费一律十元
不变。我只晓得他姓陈，手机里保存的联系
方式是“快递陈”。

之前换过不少快递，各个公司都有。自
从遇到“快递陈”以后就没再变过了。快递
陈约莫四十岁，长得细眉细眼，说话轻声轻
气，做事极让人放心，且颇有责任心。有一
回，网购时遇到卖家出售次货，我验货后立
即联系卖家。卖家很不爽，但还是勉强答应
退货。几天后，物流显示卖家已收到退货，
但各种刁难拒绝退款。协商不成，只能投
诉。可快递单没保存，我拿啥作为证据？无

奈，我给快递陈打电话求助。
快递陈听我说了原委便嚷嚷：“这哪行

啊？莫急，我现在外面跑，回去帮你翻翻底
根。”

其实我没抱多大希望的。他可能就是
口头应诺吧。在爬坡上坎的重庆城，快递员
每天风里雨里要送大量快件，忙得三顿饭并
做两顿甚至一顿吃的都有。再说事情都过
去半个多月了，要从大量快递单里去翻找我
这一张，又麻烦又耗时，估计多半找不到了。

没想到，两天后快递陈就告诉我找到
了。喜出望外拿着单子，我顺利地输入证
据，赢了这桩“官司”，上千元货款也全部收
回了。

他再次上门取件时，我拿出一百元，轻
声说：“不用找了。”这次快递费十块，余下的
九十块，我想以这种比较好接受的方式向他
表示感谢。可他一叠声地“不不不”，无论我
怎么说都不收。最后，他红着脸塞给我九十
块，飞快地跑了。

有一段时间，快递陈不知干啥去了，我
约他取件，他要我找一个姓方的同事。然后
就各种不快了：要么说好上午取件下午还没

来，三番五次打电话都看不到人影；要么动
不动乱加价，价格一天一个涨。要不是一个
月后快递陈回来了，恐怕我早就换快递公司
了。

我不知道快递陈的名字，也没问过他，
只叫他“陈师傅”。对于他所属的公司，我
啥都不清楚。我选择这家公司，只是因为
我信任快递陈。快递陈就是这家公司的小
窗口。

这样的小“窗口”，在城市里有很多。很
多时候，人们不是通过一个团队去了解一个
人，而是通过一个人，去认识他背后所属的
团队。至于这个人姓甚名谁，真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双方建立起来的信任，以及由此
产生的相互尊重。

我想，在我们的城市里，许多人的手机
里都存有这样的联系方式：送水赵、物管钱、
电工孙、滴滴李……他们可能算不上我们的
什么人，但又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他们
就像毛细血管一样，铺陈延伸在城市的每一
个角落，用辛勤的汗水养活了自己和身后的
一家子人，也以无声的劳作方便着、滋润着
我们的日常生活。

手机里的“赵钱孙李” ⦾程华

老人走了，金戈铁马驰骋疆场半生的老
人走了，在春天就要来临的头一天的黄昏，
他静静地、安详地走了。

没有鼓乐，甚至老人临走前也叮嘱过，
不得放鞭炮惊扰四邻，不得开会悼念，也不
可按乡土习俗搞葬礼。他说，火化后，把骨
灰撒在河边，了事。

老人来到这个小村子的时间，或许没人
记得起了。一位军官，在雪地冰河跨过鸭绿
江攻占上甘岭，在异域的土地上战胜饥饿和
苦痛，在一次次的战役频频告捷之后，他转
业到了地方，被安排在渝西地区一个边远的
供销社作秘书，他笑了笑便上任了。

十多年以后，在他就要退休的前一年，
企业垮了，老人背起铺盖卷回到了与他相偕
半生的老伴身边，几厘薄地、一座小屋和几
箱子“马列”，成了老人生活的全部。

儿女都大了，工作的单位都相继不太景

气，自然少不了对老人的埋怨。初始，老人
还劝教劝教，久之，便只是默然。

漫漫长夜，小村寂灯下，老人捧读他心
爱的“砖头”，对熟睡的儿女默语：“你们啊，
不成熟。”

老人最爱过的节日不是春节也不是
生日，而是“七一”。年年那日，他总是把
中山装烫得伸伸展展的，胸口揣着《中国
共产党章程》，晨起，独对太阳伊出的东
方，默颂一遍入党誓词，然后，到几所学校
去做报告。

年年如此，岁岁如此……这一天，直到
黄昏，老人的脸上泛起红光，才踏着夕阳兴
奋地回到小屋。

长大了的儿女在默默地翻着老人的遗
物，他们翻看得很是悉心。

抗美援朝的军功章、先进生产（工作）者
证书；《生产资料的仓储保管与防蛀》《供销

社的服务性特征与经营管理的经济学思
考》……这些文章和书稿，甚至是供销社处
于困境和破产后写成的。

可见，老人的敬业和执著。
他说过，作为为农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供销社目前有些困难，但迟早，要出
现新的机遇，即使表现形式不同，这块工作
还缺不得。

几年后，这句话，和一位中央领导在谈
到为农服务问题时讲的，竟是一个意思。

生命垂暮的日子，老人总站在小屋的风
中，仰头长思，后来，就只能躺在篾椅上，静
静地闭目思索，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入夜，他轻轻地躺在老伴身边：“……我
……又听到鸭绿江边的马蹄和炮火声了。”

老人就这样走了。
他留给后人的，是一条漫漫的长路和永

远的思索。

怀念 ⦾巴尔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