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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

缠缠绵绵的雨水，披挂在巍巍李家山上的
古松柏树上，再从树枝滴滴答答淌落。森然古
松柏绿得发黑，远远望去，如一团团凝重的云。

李家山下，有一座沧桑百年老院，名叫龚
家老屋院子。老院子庄重肃穆，深锁着一个时
代山呼海啸的红色记忆。

一座老院子，浓缩的是一段历史；一座老
院子，闪耀的是一段岁月；一座老院子，打开的
是一种红色精神的密码。

1948年，出生在现万州区五桥街道龚家
社区（原龚家村）的蒋开萍，作为中共地下党员
从四川大学回到老院子秘密开展农民运动，并
在这里发展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1925年出

生的蒋开萍，1945年考入四川大学政治系，是
党的外围组织“民协”和“离离草社”成员，1948
年因参加“四·九”学生大游行被捕，由校方保
出，随后回家开展农民运动。1949年11月27
日，由于叛徒出卖被捕的蒋开萍牺牲在重庆渣
滓洞。蒋开萍等革命先贤志士，成为龚家人心
里永远的追忆与思念，在这里，家家户户代代
相传着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故事，成为“红色社
区”里的一道人文风景。

龚家老屋院子，它是红色故事的萌芽
地。唐德兰是龚家社区居委会主任，当年从
长江边一个村子嫁到龚家老屋院子时，老院
子里还住着10多户村民。蒋开萍烈士的故
事在这里被乡亲们竞相传诵着，老院子里的
村民，为拥有蒋开萍这样一个革命先烈深深
自豪。

从那时起，蒋开萍的名字，便镌刻在唐德
兰的内心里，她成了这个红色故事的收集整理
人。

蒋开萍烈士牺牲后，已没有什么亲人在
世，故乡人对他的记忆，在口口相传中其实是
依稀模糊的。

2001年，唐德兰便开始对蒋开萍烈士的

革命经历进行抢救性发掘。她到万州区档案
馆等查阅大量资料，在发黄的故纸堆里打捞那
一段难忘的历史。她跋山涉水，对与蒋开萍烈
士有过交往的人进行访谈，开启了他们几乎已
经尘封了的记忆之门。一点一滴的回忆，一字
一句的记录，蒋开萍烈士的生前事迹，在一个
村妇的千里奔波里清晰起来，也在乡亲们的心
里复活了。

龚家社区的阡陌小径、老屋老院，唐德兰
成为蒋开萍烈士革命事迹的传诵人。“德兰来
了”“德兰来了”，乡亲们这样亲切地唤她；“德
兰讲的蒋开萍烈士故事，讲得真是好啊！”这
是乡亲们发出的心声。好多乡亲听了唐德
兰的讲述后，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几个外出
创业的后生，在听了唐德兰的讲述后，先后入
了党。

这些年来，处于万州城郊的龚家蝶变新
生，山水田园经济画廊中，漂亮的小楼小院掩
映在花团锦簇中。龚家人感叹，这是蒋开萍烈
士在天之灵的护佑啊。

唐德兰任龚家社区居委会主任以后，在基
层繁重的工作之余，她依然把传诵蒋开萍烈士
的革命事迹作为义不容辞的事。

作为蒋开萍烈士故居的龚家老屋院子，早
年曾经住在那里的乡民搬进了新房，老院子却
在岁月里显得苍老不堪了。老院子始建于民
国初年，历经百年风雨侵蚀，土墙斑驳裂痕处
处，青瓦破损房体倾斜，道路泥泞杂草丛生。
龚家人期待着承载厚重历史的老屋院子焕发
新颜。

自2017年开始，唐德兰就为此开始了多
方奔走呼吁，传递一个急切的声音：抢救老屋
院子，延续红色基因！

2020年4月，在唐德兰的带头努力下，万
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决定对龚家老屋院子进
行抢救性修缮。

修缮后的老院子，裹着一身历史风尘，再
度焕发新颜归来了。昔日杂草蔓延的田园小
径，被改造成瓜果飘香、藤蔓环绕的生态长廊，
在葱茏植物的簇拥中，沿着绿水荡漾的池塘、
竹香渗透的篱笆栅栏前行，一处巍然耸立的艺
术造型景观石上书红色大字“老屋院子”。结
合渝东北民居建筑风貌，就地取材，对院落局
部进行细致打造，院内3间破旧民房经修复改
造，辟出3间党史陈列馆。一室一主题，一室一
荣耀。3面文化墙上，有精心绘制的图画，栩栩

如生再现蒋开萍等革命先烈在龚家老屋院子
开展轰轰烈烈农民运动的场景，彰显着红色光
芒的精气魂。

唐德兰开始对蒋开萍烈士的革命事迹再
次进行收集整理，她踏着烈士生前留下的足
迹，一家一户认真倾听走访，一点一滴用心求
证记录，还到万州区档案馆、重庆红岩革命纪
念馆收集完善历史资料，让革命烈士的事迹更
加生动鲜活、丰富翔实。为了在解说中说上标
准的普通话，唐德兰与在北京一所大学读研的
儿子视频连线，让儿子一字一句纠正她的发
音。而今，前来老屋院子参观纪念的人络绎不
绝，唐德兰能字正腔圆、声情并茂为游客们讲
述那一段发生在龚家土地上的红色故事，她把
自己也深深地融入进去了。

今春的一个晚上，唐德兰梦见了一个人，
那人英气勃勃、目光炯炯，他对唐德兰伸出双
手说：“我是你老乡，谢谢你。”

唐德兰从梦中醒来，记忆照亮了她，那人
正是蒋开萍烈士。她悄然走到老院子的红色
陈列室里，开灯，墙上一张放大的照片，正是梦
中出现的样子。那张英气俊朗的照片，是蒋开
萍烈士留在世上的唯一一张照片。

一 座 红 色 老 院 的 守 护 人

□唐御伦

我上班的路途为“三段式”：走路、开车、走路。
下楼走出小区，路过幼儿园，不到 8点

钟，常看见不少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等待
入园。你可以清楚知道哪几个孩子是同班
同学，因为他们总会用大人无法接受的音量
打招呼。虽然仅仅是大声喊着对方的名字，
凑到一块儿后又不说什么话，又或者是“哈
哈哈”地傻乐，这种童真烂漫的友情，像极了
幼儿园墙外那一丛开得正盛的三角梅，绯红
灿烂。

紧接着是在北滨路驾车。即使在早高
峰，北滨路从西段到华新街也算畅通，仅凭这
点，就让我的幸福感超越了大多数开车上班
的朋友。驾车行驶在北滨路上，沿嘉陵江北
岸顺流而下，这是朝着太阳的方向，不论晴雨
都感觉前方格外有光亮。有时晨曦初露，带
着红晕的金色浸染了整个城市，高楼和远山

都带着七彩的光晕，不似人间景色；有时细雨
迷蒙，云雾裹挟着水气，铺满了高楼间宽宽窄
窄的间隔，飘荡的云波偶尔露出高楼和桥梁
的棱角和轮廓，好像整座城都沉入了蓬莱瀛
洲的仙境深处。

等红绿灯时，也能瞥见近处的景色。北
滨路的人行步道没有南滨路缓坡入江的地
利，但布置上却别具匠心。小块儿草坪、盆
栽和灌木丛组合出花园的各种形状，塑胶跑
道则如一条灵动的丝绦在零落的花草间穿梭
勾连，串成一片。跑道上，每天都有运动爱好
者的身影，有耄耋老人，也有蓬勃青年，有的
穿着专业运动服，有的则是休闲装、家居服，
有的奔跑不辍，有的在原地伸展腰肢。这番
热闹倒真是和花园里争奇斗艳的场景相映成
趣了。

重庆人都知道，想在早高峰开车过江是
多么高难度的挑战。于是我将车停在华新街
轨道站附近，开启了上班路的最后一段。这

个轨道站位于嘉陵江大桥和渝澳大桥的北桥
头，桥下因地制宜修了几个小公园，站在公园
里抬头就能看到轨道三号线飞天遁地的魔幻
场景。

小公园里，早春有几株毛桃和红叶李盛
放，如今花谢了，公园里的主角变成了梧桐这
些乔木。嫩绿的新芽在枝丫上吸吮着雨露阳
光，若是有两日走得太匆忙，等你再见时就已
身姿丰满，能够撒下一片阴凉了。

沿华新街轨道站旁边公园的小路拾阶而
上，就踏上了嘉陵江大桥北桥头。望着桥下
的嘉陵江，像一面浅绿的镜子，映照出大桥和
江两岸楼宇的轮廓。过了桥，便是牛角沱轨
道站。地下通道里有小贩摆摊卖些鸡蛋摊
饼、三角粑、稀饭之类的早餐，偶尔路过闻着
三角粑的香味不自觉就买了。继续向南，走
过嘉陵桥西村和上清寺天桥，沿中山三路走
几步便到了美专校街——这一带美味早餐的
集聚地，小面抄手、豆浆油条、包子馒头、煎饼
糕点，在这里都能找到，虽然店面不大，但味
道都还不错。

吃过早饭，上班之路也到了终点。望望高
耸入云的大楼，整理下心情，我开始了一天的
忙碌。

上班路上

□陶灵

奉节民间美食“竹园盬子鸡”的烹制器具
很奇巧，初看是一只普通的圆柱体陶瓦罐，
中间有些凸，像民间乐器腰鼓，名为“盬
（gǔ，音古）子”。这种叫盬子的器具，也主
要是奉节竹园镇的乡间民窑在烧制。

盬子鸡的主料是乡下农家土鸡，宰杀洗
净后剁成大块，合着小坨的老腊肉，当然有腊
猪蹄膀加进去再好不过了，蹄膀适合炖着
吃。配料菜为农家腌制的陈年大头菜，切成
片。大头菜学名芜菁，外型酷似圆头萝卜，像
做榨菜一样风干去水分，再用盐浸渍后放到
坛子里干贮，称腌菜，农家人叫干咸菜，它与
榨菜、芽菜、冬菜合称四川民间四大腌菜。大
凡熟悉川菜的人都知道，做菜时，特别是在汤
里适当加些大头菜、榨菜，可提味增鲜。当
然，配料菜也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蘑菇、
香菇、竹笋、竹荪等。

主材和配料菜放进盬子后，并不是直接
拿到灶上炖煮，而是放在铁锅里蒸。盬子底

部的边沿均匀地分布着四个小孔，盬子内壁
的上口边沿也相应地有四个小孔，这上下小
孔之间有四条空心暗槽连通。当铁锅里的水
烧得滚开时，蒸汽便从盬子底部的四个小孔
纷纷钻进去，再从内壁的四个小孔喷出来。
盬子里的食材不掺水，全靠小孔喷出的蒸汽
汽熟，时间至少要四个小时。所以，盬子鸡的
别名也叫汽锅鸡。汽熟的土鸡和老腊肉少了
许多油腻，其形态仍然保持着原样，吃到嘴里
却已烂熟。

食材是干放进去的，我们品尝到的盬子
鸡却有汤有水，而且喝起来还非常鲜，汤又是
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在汽蒸过程中，盬子里
的蒸汽很多，盬子盖上面有几厘米高的沿边，
是一只瓦盘盖，里面掺满了冷水，并随时更
换，保持一定的凉度。当盬子里的蒸汽碰到
凉瓦盘盖后，便凝成蒸馏水，滴在食材里，化
汽为汤，合着土鸡的鲜、腊肉的香，特别是混
合了陈年大头菜独有的腌味，就有了一锅鲜
美的鸡汤。

盬子的“盬”不是常用字，且字义与烹制

工具也毫不相干——盬为古代盐池名，是“没
有经过熬制的盐”。我想，是不是它本身就叫

“鼓子”，当地人为了独特，才用了“盬”字？
正疑惑时，一位奉节文化人告诉我，这个

“盬”是个错字，正确的是“䀇”。上世纪80年
代中期，这位文化人在竹园镇第一次品尝到

“gǔ子鸡”，十分感叹它独特的魅力，撰文刊
发在《四川日报》上。“gǔ”字在当地只有读
音，乡下小店也没招牌，不知是哪个“gǔ”
字，他做了很多比较，觉得“䀇”字字义是“一
种周围陡直的深锅”，适合命名这个烹制工
具，于是采用了这个不常用的“䀇”字。

殊不知电脑普及后，用拼音和五笔输入
法，都无法打出“䀇”字，以至于后来奉节在
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只好选择同音、
形似，但义异的“盬”字代替。

2011年4月，“竹园盬子鸡”的传统制作
技艺被正式列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便成了“盬子鸡”。即使现在电脑上可
以打出“䀇”字来了，大家却习惯了“盬”子
鸡，或“盬”与“䀇”混用。

奉节盬子鸡

□施崇伟

我家门前那棵树，是极普通的树。在川渝
一带，这样的黄葛树随处可见。几人合抱的腰
围，伸展向空中的虬枝茂叶，夏天撑出一片荫
凉，严冬顶风傲霜。

很多年前，爷爷还身手敏捷。从粗壮的树
上到达第一个分杈处，是我得把脖子尽力往后
仰才看得到的高度。只见爷爷远远地助跑，脚
用力一蹬，就腾到老高，恰好有一个结疤之后
形成的窝状可以安下他的赤脚，然后顺势伸出
长臂抓住一截枝头，另一只脚就搭上了树杈
口，一收腹，一腾起，双脚已稳稳站在树杈间。
他意气风发的样子，像是踩在云端。

他矫健的攀沿也有一次失手。
那是又一轮嫩叶纷纷扬扬时，树杈间的鸟

鸣，引起我的好奇。我搭起板凳，目光追踪到
一团枯草筑成的巢。一对灰翅扑闪着，偶尔现
出轻轻动弹的几个小黄点。一双闪动的翅膀
由远而近，落在巢沿，我看清楚，它的尖嘴夹着
一条小虫，似在蠕动。是的，那是鸟巢，是乡下
孩子的最爱。

我的惊喜，是用欢叫和蹦跳来表达的。我的
表达正好被从田间归来的爷爷碰到了。他把肩
上担子一撂，一个腾越，直奔鸟窝。就在触手
可及的刹那间，左手的枝杈承不住他孔武的膂
力，右手的雏鸟急需另一只手来护卫。他淡定
地选择了让身体从树上坠落，以换来三者的保
全：树杈不能断，小鸟不能摔，孙子的童趣不能丢。

他从树上重重地跌落在一堆瓦砾上。在
他养伤的几个月里，小鸟的羽毛渐渐丰满，在
笼中扑愣着翅膀。到我上学那天，爷爷终于可
以下地行走了。我们从老树下出发，爷爷送我
到三里外的一座古庙，那是村里的小学。学校
门口，也有一棵老黄葛树，那茂叶、那虬枝，长
相和我家门口的差不多。

就是这样的老黄葛树，它用青枝绿叶陪伴
我的童年；用粗壮之身给我遮风挡雨；它伸展
向远处的枝干，送我离家远行。

我第一次离家远行，是去城里上中学。城
里有高楼，有大马路，有汽车，有一大屋子全是
书的图书馆。这些都是乡下来的我陌生的。
而城市也有我熟悉的，校园里，公路边，长江
岸，一座几万人的小城，至少有几十棵高大茂
盛的老黄葛树。

以后很多年，我考了中师，有了份工作。
为着生计奋斗，每隔几年就会换个地儿，直到

与家乡的老黄葛树越来越远，远到没有去想它
了。

南方的冬天少有下雪。那天，我在赶往一
个重要会议的路上，分明看到从天而降的雨
滴里有细细的绒毛。雪米！路人皆是惊喜。
我却在此刻喜极而悲：电话里是比雪寒的消
息——奶奶不行了！

我立即转头去了回老家的车站。奶奶在
等我，奶奶经常在老黄葛树下等我。我少时很
贪玩，放学后常常忘了回家的时间。奶奶总会
在树下，目光探向我回家的那条小路，直到我
出现在她眼前，投入她怀中。她抱着我，从树
下回到屋里，回到灯光下的餐桌。

这一次，等我回家的奶奶躺在棺木里。
在我上小学时，爸爸在外地上班，妈妈农

活很忙，便把我和弟弟丢给了奶奶。奶奶在一
个小酒厂做炊事员，每天要给几十个烤酒师傅
做饭，还得照管小兄弟俩。稍有闲隙，她还去
帮着烤酒师傅挑高粱、撮糟子。从早到晚，就
难得看她空闲过。

在老家人眼中，奶奶是少有的吃公家饭、
有工资的人，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条件优越。可
我从不见她大手大脚花过钱。她从来不在意
自己的穿着打扮，没见她抹过一次雪花膏，衣
服几乎全是打过补丁的；最喜欢的吃食，是她
自己腌制的咸菜、豆豉、霉豆腐。

省下来的钱，都用在了家人身上和周济更
穷的亲戚。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瘦小多病。在
那个吃点油水都很难的年代，可我还偏偏挑
食。为了给我改善胃口，她专门给我开“小
灶”，用猪胰腺和酵母蒸饭。奶奶看着我吃着
有肉味的饭，她在一旁用咸菜下着玉米饼，脸
上的笑容比我吃着好吃的还甜、还香。

我埋头看奶奶的遗容，抬头间又望向门前
老黄葛树。自爷爷去世后，再没有人为它修枝
打药，它的枝条像一头乱发丛生，粗杆上已生
出些虫眼。如今，奶奶也走了，连陪老黄葛树
的人也没有了。

安葬了奶奶，父亲告诉了我一个决定，他
和母亲要搬回老家。乡下空气好，安静，隔着
爷爷、奶奶的坟头很近。他说完，仰头望向老
黄葛树，风吹得树叶沙沙，像在说话。我顺着
他的目光抬起头，树冠巨大而圆满，一团一团
撑向不同的方向。我忽然惊讶地发现，树杈间
又有鸟儿筑了新巢，干草、秸秆、叶片，编织得
密密匝匝。一对鸟儿从长空中划过弧线，回归
到大树林中那可以挡风雨的“家”。

我家门前的黄葛树
【留住乡愁】

【食尚志】

□李玮

五月柚花飘香时，我决定回一趟老家。
“情妹当门一口塘，半边阴来半边阳；

半边阴的栽高笋，半边阳的栽高粱……”行
走在梁平蟠龙百步梯古蜀道时，一种熟悉
而亲切的声音由远而近。循声望去，七八
个乡亲抬着笨重的石头，正缓慢向上移
动。铿锵的号子声从陡峭的千年古驿道飘
逸开来，与蟠龙崖泉飞瀑的轰鸣声、千年黄
荆树上的山鸟啁啾声汇在一起，在峡谷中
回旋，飘荡。

抬工们歇气间隙，我上前与他们交谈。
年长者叫杨学超，风趣爽朗。老人今年76岁
了，身体健朗，他吼唱的号子，即景成歌，指物
成调。老人告诉我，抬工通过吼唱号子，既抒
发内心的情感、缓解疲劳，又能使大家步力合
一，轻松协调。

“抬儿调”也叫“抬儿歌”“抬工号子”，是

乡亲们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是溶在山里人血
液里的乡音——泥土在抬歌声中泛绿，农事
在抬歌声中轮回，孩童在抬歌声中成长，乡村
在抬歌声中五谷丰登。

曾经一段时期，伴随公路从城市延伸进
深山茂林、网络信号穿进特色民居的窗棂，那
如风一般自由、如水一般流畅、在家乡风靡千
年的“抬儿调”逐渐式微，成为山间遗韵。

所幸，各级政府以及文化部门及时进行
抢救、挖掘和保护，古老的梁平“抬儿调”被列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老树著花无
丑枝”，老一辈的抬工们也新编唱词进行传
承，“抬儿调”响彻梁平大地，还登上央视舞
台。

“一根抬杠两头窄，从早到晚抬到黑；
村里要搞大建设，苦点累点也值得。”告别
抬工师傅们，我沿着曾经喧嚣繁华的百步
梯继续前行。“蜀道难”等石刻大字苍劲古
朴，雄风犹在；千年黄荆树新绿绽放，卓然

屹立。身后，杨学超和抬工们再次亮起嗓
子，那沉雄、刚毅、坚实、凝重的号子声又响
了起来。

那抬工号子声，分明从古洞蟠龙的壁
缝中滴滴答答渗出来，从古道旁千年雌雄
银杏的喁喁私语中飘过来，从扈家槽和唐家
坡山坳里的袅袅炊烟中升起来，从巴山渝水
的沟沟坎坎里飞出来，从“蜀岭雄风”的云蒸
霞蔚中浮起来，与长天和大地融为一体，升
华为永恒。

那抬工号子声，或激扬高昂，或韵味绵
长；从秋沉到冬肃，从春红到夏绿，吼唱出了
山里人的憨厚与倔强、欢乐和向往，也吼唱来
了风和日丽、幸福安康。

“花篮背篼眼睛多,背起背篼爬上坡；一
路走来一路喊，不是等我等哪个……”

那抬工号子声，其实就是劳动者之歌。
乡亲们在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唱和中，开始
了新的憧憬。

又闻“抬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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