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可知，重庆渝中区民权路曾经
有一座叫关岳庙的道观。

这座道观建成于400多年前，它
曾经历过辉煌时刻，后来又历经落
寞，孤独隐藏在原来的建设公寓背后
一角，以致后来大多数重庆人都不知
道其真面目，只留给人们一个“关庙”
的地名概念。

这“关庙”地名原叫都邮街、关庙
街，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
1937年，国民政府将其改为民权路，
离较场口很近，步行仅两三分钟。
1979年我新参加工作，所在单位就
在离关岳庙道观仅几十步远的民权
路28号。在那儿工作了几年，几乎
没听周围的人提过关岳庙，仅仅是在
提及地名时，年纪大一点的会说此处
叫“关庙”而已。

渝中区在2007年实施旧城改造
时，此处残存的关岳庙道观即消失了
最后的踪迹。如今，民权路高楼拔地
而起，往来于解放碑至较场口之间，
基本听不见有人说“关庙”这个老地名
了。而关岳庙道观那个地方，只能见
到一座名为“英利·大融城”的建筑物。

2017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接
触和查阅了大量有关重庆关岳庙道
观的史料，逐步揭开了它尘封的秘
密，看见了这座道观的前世今生。

重庆关岳庙属道教宫观，原名关
帝庙，因供奉关羽得名，始建于明神宗
晋封关羽为帝之后，曾为川东规模最
大、香火最盛的道教宫观，重庆关帝庙
的建筑制式，为典型的魏晋时代北朝
宫殿风格，布局对称，气势恢宏，重檐
斗拱，金碧辉煌；全庙有殿堂36间，三
重主殿；正殿供奉关羽神像，高三米。
总建筑面积达5000多平方米。原有
楹联“扶正统而彰信义威震九州，完大
节以著忠贞明高三国”为证。

在关羽庙里曾发生过几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重庆关帝庙曾差

一点儿尽毁于兵火。明末，张献忠打
下佛图关，攻陷重庆，乱兵纵火将关
帝庙大殿烧毁，只余偏殿。直到清康
熙三年总督李国英才重建了关帝
庙。之后，民国三年奉大总统令，将
岳飞像并入同祀。

第二件大事是，抗战时期，在关
岳庙曾有一场比武大赛。这场比赛
是当时武林最热门的话题。因为这
场擂台仅用了十几秒，挑战人“飞天
蜈蚣”吴孟侠来势汹汹，却被当时时
任“中央训练团国术总教官”的万籁
声直接击倒。

第三件大事是，在抗战时期，关
岳庙曾是中国远征军出征仪式举办
地。但凡将士出征，均要聚集在关岳

庙岳飞像前，高唱《满江红》，高呼“还
我河山”，再出发走向抗敌战场。
1942年 3月 29日，中国远征军新一
军数万将士在关岳庙前祭拜宣誓。
宣誓祭拜仪式后，新一军军长孙立人
给出征的每一位将士发了一枚刻有

“还我河山”四字的铜质徽章。
后来，关岳庙便逐渐消失在大众

的视野中。2007年6月，关岳庙正殿
被拆毁。2009年因旧城改造，关岳
庙选址渝中区李子坝坡137号（今嘉
华大桥南桥头，佛图关公园北侧山林
地带）重建。重建的关岳庙，还发生
过这种趣闻：台湾地区的日月潭文武
庙，曾在修建时就是以重庆关岳庙为
蓝图，复制而成；而重建关岳庙时，因
找不到以前的建筑图，就又以日月潭
文武庙为蓝图，复制而成。“本是同根
生”，这两座庙宇，2015年底走到一
起，缔结成友好庙宇，成为“兄弟”。

一座关岳庙，百年忠义魂。辛亥
革命至今的百余年间，重庆关岳庙演
绎了无数的传奇故事。目前，五集大
型纪录片《重庆关岳庙传奇》业已杀
青；记录重庆关岳庙的长篇报告文学
《仰天长啸》，也将于年内出版。相信
要不了多久，重庆关岳庙又将回到重
庆人的视野，成为一座承载历史传奇
和现代文化的大型庙宇。

失踪的关岳庙 ⦾龚毅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濯水古镇
就好似这样一位佳人，在渝东南的大山深
处，遗世而独立。

风雨廊桥是古镇一景。在风雨廊桥
上，脚下是碧绿如玉的阿蓬江水，远处的
武陵山绵延不绝，层峦叠翠，濯水古镇依
山傍水，静若处子。手扶栏杆，沐着清风，
看水光山色，眺望古镇的土家吊脚楼群，
有炊烟袅袅升起，夕阳西下，满地残阳，如
此美景，让人不舍离去，走走停停，独绕回
廊行复歇，遥听弦管暗看花。

神思随美景飘飞之际，耳畔传来一曲
小调：“大山上的木叶烂成堆，只因小郎不
会吹，几时吹得木叶叫，不用木叶只用
媒。高坡上种荞哪用灰，哥妹相爱哪用
媒，用得灰来荞要倒，用得媒来惹是非。”
曲调简净，歌声婉转，歌词诙谐调侃，带着
浓浓的生活气息，一下子将我从诗情画意
的想象拉回到人间烟火中来。

唱歌的是位穿着民族服装的土家姑
娘，明眸善睐，巧笑倩兮，她向游客兜售一
些手绣荷包、背包之类的土家手工艺品。
问她唱的是什么？她笑着说：这就是土家
族有名的民歌《木叶情歌》呀！有游客逗
她说：木叶情歌不是用树叶吹出来的吗？
你能用树叶吹奏一遍，就证明你是真资格
的土家妹子。少女淡淡一笑，在桥头顺手
摘了一片树叶，指尖捏住树叶的两端，嘴
唇含住叶片吹奏起来，乐声脆生生，亮堂
堂，婉转悠扬，直飞天际。

与少女攀谈，得知她在重庆念大学，
暑假回家，一边帮着大人做农活，一边做
点小生意，赚些钱好交学费。原来，风雨
廊桥上载着的，是人们踏实本分的生活，
并不只是春风秋月的闲愁。

古镇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的日常生
活。看似不经意的衣食住行，却使得古镇
活色生香。

最喜欢小镇的午后，阳光将房屋的影
子，将行人的影子拉得很长，白发苍苍的

阿婆坐着木门槛上摇着蒲扇，脚边蜷缩着
酣睡的家猫，阳光晒在褪色的木格窗棂
上，一寸一寸地移动，时光仿佛在这里停
滞了。

小镇的居民很是善于利用这午后的
阳光，天井里的竹竿上挂着五颜六色的衣
服，窗台上晒着绣花布鞋，庭院里放着簸
箕，簸箕里晒着豇豆、辣椒、洋芋、萝卜，它
们吸饱了阳光，再散发出阳光干爽的味
道，让你慢慢地去品味。

新鲜的蔬菜收获以后不易存放，将其
晒干，不仅方便储存，品尝起来，更是别有
一番滋味，比如洋芋，切片，下水淖一下，
再放到阳光下晒干，就成了干洋芋片，用
来炖肉，入口绵软瓷实，余味无穷；也可油
炸，油炸洋竽片金黄灿烂，吃起来酥脆化
渣，满嘴喷香。还有萝卜，切片晒干以后
纹理变得疏松，呈鱼网状，当地人称为风
萝卜，风萝卜炖腊猪蹄是当地的一道名
菜，风萝卜口感略显粗糙，但别有一番风
味，就像不谙世事的少女成长为有些阅历
的少妇，岁月给她增添了无尽的韵味。

古镇中街有家绿豆粉店，店中坐着一
位少女，慢慢摇着石磨，将绿豆、粳米磨成
粉，再制作成粉条。绿豆粉是土家族传统
美食，富含维生素与矿物质，粉条约一指
宽，烫好了浇上炒鸡杂、红烧牛肉等浇头，
吃起来味道十分鲜美。游客来此，大多会
要上一碗绿豆粉，大快朵颐，那少女似乎
没有看见熙来攘往的游客，对热闹非凡的
街景亦视而不见，低眉垂首，神色宁静，只
管摇着石磨。门口几位白发的阿婆，正忙
碌地剥着大蒜，边剥边闲唠嗑，东家的媳
妇刚生了大胖小子，西家的男孩娶了城里
媳妇……微风吹拂，白色的蒜皮轻盈地飞
起，又缓缓地落下。

推磨、卸磨，生活中好像只此一件事
情，青春繁华、红尘万里皆与己无关，胸中
无纤物，心志怡和，神宇宁静。此为小镇
生活。

小镇生活 ⦾贺芒

山底有孔洞，涌冒一清泉，四季
不涸。泉面宽窄数十尺，如一席绿绸
摊晾在山脚下的树荫里。这便是城
北泉孔，泉水只流经酉阳县城，故叫
酉阳河。

小时常在这河边钓鱼，那时还是
条蛇行而过的自然河。随便扯根竹
刷条，套上线，生上钩，在岸边的杨柳
或启木树下，寻一块绿荫，撒上沙虫
等诱饵，要不到个把时辰，准能钓上
小半桶几寸长的麻子鱼。拌上干红
辣椒，那个鲜呀，足以留恋好几辈
子！若逢上盛夏闷热，岸上还会爬行
着从溪沟石隙里钻出来的细娃状的
动物。若是身手敏捷，还会扑伏捕住
一条。它就是中华大鲵，我们当地称
之为“娃娃鱼”。

酉阳河，全长仅10余里，由北而
南，贯穿整个县城，没于城南何家
坝。据（清）邵陆著《酉阳通志》记
载：“其源自龙池铺犀牛潭……入楚

辰州之大江。”龙池铺是我的老家。
实查，其源应为龙池铺北方黑水三
岔坝。邵公有误。

你别看它流程不长，名不经传，却
在酉阳历史上起过特殊作用。

如果没有这条短短的河流，流传
千古的《桃花源记》会产生吗？1600
多年前，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
记》中写道：“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
业。缘溪行……”这“溪”便是如今的
酉阳河。

当年的武陵人从城南下游摇着一
叶扁舟，船头立着鹭鸶，披着蓑衣，戴
着斗篷，逆流而上，沿河打鱼。“忽逢桃
花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美不
胜收，再往前走，一个露天山洞呈在眼
前。“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这便
是世外桃源了。

其实，人人心中都有个“桃花源”，
只是看你怎么去“游”。

每天凌晨5时左右，我都会从城

中出门，借助远处的灯光，沿着暗淡的
河岸向城北方向走路跑步，拍肩扩胸
晨练。遥想当年陶公，或许辗转万难
真的来过酉阳。那么他的《桃花源记》
为何不以游记纪实豁盘托出，而要假
借他人之口娓娓道来？或许留下“神
秘”供世人永远探求，就是陶公高人之
处。我总觉得先古圣人的足迹，从未
被岁月的河水冲走，反而永远铸在了
世人心中。

河边的空气，总比大街广场好。
河水潺潺，欢歌而去，几乎淹没了大街
上汽车的引擎声。猛然间，我甚觉奇
怪。这河水，白天怎么听不到它的声
响，甚至被人们忽略？

可就算这样，它也一直在不停地
奔跑，一刻也没有停留，夜以继日，奔
向大江大海。

它不喧声夺人，只愿默默奉
献。这就是我们的酉阳河，我的母
亲河。

短短酉阳河 ⦾姚明祥

吃完晚饭，陪着7岁的小侄女背
诵《日有所诵》，是唐代诗人王驾的
《社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
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
醉人归。”

“大姨，‘社日’是什么日子啊？”
“社日是一个传统节日，是古代

农民祭祀土地神的节日，在这一天，
我们可以采野菜来煮饭吃，叫做社
饭。”

“好吃吗？”
“这个问题啊，你要问外婆，叫外

婆煮给你尝尝，看好不好吃。”
其实，母亲每年都有煮社饭的习

惯。记得小时候，每到快过社时，就
早早地盼望着那香喷喷的社饭了。

做社饭是不能少了野葱和青蒿

的。过社的前几天，母亲就到荒地
里、田坎上去挖野葱、折耳根、雀雀
菜，并掐来新长的鲜嫩的青蒿，拿到
小河沟里洗干净后备用。

到了社日这天，便先将粳米、糯
米淘洗入锅，煮至半熟后沥干，再加
入切碎的青嵩、野葱、雀雀菜、腊肉、
豆腐粒，拌匀后再次入锅闷熟。一会
儿，一锅香味扑鼻的社饭就做成了。
在我们老家秀山，社饭已成为一大特
色。

后来，我因读书工作，离家越来
越远，吃社饭的机会越来越少，但吃
社饭的念头却越来越浓烈。成家后，
爸妈随着我来到了万盛居住。为了
让小侄女了解什么是社饭，更为了我
得偿吃社饭的十年夙愿，今年社日

前，母亲决定大显身手一番。
那日春日融融，阳光正好，我们

全家出动，到田间地头“寻宝”，将山
坡上、铁路旁、草丛里的嫩青蒿、野
葱、折耳根和各种绿色的野菜采摘回
家，只为吃上香味四溢的社饭做准
备。

晚上，母亲煮了满满一锅，让我
叫上朋友来一起吃。我不明就里，她
说：“古话说得好，送完了自家的，吃
不完别家的。煮了社饭就要和亲戚
朋友共同分享啊。”我现在终于明白，
母亲每年都煮那么多社饭，邀请亲朋
好友一同品尝，原来是为了分享。

过社，虽然没有端午、中秋那样
隆重和浓厚的气氛，可是，谁又能舍
弃这个分享的节日呢？

白米青蒿社饭香 ⦾陈敏贵

妈妈说：“去看你爸爸要早点，
他是个急性子，不然会念。”

4月3日，我们全家提前去看望
了爸爸。父亲和他的父母、姐姐长
眠于此。没有坟头，没有墓碑，没有
鞭炮，没有纸烛，只有两株高大的桂
花树陪伴着他们。口中念念的是先
人的名字，缓缓流淌的是心灵的对
话。这，就是父亲的心愿。

清明这天，窗外雨大风急。我
在家里思绪万千。

小时候，邹容是一条马路。
那时我家先后住在临江路、临

江支路。每到礼拜天，父亲就要牵
着我和姐姐的手，走过民族路，穿过
邹容路，来到民权路，进到新华书
店、古籍书店，看书、买书。从那时

起，我就晓得解放碑有一条马路叫
邹容路。

读书时，邹容是一个名字。
初中我上的是29中。这所学校

就在邹容路的起点上。我第一次在
课堂上知道了，“邹容”是一个人的
名字，门口这条马路就是用他的名
字命名的。

再后来，邹容是一段历史。
1979年，我考进了四川大学历

史系，从重庆的邹容路走到了成都
的望江楼。隗瀛涛先生给我们讲辛
亥革命史，我才真正地知道邹容是
个了不得的人，创造了一段了不得
的历史：中国民主革命理论的形成，
特别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制定
和实验，经历了孙中山提出——邹

容发展——同盟会政纲确定的轨
迹。这是邹容一生最大的贡献。

后来我又去过台港地区，到过
日本，去过北美、欧洲。我发现，无
论海内外，无论东西方，邹容都是一
个真正能够在中国近代史的“正史”
中写下独立篇章的人。

工作后，邹容是我的事业。
在川大读本科时，我在隗瀛涛先

生的指导下研究重庆开埠的历史，专
门写了《邹容和他的<革命军>》一节，
出版了《重庆开埠史》。1981年，父亲
在重庆主持编辑出版了《重庆蜀军政
府资料选编》，先后出版了《邹容文
集》和《论邹容》。

1983年大学毕业后，我回重庆
工作。在《重庆开埠史》的《邹容和

他的<革命军>》一节基础上，我准备
写一部《重庆辛亥革命史》。尽管我
拼尽全力，但并不理想，我求诸隗先
生和父亲。他们说，邹容只活了20
岁，留下的东西太少，资料的发掘还
要靠大家坚持不懈。

30多年，我始终没有放弃重庆
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一方面着力于
史料挖掘，一方面陆续写了一些论
文。2011年我组织团队申报《纪念
辛亥革命100周年重庆丛书》项目成
功，在课题组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
们基本收齐了《革命军》的版本，在
家父《邹容文集》的基础上，编成了
《邹容集》。随后又编成《邹容与苏
报案档案史料汇编》（上下卷），共计
100多万字。这样就为邹容研究提

供了更好的史料基础、史实基础，我
的《重庆辛亥革命史》也得以完成。

如今，业师和家父均已故去，现
在面对他们，我还是交得了卷的。

邹容是一个英雄，与我们血脉
相通。

120年前，岁值戊戌。谭嗣同在
北京被捕入狱，高歌“我自横刀向天
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慷慨就义。
在重庆，13岁的少年邹容热泪纵横，
悲愤不已。他将谭的画像置于座
前，题诗明志：“赫赫谭君故，湖湘士
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时光流淌120载，又到戊戌。两
轮戊戌，告诉我们，邹容已经跨越时
空、重回当下。

邹容富而思进，追求真理。虽

生在富商之家，却没有富家子弟的
纨绔习气，而是以天下为己任，追求
救国救民之道。他勇立潮头，道义
担当。有独立的思想，而且始终站
在时代的最前列，由爱国主义、民主
主义，进而朝着社会主义升华。他
血性刚强，兼收并蓄。这种血性正
是今天有些人所欠缺的。但是他又
不偏执，而是广交时代英才，把中华
民族悠久的历史、优秀的文化、优良
的传统，与世界上先进的民主革命
思想融于一炉，锻造出那时最为先
进的思想武器。《革命军》就是中华
民族的中国梦。

4月2日，我东去上海，参加在
邹容埋骨地华泾镇举行的邹容纪念
馆开馆仪式、研讨会，祭扫邹容墓；4
月4日，又西回重庆，参加在邹容出
生地渝中区举行的公祭邹容仪式。
我分明感受到重庆与上海东西呼
应，长江相连的态势。

年年清明，今又戊戌。这东与
西，父与师，家与国，就这样流淌在
我们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

戊戌清明祭 ⦾周勇

金韵金韵 油画 白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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