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总有一种特
别的东西在胸中涌动。“1979年，那是一个
春天……啊，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
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

40年了，那一年我们家“春天的故事”，
又上心头。

读大学，从小就是我的一个梦。但是，
1966年，高考制度的废除，让万千学子梦碎
一旦。1969年，不满16岁的我只能跟着学
校，下长江，进乌江，去到武陵山区大山深处
一个叫“梅子垭”的地方，成了一个年龄都不
合格的“知识青年”，1972年底我当了兵。

我是在泸定县从广播里听到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公报的。1978年12月，我在部队
当汽车班长，带着战士们在二郎山上进行山
地驾驶训练。那天晚上，我们住在县委招待

所，全城的大喇叭都在播。这可是惊雷呀！
让我激动不已，终身难忘！那一年，高考恢复
了。

1979年1月，父亲专程来到部队，把我叫
到广汉公园（今房湖公园），作了一次极其严
肃的谈话。他说，三中全会开了，“文革”结束
了，今后要靠科学和教育吃饭了。“过去我影
响了你，现在你不能影响你自己哟！你初中
都没有毕业，以后不得行。赶快退伍回去，准
备考大学。”

父亲的话，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我
对部队虽有不舍，但还是坚决申请退伍，于3
月上旬回到重庆，重新开始。

我回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报名参加了母校
重庆市二十九中学的高考补习班。那时大家
并不看好我，因为我只读过不到六年书（小学
5 年、中学不到 1 年）。考大学？谈何容易！
补习班里相当多的同学是从1978年初就开

始补习备考的，有的甚至已经有参加77级、
78级考试的经验。而我，一无所知，又绝无
退路。

那一年，我妈妈刚 50岁出头，正值盛
年。她知道我的处境后，什么都没说，只几天
时间就办完了退休手续，回到家里操持家务，
成为全家的“大后方”。

那个时代，就业十分不易，子女就业大
多是“顶替”。所谓“顶替”，即父母提前退
休，腾出岗位让子女就业。而我们家当时并
无需要就业的子女，因此妈妈的提前退休让
许多人不能理解。可正是这一招，让我天天
能吃上妈妈的味道，天天能按时到校补课，
天天能挑灯夜战攻书，天天都能美美地睡上
一觉……

就这样，3个月后，我走进了考场。记得
第二天下午考地理，考试结束时，天降大雨，
全体考生只能挤在黑黢黢的教室走廊里。

7月的重庆，闷热之极，加之走廊空间狭
小，考生们汗流浃背，但大家已顾不得那么
多，讨论起刚才考试的答案来。我一言不发，
只管静听。一会儿，便如释重负，顿感清凉。
原来我的答案比大多数人的答案要对得多。

结果，我地理考了全省第一，语文全省第
四，历史、政治都还可。尽管数学、英语考得
很差，但总成绩上了重点线，一举考上四川大
学，全家人喜出望外。那一年，四川文科的录
取率是2.5%，全国最低。后来我一查，那也
是40年来中国高考最低的录取率。

就这样，1979年9月，我便来了望江楼旁
的川大校园。此时，离我终止初中学业（1966
年春）已经13年了。一个小学只读过5年、
初中不到1年的青年，就在这特殊的时刻，以
这种特殊的方式走进了四川最高学府。

正是跨出了这最为紧要的一步，我的命
运和祖国的山河一起改变。

人的生命中总有几个最紧要的时刻和最
重要的人。无疑！

——1978年12月，泸定城内那夜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1979年1月，爸爸和我在广汉的那
次“房湖谈话”；

——1979年3月，妈妈为保我高考的“五
十退休”；

这些，都无疑是我生命中最紧要的时刻
和最重要的人。

不久前，妈妈90岁了，我们全家给她祝
寿。我说，当年如果没有妈妈那默默无闻的
惊人之举，没有妈妈始终温情和鼓励的目
光，没有那些热饭热菜，没有那些香甜的睡
梦，不到百日，我哪能补上缺了13年的课？
又哪能毫无压力、信心满满地走上考场，去
挑战那2.5%？又哪有我40年来的一路成就
呢？

如今，爸爸与我在广汉“房湖谈话”的照
片仍挂在客厅墙上。我要告诉他，我们会永
远记得，我们的家和国的那个重要的历史时
刻；永远懂得，我们的家与我们的国的命运，
是如此的紧紧相连。

我们家“春天的故事” 周勇

【我与改革开放】

《缙云梨花远山雪》 国画 唐楚孝

楠溪江上的舴艋舟。 陈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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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去渝西赶场，不管是哪个乡
镇集市，在那些现代的街道亦或陈旧
的巷子里，随处都会遇到一些不大却
干净的饭馆。饭馆门口挂一招牌，招
牌上店家自己献墨：“豆花”。

我也见过招牌精致的，店家请了
当地的文人，写上一副对联裱糊好挂
在门框。右边门框：石磨吞黄豆，吞吞
吐吐吐俗世常见物；左边门框：卤水滴
白浆，滴滴点点点神仙进口货。门框
上面：豆花好吃。或者还有稍短的，右
边：石磨转圈，白浆流出人间乐；左边：
豆花请客，单碗（酒，渝西俚语）醉浓世
上情。横楣上：豆花安逸。

这些饭馆都像约定了似的，均清
一色地在门口边上摆一大铁锅，锅下
一炉炭火，锅上热气缭绕，一满锅白嫩
嫩的豆花闲在锅里。进店门边，一张
案桌，桌上几十个盘盘碟碟，瓶瓶罐罐
有序地排列，里面盛满蘸豆花的各种
佐料。

每月我都会抽时间回老家看望
父母，陪父母住上两天。父母住在小
镇上，我有晨跑的习惯，围着小镇的
公路奔跑几圈过后，就穿过镇上的街
道回父母住的地方。穿过街道的时
候，两边的商铺大多都还没开门，乡
下小镇独有的清闲在晨曦里安静地
弥漫。

转过街角，就变了个早晨。
一条不到五十米的街道上，两边

依次排开的豆花馆门前，清一色的大
铁锅摆着，锅下一炉炭火红朗朗的，锅
里点制好的豆花闲在那里；屋檐横梁
上挑出的红色布幡在飘动，布幡上“某
某豆花”的招牌在飘动里鲜活。

豆花馆的店家都在各自忙碌着各
自的活计，有制作蘸豆花佐料的，还有
打扫门面桌椅、锅盆碗盏的，只等这小
镇从晨曦里醒来。

我是渝西人，从小对豆花的深爱
一直不减，自然就会停下脚步，弯进一
家豆花馆，从它门边摆满佐料的案桌
上取了碟子，嘴里喊道：“老板，一碗豆
花。”

老板应了。我看着一桌的佐料，
一边细数：油辣子、青辣椒、碎花生粒、
碎核桃粒、芝麻粒、蒜末、姜末、苦藠
末、韭菜末、葱花、碎香菜叶、碎薄荷
叶、碎茴香叶、花椒面、花椒油……一
边用每个佐料里的勺子勾了自己喜欢
的味在碟。

寻了桌子，舀了一碗木甄子蒸的
白米饭，等老板端上豆花来，一双筷
子，小心地从豆花碗里挑起豆花，在满
是佐料的碟子里，让豆花打个滚，用筷
子将它送入嘴里。

在裹满佐料的豆花入口的那一
刻，紧闭的思想被豁然地打开了：豆花
的滚烫，佐料的酸、甜、苦、咸，麻、辣、
鲜、香，瞬间会让人感受到一股说不清
的滋味直抵心田，然后从背脊里升起
一股暖流，直入大脑，大脑在瞬间就空
白了，仿佛没有了日常，没有了时光，
一切都停顿在一种惬意里。

等我吃完豆花，小镇也已醒来，陆
陆续续有食客走进自己中意的豆花
馆。我并不急着结账走，而是看进店
的食客们勾兑自己的佐料。

那些摆在案桌上的佐料，在食客
各自的喜好里，自由地勾兑；丰俭由
人，咸淡由心，酸甜苦辣，随意调配。
就像我们各自的人生，其中况味，自己
最明白。

渝西豆花 黄海子

“干部下乡结穷亲，真帮实干助脱贫。帮扶
帮出新奇事，姑娘相亲相错人。”

在重庆市梁平区滑石村滑石古寨寨顶歇息
处，正在表演的梁山灯戏《相亲》吸引了朴实厚
道的村民和南来北往的游客。

“嬉笑闹、扭跩跳”的灯戏风格博得了观众
阵阵掌声。剧中的小贞扭动着轻快喜庆的圆场
步，其俏皮幽默的“胖筒筒调”唱腔在群山环绕
的古村落久久回荡……

好山好水好风光，有诗有戏有远方。表演
梁山灯戏的是梁平区梁山灯戏剧团的青年演员
们。他们将文化与旅游、非遗与乡村振兴、诗与
远方巧妙地融合成了一体，使梁山灯戏焕发出
勃勃生机。

据史料记载，梁山灯戏属地方小戏，梁平
（1952年前叫梁山）本地人以前称其为“包头戏”
“端公戏”。早在明朝正德年间，它便从民间的
玩灯和秧歌戏的母体中脱颖而出。清代中期，
梁山灯戏发展达到鼎盛。

“唱灯随处是歌楼，曲子无腔易转喉。传说
官班明日拢，开场先看小包头。”这是蜀中竹枝
词中记载的梁山灯戏“受宠”的盛况。其自成体
系又独树一帜的梁山调，在长江流域地方戏曲
中源远流长。

在滑石古村落，梁山灯戏剧团的演员们送
戏下村，已在此表演了近百场灯戏。

“没有老哪有小，没有桃树哪有桃。树木尚
报三春晖，后辈理应来尽孝。”

你瞧，梁山灯戏传统剧目《青丝泪》在竹叶
婆娑、竹浪翻滚的梁平安峰村又唱开了。

这里的百里竹海是全国4A风景区，有成片
竹林35万亩。听说来了灯戏剧团，淳朴的村民
和热情的游客将灯戏演员们围了个里三层外三
层。

《梁山县志》记载：由于多种原因，梁山灯戏
曾一度走入低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梁
山灯戏又迎来了多姿多彩的春天。

1992年，梁山灯戏受邀参加文化部在福建

泉州举办的全国戏曲稀有剧种展演并获奖，梁
山灯戏剧目《招女婿》《卖驴》斩获第十一届全国
群星奖金奖和银奖。2006年梁山灯戏成功申
报为国家级非遗。

“兄妹赶路急，何不同乘骑？”“倘若同乘骑，
旁人要嫌疑。”

在享有“中国名柚之乡”美誉的梁平区，有
一个叫龙滩村的地方，这里黄橙橙的柚子成熟
得压弯了枝条，正在演唱的传统梁山灯戏《送京
娘》，让村民享受了一席文化大餐。

为了壮大梁山灯戏的影响力，2010年，梁
平区成立了梁山灯戏剧团。而今，梁山灯戏剧
团已创作剧目100余出，灯戏演职人员发展到
30余名，他们还在各村镇培养了上千名梁山灯
戏爱好者。

《送京娘》说的是一个叫京娘的村姑在祭祖
途中遭歹徒劫持，被赵匡胤（赵玄郎）仗义相救
的故事。阵阵掌声中，村民们张开嘴开怀地笑
了，树上金灿灿的柚子似乎也咧嘴笑了。

村里来了灯戏剧团 徐文峰

一

我是跟随南北朝诗人谢灵运的脚步来到温
州永嘉的。

永嘉，一个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小城，一个
“水长而美”的所在。清澈秀美的楠溪江贯穿南
北，将这里润泽成一幅美轮美奂的中国山水画。

1600多年前，一席长袍、一脸愁容的谢灵
运乘着舴艋舟而来，这一片山水田园令仕途失
意的诗人一扫愁绪，恣意放歌之间，一代山水诗
派的鼻祖诞生了。

谢灵运之后，孟浩然、王维、陆游……一个
又一个文人接踵而至，他们来时，也都是搭乘的
舴艋舟吧？

“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他们把楠溪江
两岸的美景看了又看，把杯中的美酒饮了又饮，
醉倒在这一片碧波里，留下一首首传世的佳作。
千年之前，谢公乘坐过的舴艋舟，还在吗？

源头花漫处，踏石问轻舟。踏进永嘉县岩
坦镇源头村，我一下子就被楠溪江畔停泊的一
排小舟吸引了。

两头尖尖、小巧玲珑、形似蚱蜢，如同楠溪
江上一个一个的精灵……是了是了，它们符合
我对舴艋舟的所有想象。

迫不及待地跳上一艘舴艋舟，在微微的晃动
中，我进得船舱，只见舱内宽敞，放有装着花生果
脯等小食的竹篮，箬篷两头的空洞形成了自然的
窗口，透过窗口望出去，就是两岸的好风光。

船老大姓金，60多岁，瘦削，精神很好。他
一篙一篙点着溪床，江面上荡起一阵阵水纹。
远山如黛，近水含烟，草木葱茏，眼睛放到哪里，
哪里就是一幅绝美的画面。

在这样的山水间泛舟，时间也仿佛静止了。

金大伯说，他16岁就跟随父亲在楠溪江上
撑“舴艋船儿”。“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
愁。”因为李清照的这阙《武陵春》，舴艋舟被赋
予了诗意、浪漫的色彩。可是，对于永嘉人来
说，舴艋舟不仅是李易安笔下的愁思，更是楠溪
江沿岸古老的交通工具。

关于舴艋舟最早的描述，见于《广雅·释
水》：“舴艋，舟也。”《广雅》成书于魏明帝太和年
间（227年—232年）。由此推算，“舴艋”一词最
迟应该在17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

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楠溪江于永嘉
人而言，是极为繁华的黄金水道。彼时，楠溪江
流域的百姓用舴艋舟把特色产品运到温州等
地，又把温州等地的生活用品、生产资料运到山
里。人们进进出出，也得搭乘舴艋舟。很难想
像，离了舴艋舟，永嘉人怎么生活。

在烟波浩渺里，在暮色四合中，这月牙一般
的舴艋舟如同楠溪江上的主宰，载着人们生活
的希望去了又来，来了又去。

二

金大伯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永嘉县还
有900多艘舴艋舟。后来，随着公路的开通，陆
路交通越来越发达，舴艋舟渐渐失去了它原有
的运输功能。到上世纪80年代末，楠溪江航运
歇业，舴艋舟逐渐衰落直至消失于楠溪江上，最
后一批船老大和造船、制篷师傅也因此转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意识到舴艋舟即将没
落，金大伯毅然决然地扛起行李，外出谋生。从弹
棉花、做家具到开设自己的家具店，再到回老家盖
起了两栋新房子，金大伯的日子逐渐步入小康。

只是，睡里梦里他常想起那些在楠溪江上
行舟的日子。

这小小的舴艋舟不知影响了多少代人的生
活，它已成为楠溪江流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缺了舴艋舟的楠溪江，少了一份生动，也
少了一份神韵。

牵挂舴艋舟的，不只是金大伯。年过半百
的叶新仁从1979年就开始拍摄楠溪江的舴艋
舟，留下了近万张珍贵的底片，他不停地叹息，
有舴艋舟的楠溪江，多美，多美啊！

永嘉文史专家徐崇统在2008年开始踏访
关于楠溪江舴艋舟的记忆，编写《楠溪舴艋舟》
一书，他不停地呼吁，舴艋舟是文化的记忆，得
把它留下来，留下来啊！

还有许许多多楠溪江两岸的百姓，时常对

着垂髫小儿喃喃：过去，楠溪江上有好多好多的
“舴艋船儿”，好多好多……

乡村振兴战略为舴艋舟的复兴带来了契
机。不久前，永嘉在岩坦镇复原“船工文化”，发
展旅游业，消失近30年的舴艋舟成为文化的载
体、乡愁的依托，终于得以重现楠溪江。

造船的老师傅笑了，他们找来樟木做龙脊
龙骨，找来杉木做船板，用传统的古法再造舴艋
舟；金大伯也笑了，他又回到舴艋舟上，当起了
船老大。

三

水流平缓的地方，金大伯停止了撑篙，坐在
船舷上休息。我问他：“您撑船时吼号子吗？”金
大伯羞涩地笑笑，摇摇头。

我不禁想起了我生活的城市——重庆，在
那个山水相依的城市，吼着号子的纤夫和他们
的木船早已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往返于长江
两岸的轮渡却还清晰地留住我的记忆里。

重庆人一般把轮渡称为“过河船”。上世纪
80年代，轮渡是重庆人上下班重要的交通工具
之一，那时的过江航线多达19条，轮渡平均每
天的客运量超过10万人次。

1980年7月1日，重庆境内第一座横跨长江
的公路大桥——重庆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在此
后的30多年间，重庆境内架起近万座大大小小
的桥梁，随着“中国桥都”的声名鹊起，重庆市民
习惯了从桥上过江过河的便捷，曾经闹热的轮渡
逐渐冷清，渡轮航线逐渐萎缩，船只所剩寥寥。

重庆的渡船和永嘉的舴艋舟是不同的，舴
艋舟似温婉的女子，重庆江面的渡船则似粗犷
的汉子，温婉激荡得起诗情画意，粗犷勇闯得了
激流险滩。

坐在舴艋舟上，看着金大伯的笑脸，我心里
一阵黯然，重庆的渡轮只能成为“最后的挽歌”，
渐渐埋在我的记忆里吗？

我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搜索信息，想看看最
后一班轮渡是何时停运的。“重庆轮渡成为热门
景点”的消息，一下子撞进我的眼帘。原来，“坐
轮渡夜游两江”已成为重庆热得发烫的旅游项
目，受到全国游客的青睐。重庆轮渡已然涅槃
重生，幻化出动人的光彩。

“下船了！”随着金大伯的一声轻呼，我抬起
头，望着60多岁的金大伯，却如同望见当初那
个16岁的少年，撑着一支长篙，眼神清澈，内心
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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