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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仁巷，曾经是重庆城一个知名度很高
的街区，原址就在现在的大都会广场。我的
长篇小说《依仁巷》就是以渝中区依仁巷为背
景写成的。小说于2002年出版后，引起不少
读者共鸣并获得了第二届重庆市文学艺术
奖。

我所写的小说人物都有生活原型，都经
历了“生产力的解放”，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的历史进程。小说中的故事细节多来源于我
所熟悉的环境和人物，我在那里出生、成长、
居住，直到拆迁，前后超过40年。

《依仁巷》主要写了章华生、章春生、章伟
生一家三兄弟成长、冒险、打工，以及成家立
业和情感纠葛的故事。其生活原型即我的一
户邻居，当然也“杂取种种，合成一个”（鲁迅
语），进行了概括提炼。实际生活中，那家邻

居姓张，父亲早亡，兄弟姐妹七个全靠母亲在
禽蛋市场和搬运队打临工维生，成长过程中
经历了无数磨难。我曾亲眼看见张家老七因
饥饿难捱，从垃圾堆里捡起一只已经霉烂发
黑还爬满蚂蚁的梨子，把蚂蚁抹掉，连梨核一
块吃下去。

张家经历的饥饿和贫困，我也曾感同身
受。邻居杨家，铁锅破得不能再用了，每天把
我家的铁锅借去做饭，而那口锅也是我家唯
一的饭锅。那时父母都在郊区上班，中午由
读中学的哥哥负责做饭。有时哥哥放学回
来，邻居大妈的饭还没做好，他久等不到，就
编了个带韵的句子，领着我和妹妹一起唱：

“杨妈妈，锅还来，十二点半，要吃饭！”这个细
节也写进了《依仁巷》小说里。那个年代，重
庆城很多人家都有过类似的记忆。

改革开放以后，重庆人仿佛突然爆发出
久违的激情和惊人的能量。依仁巷很多人家
最先走上个体经营、勤劳致富之路。张家弟
妹也在长兄（我们习惯叫他张老大）的带领下
开启了创业的打拼，先后在五一路、五四路、
新华路、朝天门做起了火锅生意和服装生意，
后来还把服装公司开到了广东、福建等地。
我的邻居中，张家兄妹是最早摆脱贫困且创
业成功的。除了张家，依仁巷人家不少都投
身在这股大潮中，走在了全市的前列，有开火
锅店的，有开婚纱影楼的……他们中，还有人
当选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改革开放让依
仁巷人迈开了走出依仁巷、走向全国和世界
的脚步。

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和记黄埔集团拍
下重庆市第一个整体开发地块——依仁巷片

区，1994年动工拆迁。面对生活与就业环境
的彻底改变，依仁巷居民激情不改，在临邹容
路街面的房子上挂出横幅——欢迎李嘉诚先
生投资改造依仁巷。

然后就是21世纪了。走出依仁巷的人
们继续发挥创造激情，在各行各业施展才
华。

说到邻居，百多年前还有一位更加知名，
他叫邹容。今天的渝中区邹容路即是以他的
名字命名的，原因在于他的老家邹家祠堂就
在这条大街旁的依仁巷下小较场。今天的大
都会广场东南角，斜对着解放碑的位置，就是
邹家祠堂遗址。邹容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17岁那年他先去日本留学，不久回国写下一
部震动满清朝廷、颠覆国人思维的大书——
《革命军》，20岁那年牺牲在清政府的监狱

里。1912年孙中山追赠他为陆军大将军。
时光荏苒，岁月留痕。中国的改革开放

已经走过40年，所有的曲折与辉煌都清晰地
镌刻在山城重庆的岩壁上，也烙印在依仁巷
人的心间，不时勾起思绪与记忆。不久前我
的老邻居们又相约重新踏访已经消失的“依
仁巷”。

今昔何夕，旧影不再。老地基上建起的
大都会广场，早已成为重庆城的新地标。商
场、展厅、品牌店；球馆、泳池、溜冰场；影院、
歌厅、娱乐城；酒店、会所、领事馆……我和老
邻居们从小看惯了的老鼠与黄鳝、垃圾与烟
尘、喧哗与骚动，似乎都成了虚幻又荒诞的天
方夜谭，与眼前的世界格格不入。

尽管如此，我的依仁巷故旧们依然热情
不减，兴奋地寻找当年的印迹，指认各家灶
头和摆床的位置。之后又都发出感慨：无论
如何，走出依仁巷，以开放的胸襟迎接挑战，
是历史的必然。中国老百姓也早把那个金
句刻在了心底——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
一条。

走出依仁巷 阿蛮

正午的阳光炽烈，把土黄色的乡村公路晒
得冒出热气。公路上鲜有车辆、行人，只有一位
戴着草帽的中年人骑着半新不旧的自行车在蛇
行。自行车的后托架上，坐着一位少年。少年
两手紧抓住自行车座凳下的支架，生怕从车子
上摔下来。

尽管豆大的汗珠从中年人头上滚落，圆领
汗衫早已被汗水湿透紧紧地贴在背上，中年人
的脸上，却始终看得出笑容。自行车链条发出
吱吱嘎嘎的声音；打足了气的车胎碾压着公路
上的泥土和碎石，时不时有溅起的小石子与自
行车钢圈钢丝发生碰撞，发出刺耳的金属声。
遇有陡坡了，中年人更加吃力，自行车七弯八
拐，在坡上艰难地走着之字。

这是发生在1978年夏天的一幕，它永远刻
画在少年的脑海里。坐车的少年是我。骑车的
中年人，是我亲爱的父亲。

那一日，父亲花了50元钱，从工友手中买
到一辆二手的“永久”牌自行车，然后带我从学
校下学回家。那时买自行车，可是不得了，尤其
是对于我们这种下放农村的普通家庭。父亲彼
时的心情肯定是愉悦的，不然他不会一路上哼
着小曲“洪湖水、浪打浪”。他们那一代人，追求
的是“三转一响”（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和收音
机）；而我，为家中从此有了自行车暗自高兴，虚
荣心得到小小满足。

不到半年时间，父亲就带领我们离开乡村
回到了我们的出生地。回到生我养我的小城，
父母在建筑公司勤扒苦挣，家中很快添置齐全
了“三转一响”，甚至还有了一台16英寸的黑白
电视机。在我到总参某军校上学期间，已经初
长成人的弟弟还用自己做电工的工资，购回一
辆新潮的“嘉陵”牌摩托车，很是在那长江边的
小城里风光了一阵子。

转眼到了1988年的夏天，我从军校毕业，
带着军中任职的喜悦回到家中向父母报喜。短

暂的三五天休假过后，我得在规定的时间内赶
去部队报到了。想到家离火车站近百公里的距
离，我就耽心赶火车误点。父亲马上说，你去部
队的事大，我想办法，我们一定准时赶到火车
站。

次日一早，一辆“神牛”牌拖拉机“突突突”开
到家门前。原来父亲花费了30元人民币（大约
相当于他半个月的工资），租用了他们建筑公司
里唯一的机动车来为我送行。装上行李后，父亲
执意让我坐进驾驶楼，说这样可与退伍军人出身
的驾驶员师傅多说两句话。父亲自己，则与送行
的亲朋们坐在无遮无盖的车厢里，一路颠簸。抵
达火车站后，望着浑身扑满灰尘的父亲，我心头
五味杂陈，差点在众人面前落下泪来。

1997年夏天，花甲之年的父亲已经病退经
年，来重庆我的家中小住时日，见我工作繁忙，
便执意要与母亲一起回老家去。想到父母将要
乘船东下，我赶紧掏出自己新买的“爱立信”手
机，向朋友借来一辆吉普车，送父母去朝天门码
头候船。

半年以后，亲爱的父亲突发心梗，撒手人
寰。念及父母亲高高兴兴坐着吉普车去乘船，
万万没料到……

2001年，在银行工作的妻子参加抵押车辆竞
拍，拍得了一辆二手的“普桑”，圆了我的私家车
梦；2007年，家庭经济小有好转，我们购置了一辆
2.0豪华版的雪佛兰轿车，让私家车升级换代。

40年光阴似箭，恰是国家改革开放40年，
我家两代人的命运就这样写就。父亲的1978
年，因一辆二手自行车而兴奋，第一件事就是带
儿子坐车回家；1988年，是父亲花重金租拖拉
机送儿子走向远方；到了我的1998年，慈爱的
父亲却已告别人世。今天，当儿子拥有了舒适
的私家轿车的时候，远在天国的父亲，却是永远
无法乘坐了。我时常想，要是父亲能坐上我的
车，看儿子给他当司机，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呢。

坐车 罗毅

【我与改革开放】

江津区白沙是个依山傍水的城镇，
水资源很丰富。长江、驴溪河像一大一
小两道晶亮的地平线，横卧在城镇的底
部。

说来也许有些让人不相信，上世纪
70年代以前，守着一江碧水，这里的居
民用水却非常困难。除了保证煮饭烧开
水这些必须用水外，其他用水，能俭省就
俭省，能少用就少用。有时候，某家临做
饭时，多来了两三个客人，锅里多掺几瓢
水都难。

那时，白沙镇没有安装自来水管道，
也没有生产自来水的自来水厂。居民们
要吃水只能下坡坡、下坎坎到最低洼处
的江边去挑。

每天早中晚，各家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不分男女老少齐上阵，挑得动大桶
的挑大桶水，挑不动大桶的，就挑小桶
水，甚至挑小半桶水也行，反正多多少少
都得挑些回家。不然，巧妇难为无水之
炊哟。

江边距离住家的地方一般都比较远，
如遇下雨天，挑水更是难上难，路面落雨

泥泞，担着水桶，三步一滑甚至一步一滑，
狼狈不堪。居民们去挑水时，每挑水桶里
还必须放一只水瓢或一个空碗。空水桶
担到江河边，先把一只空桶放在离江河水
一两尺远的地方，然后一只手提桶，另外
一只手就拿着瓢或碗尽量向水深处伸去，
并左右拨弄几下，把水面上漂浮的碎叶、
木屑啥的拨开，再一瓢瓢、一碗碗舀水进
木桶里。

好不容易舀满了水，挑水回家也是
个大难题。白沙镇的梯梯坎坎太多了，
担着一挑水一路颠簸晃荡，可把木桶挑
进家时，往往只剩下三分之二的水。有
的人在途中摔了一跤，在倒地的一刹那，
顾不上膝盖被擦破，也竭力保住半桶水
安稳到家。

那时，白沙居民一心盼望使用上自
来水。终于，镇上开始筹办自来水厂
了。为在山坡高处建大的蓄水池、造高
的水塔，居民们纷纷去水厂工地义务劳
动。功夫不负有心人，1971年自来水厂
初步建立起来。

供水之初，水厂先是在居民密集居

住区域铺设自来水主管道，安装公共水
桩和水龙头，供应自来水。

居民们担着一挑挑空水桶来，排“轮
子”接水，排到自己时，肩上的一挑空桶
很自然放下来，两只水桶的位置刚好与
两个水龙头位置垂直线相对应。水龙头
齐开，“哗哗哗”的水流哼着歌儿似的一
会儿就把两只水桶放满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建在半坡
上的自来水蓄水池、供水塔的逐步扩大，
主管道的增多，支管道延伸铺设，自来水
悄然入户。于是，我们在温暖的家里一
拧水龙头，水花就欢欣跳跃地流出来了。

伴着自来水在家家户户的普及，本
世纪早期，白沙开始注重取水处水质的
优化，将取水地改在驴溪河与长江交汇
处稍上一点的地方——马项垭白沙师范
校校址外的长江水域处取饮用水，还选
用了先进的“渗滤取水”。

全镇人民也十分爱惜这渗滤取水的
区域，自觉地不在此江边丢弃、倾倒垃
圾，这里的江水亮亮爽爽的，是“一级水
源”保护地。

饮上洁净自来水 钟雄

“今天开始，我要大口大口地吃饭了！”我埋
下头去，三下五除二，就把一小碗白米饭刨了个
精光，桌子边的奶奶、母亲都酸涩地笑了，眼角湿
润……这样的情形已过了整整40年，奶奶和母
亲都不在了，我却仿佛又看到了她们的微笑，还
是那样的真切，只是此刻，轮到我的眼睛湿润了。

4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却留下了一
代人难以磨灭的集体和个人记忆，犹如一张老
照片，定格了终生难忘的时空。

我生于1968年，10岁前，我主要生活在川南
的一个山区，少不更事，最突出的记忆却永不磨
灭。就像著名作家张贤亮在长篇小说《我的菩提
树》里描写的一样，那个时候，突出的感觉就是饥
饿。当然，他所说的还不仅仅是没饭吃的饥饿，还
包括情感与精神的饥荒。我呢，山村少年，最主要
的还是物质的，每天都感觉没吃饱。

记得大约五六岁时，奶奶过生日，全家人吃
红苕稀饭，奶奶当时的一句话永远留在我的记
忆里——“红苕稀饭让我吃饱了，死了都闭眼睛
呀！”几年后，盛着大碗白米饭，奶奶总会笑着说
起那次办生的事情。但最好笑的，却是关于我
的一个被传遍小村的笑话。

那时还是生产队集体劳动，集体分粮。村里
规定，小孩子满七岁，就可以按成人分口粮，老家
的土话就是“吃大口”。1975年农历7月23日，我
满七岁，已经可以“吃大口”了，我以为就是从当天
起可以大口大口地吃饭。“幺儿今天吃大口了！”那
天一早，母亲就笑着对我说。中午，家里蒸的红苕
饭。我们家是大家庭，爷爷、奶奶加上父辈三兄弟
的妻子儿女老小一共十几口，哪里能容我大口大
口吃饭呀。等我大口大口快速扫光第一碗饭时，
已经没有什么米饭，只有红苕了。当时镇上一个
姓刘的驻村干部正好在我们院子里，听奶奶讲起
我的笑话，也哈哈大笑，到处传播我“吃大口”的故

事。多年来，这一直是我们村的经典笑话。这笑
里其实含着泪，只是那时我不太懂，每次听到大人
笑，也就跟着傻笑。

真正“吃大口”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们最
深的记忆就是他们说的“田土下放”——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山上地广人稀，每人分到1
亩多地，整个山区沸腾了，到处都是开荒种地的
情形。我们大家庭也分成了四家，爸、妈和大我
四岁的哥哥、小我七岁的妹妹——一家人真正
有了自己的一份“产业”。放学回家，把书包一
放，我和哥哥也会去跟爸妈一起干农活。“手提
秧头一百天”，日子充满希望地过去，第一年秋
收，光稻谷就收了三千多斤，和以前一年分几次
才千来斤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一样的田一样的土，为什么会增产那么
多？记得，才小学三年级、开始帮爸妈记账的我
就开始“追问”这个问题，没多少文化的爸爸笑
着说：“因为我们大家都勤快呀。”当时的村支部
书记——我大伯父说，要感谢改革开放啊。后
来，我长大了，上了大学才真正知道：那是改革
开放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激
情和动力，千百年古老的土地上出现了奇迹。
粮食丰收了，白干饭有了，我才开始真正大口大
口吃饭了。

一晃40年过去了，今年的农历七月，暑假，
似乎为了纪念这样的“吃大口”，我又回到了老
家山上过生日。红苕刚好成熟，我去邻居土里
挖了几斤，亲自蒸了一甑子红苕饭。时隔40年
的红苕饭啊，还是那么的香甜。我又一次大口
大口地吃起来。15岁的女儿听我好几次啰嗦过
当年的笑话，这时笑着拿起手机拍照，说：“老爸
在摆拍吗？真有那么好吃？”

是的，我想对女儿说，或许就是摆拍。因
为，这一瞬间已是那么的永恒。

那一年，我开始“吃大口” 郑劲松

参加工作第一天，走进一座由古色
古香的地主祠堂改成的乡村学校。房屋
是砖木结构，四合院儿。

我来得太晚，住进了西厢房楼上一
间最小的寝室，单人床，靠窗放一张课
桌，门后放脸盆架，装衣服的木箱子顺手
塞进床下。房间太小，小得胖人转不过
身来，好在我很苗条。阁楼低矮，伸手可
以抚摸顶棚，并一一辨读贴在上面的报
纸上的文章。夜里，阁楼上老鼠们奔忙
追打，一顶之隔的我看书读报批改作业。

数年过去，我到了出嫁之年，对象在
城里上班，可是单位房屋紧张，没有一块
地方可以安放婚床，幸得一老同志借出
一间空房，算是作为两对年轻人的婚房。

房间小得可怜，安放了两张双人床，
每个床头放了一张单人课桌权当床头
柜，再放一盏台灯，床下塞进了装满书籍
的纸箱子，屋子里几乎再也放不进任何
一件物品。

好在两个新娘子都要回乡村教学，
新房里常常只有两个新郎作伴。可一到
放了寒假、暑假，新娘子都会进城探亲，
于是我们便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谁先回城探亲，必须自觉让后来探亲的
住宿，两口子自去找夜宿地方。

近一年打游击的日子过去了，两家
人倒也相处融洽和睦。直到两个女人怀
孕，那个同室了一年的大姐姐调进城里，
另寻了住处，这样的日子才算结束。

身怀六甲的我进城来做例行孕检，
却接到房屋主人请人转达的通知：希望
尽快另找房屋，主人最近要搬来居住。
虽然难过，但也明白房屋是人家的，借
屋躲雨这么长时间，心里还是感激不尽
的。

求爷爷拜奶奶地找到了一处不见天
日的地下室，我去打扫时，满屋蜘蛛网，
房间潮湿阴暗，霉味熏得我喷嚏连天。
然后两个人开始连夜搬家。一个家虽简
陋还是有不少家什，特别是老公的几大
纸箱子书，一个人抱不动，两个人抬，抬
到第三个书箱子时，腹中一阵巨痛袭来，
大叫一声倒地……送到医院，医生说了
两个字：早产。

地下室里坐月子，早上起来，每只鞋
底儿都是浇湿的，衣服被褥每天都是润
叽叽的，好像从来都没有干燥过。母亲

专门托人从新疆为女儿买的白生生的棉
花弹出的新婚棉絮全部变成了黑棉絮，
看着眼前难以言说的状态，母亲流下了
心疼的泪水。

又熬了好多年，我们终于分配了一
间房。这是一个两居室的小套间，与另
一个单身汉同处一个套间里。

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长城
内外、大江南北，中国人盼来了1992年
房改喜讯，我和我的家人有了属于自己
产权的住房，儿子在重庆上班，就这我已
经很知足了。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2008年儿子在
江北买了一套三居室的电梯房，房屋坐
西向东，采光很好，窗明几净，舒适宁静，
加上优美的小区花园、细致周到的物业，
让人心情舒畅，幸福指数倍增。想几十
年居无定所的日子，往事不堪回首，心里
很多感叹。

徜徉在花团锦簇的嘉陵江边，沐浴
着醉人的江风，总想对这两岸鳞次栉比
的楼房、这奔流不息的江水、这霞光灿烂
的早晨轻轻地道一声：“重庆你早！江北
你好！”

新家在江北 易绍红

《建设者》 中国画 杨涪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