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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 2011 年夏，在通远
门老城墙上，从香格里拉支教回
来的郑昆约出版公司的编辑
——他们两人都是我的报社前
同事——喝坝坝茶，也捎上了
我。那天，我兴致大起，给他讲
了一个故事，就是这部《完美的
七天》。现在我还记得郑昆的那
种表情，靠在躺椅上，双手抱头，
眼瞪得老大：
“妈吔，你整恁个复
杂干啥子？”
这说明，我早就预备好了这
个故事；也说明，我并不具备“实
操”
故事的能力。这时我已写了
大概六万字——尽管我计划好
了主线、波折，甚至结尾——但
死活就是推进不下去，多写一个字都觉得虚假。我知趣地停了下
来。
2016 年春节前，我交了辞职信。之前也离职过两次，理由都
是想创作。但只有这次是真的。我预感到：
再不写，也许我永远也
不会再写小说了。
总之，
我离职了，
每天在家里的阳台上坐着，
就像坐在一种明亮
的黑暗中，
强迫自己制造故事，
或等故事来找我。不得不说，
这种方
式还是很有效。我一连写了十多个中短篇，
大部分都刊发了——比
我十年来零敲碎打的总和还多。前年秋天，
我刻意停了停。在这个
空档期里，
我突然意识到，
还没写过一篇长的。于是，
捡起这部未完
成的小说，
就成了一种极自然的选择。这一次，
前所未有的顺利，
我
只用了一个月左右就完成了初稿。
为什么以前很难的事现在变得容易了？或许，很大程度上这
得益于时间的效用。
最早构思这个故事时，我还没结婚；当我开始写它时，刚有孩
子；
而现在，
我对家庭、婚姻和情感都有了更为真切和复杂的感知。
有几位朋友看过小说后说，
这不像你写的呀。
可能吧。因为它本就是“以前”的，它的骨骼和形态都是过去
的。只不过，填入了我这些年的经验和触觉。由于长度的原因，我
可以从容地放入一些戏仿与杂糅的元素。还有一点，我很明确的
是：
我想要写一个好看的故事。
用通俗的框架能不能写一个严肃的故事？
我喜爱的作家保罗·奥斯特经常这样干。
《邮差总敲两次门》更
像一种口述的行动叙事；
《廊桥遗梦》干脆就是一部通俗爱情故事，
为什么我不能试试用一个悬疑的壳？
对，最初我就是想写一个反《廊桥遗梦》的故事。正如《邮差总
敲两次门》取材于罪案新闻一样，这个故事的灵感源自多年前一张
周刊的某篇
“情感”
文章，是我同事撰写的。现在，它的面目依旧是
那样。但我回头审视小说，
觉得它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小说里，一个发了点小财的前诗人想要寻找自己失踪多年的
爱人；
一个记者受雇去完成他的心愿。看起来，这似乎仍是一个探
求隐秘的婚恋小说，但要问我自己，我更倾向于将它认作是一种描
述
“告别”
的故事，告别自己刻骨铭心的爱恋；
告别自己的青春和理
想。
毫不否认，
小说中的
“我”
隐藏着一个现实里的我。
这种告别也是我的。
说一声
“再见”
很轻易。当坐在阳台上一整天写不出一个字的
时候，我也偶尔会想，我告别的，那是一种倚靠了十几年的习惯，那
是一种近乎灌注却又脱离、贯穿我又死死将我摁住的什么东西。
不论在故事里还是现实中，不管对某事或是对于某人，做到投
入其中、紧紧拥抱固然不易，但比之更难的是，当学会和习惯拥抱
后我们还需懂得告别。
没有哪一种告别是容易的。

到达彭水郁山古镇时，天黑下来，被夜色笼罩的古镇有些苍茫
和寂静，山风吹来一丝寒意。朋友接待了远道而来的我们，丰盛的
餐桌上琳琅满目。
满满一大盆香气缭绕、雪白松软的豆花吸引了我，舀一碗，入口
极细腻，温暖嫩滑，放进嘴里雪一般融化了，唇齿间还留着香味，这
是什么豆花？不仅鲜嫩，
还妙不可言。
主人说这道菜叫鸡豆花，我以为是加了鸡汤的豆花，再吃一口，
是肉质的鲜香味，不是豆腐的素朴味。主人说这菜名为豆花，实际
是鸡肉做的。
吃鸡不见鸡肉，名叫豆花却不是黄豆，外表素朴简单，做法高深
莫测，
真有意思。
主人又很骄傲地告诉我们，这道菜发源于郁山古镇，已传承一
千多年，
相传当年可是太子吃的。
这位太子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子李承乾。
太子为什么会来这里？原来，当年李承乾因谋反被废，父亲李
世民爱子深切，
不忍杀之，
把他发配到郁山。
曾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子，过惯了锦衣玉食的富贵生活，
来到这偏远莽荒之地后，从皇宫到陋室，从繁华到寂寞，心理承受不
了，茶饭不思，终日以泪洗面，后悔当初所为。聪明的厨师不断为他
变换口味，但都无济于事，直到厨师发明了这道佳肴，成为唐太子餐
桌上的最爱。
可是鸡豆花也没挽救唐太子的性命，李承乾不到一年就郁郁而
终，得知爱子去世，李世民伤心至极，不仅为之废朝，还以国公之礼
葬之。
原来美味的鸡豆花还深藏着这么一段历史故事。
第二天天气晴好，朋友带领我们去寻访太子的墓地，沿着一座
荒山向上攀登。到了半山腰，看到一座被荒草淹没的石碑，上面用
繁体字书写着：唐废太子李承乾之墓。
“ 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
共一丘。
”
黄庭坚的诗仿佛就是眼前的写照。
其实这里只是一座空坟，毕竟李承乾是大唐皇子，在他去世几
十年后，
被迁回陕西昭陵，
与父母合葬在一起，
永远不再分离。
死于郁山镇的太子化成了一抔泥土，而名叫鸡豆花的菜经过千
年的时光流传了下来，因色泽晶莹，味道鲜美，成为川菜中的阳春白
雪。
餐饮界素做荤是本事，荤做素是绝技，鸡豆花因做工复杂耗时，
渐渐消失于大众视野中，犹如武林高手隐于深山老林里一样，制作
鸡豆花的绝技几近失传。所幸郁山镇保留了这门手艺，制作技艺被
列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曾为皇亲国戚做的鸡豆花不仅
成了郁山人在喜庆宴会、酒席上招待客人的必备之品，随着旅游业
的发展，
还成为郁山古镇招待游客的一道响亮的招牌菜。
鸡豆花不仅走出了郁山，走出了彭水，走出了重庆，还走进了北
京，成为宴请外宾国宴上的一道佳肴。上世纪六十年代人民大会堂
建成之初，从全国各地选调的名厨中就有一位川菜大师。这位大师
用海南产的椰子作为容器，将鸡豆花的鲜嫩味和椰子的清香味互相
交融，
取名
“椰香鸡豆花”
，
成就了国宴经久不衰的代表菜品之一。
鸡豆花外表清淡，食之香浓，仿佛盛开的腊梅，在清冽中给人以
温暖的芬芳，又仿佛父母之爱，看似平凡，却浓郁得感天动地。贵为
天子的李世民，
也一直深爱着他的孩子啊。

唐太子与鸡豆花

白米青蒿社饭香

“立春五戊为春社。”
武陵山区这句言简意赅的谚语，准确而
生动地反映了属于这个季节的时令特征。
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通常已是春分前后，桃红柳绿，春风
送暖，阳光明媚。在漫长的农耕时代，一年春耕春播即将开始。
古人在这一天举行祭祀土地神的活动，祈求神仙保佑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此之谓
“春社”
。
春社是乡野世界最浓重的节日。这一天，男女老幼皆停止
耕作，相聚在土地庙前的坝子上，摆上米酒、猪肉、米饭、果蔬，祭
祀神灵。祭祀完毕，则由主祭人将这些食物分给大家共同享
用。人们载歌载舞，开怀畅饮，直到夕阳西下才纷纷回家。
古人的诗句“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桑柘影斜
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就是对春社热闹景象的生动描述。
今天，春社热闹而浓重的祭祀活动已经逐渐淡出乡村人家
的生活。然而，在春社日吃社饭的民俗仪式，却在武陵山区的
汉、苗、土家、侗族群众中保留至今。
做社饭的原料，有武陵山区出产的糯米、大米、腊肉、花生、
黄豆、核桃仁等。这其中，必有两样武陵山上所特有的野生植物
——蒿菜和野蒜。
春分前后，纷纷细雨洒遍武陵山的千山万岭。在雨水浸透
的土地上，漫山遍野的蒿菜正在茁壮成长。田园里、溪水边、山
坡上，到处都能看见它们煞是可爱的身影，
嫩嫩的，柔柔的。
鲜嫩的蒿菜不仅是美味的野蔌山肴，且性苦寒，具有散热
发表之功效，能预防和治疗流感、中暑、腹痛、呕吐等多种疾
病。采回家来，洗净，剁碎，揉去苦水，焙干水分。腊肉切成小
颗粒，炒出油以后，加入大米、糯米、蒿菜、野蒜一起翻炒。待
米粒炒黄、野菜炒出香气，再加入事先炒熟的花生、黄豆、桃仁
等。掺水，加适量的盐，细火焖煮二三十分钟。此时，社饭诱
人的香气就飘散了出来。
刚出锅的社饭，色泽晶莹透明，口感松软细腻，既有五谷的
甜美，又有山野的清香。饭香、肉香、菜香……各种香味沁人心
脾，让人馋涎欲滴、胃口大开！
香喷喷的社饭，可不能一家人独自享用。首先，家家户户须
用它来祭祀，表达自己美好的愿望和祈求：
“犁田田出宝，挖土土
生金。春种一粒籽，秋收千万斤。”
左邻右舍间，也把它作为馈赠
佳品，彼此互相赠送。
于 是 ，这 家 端 过 来 ，那 家 送 过 去 ，互 相 称 赞 对 方 的 社 饭
煮得好、煮得香，传达着淳朴的民风和浓郁的乡情。

《花为媒》是改编自聊斋故事的评剧经典剧
目，一出爱情喜剧。在青山绿水秀美之地的重
庆，早春，李花、桃花、油菜花、郁金香等各种花
卉赶集似的，次第开放。于是，便有了另一出
“花为媒”：以花为媒介，邀约人们走出蜗居，到
公园，进乡村，徜徉大自然的无限春光与花样年
华。
这几日，重庆人的朋友圈，不管原创还是盗
图，
早已鲜花盛开，
流光溢彩。
前几天从老家返回北碚，我就开始留意网
上的线索。一位好友的朋友圈映入眼帘：北碚
区澄江镇五一村“樱花橘香”农业公园开园了。
放大图片，白色的红色的樱花随风荡漾，更有花
前的沃柑硕果累累，真是诱人。我赶忙转给妻
子女儿，干脆调整计划，第二天便去耳闻还没目
睹的五一村。
难得的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经缙云山麓、
北温泉、十里温泉城、烟湖滩（听着名字就很诗
意），拐弯进入一条乡村公路，看得出路边正在
扩建，
曲里拐弯的，
导航把我们导到了目的地。
自以为这里还鲜为人知，哪知眼前已是游
人如织；又以为初次开门迎客，可能车行拥堵，
停车困难，岂知村里早有预案：刚到村委会路
口 ，就 有 村 民 指 引 前 面 拐 弯 处 诺 大 的 停 车 场
——虽然还不太规整，
但也秩序井然。
一家人买票入园，汇入人群，欣赏起一排排
红似火、白似云的樱花来。目前种植的樱花面
积还不是很大，红的白的，各有不到一千米，花
林小径，大约二三米，但已然花枝招展。人在花
海走，
花开人群中，
人面樱花相映红。
正是周日，看得出大多数游客都是一家人
一起前来，花园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园，
花香四溢之间亲情满满。
在两棵较大的樱花树下，我们抬头看见一
位身着白色婚纱的女子，竟然高达三米有余，捧
着一架古筝，纤纤玉手弹播着古筝名曲《汉宫秋
月》。
“她怎么这么高？”女儿刚想惊叹，就发现原
来 她 坐 在 一 个 人 字 梯 上 ，下 面 几 架 摄 像 机 对
着。女子怡然自得，沉浸在花香乐曲中，一脸幸
福满足的春光。
最让游客惬意的是，这里还可免费品尝沃
柑。原本规定，路边果篮里的沃柑可随便品尝，
但游客们还是禁不住一边赏花，一边走进果林，
现摘现吃。看护的村民刚开始还招呼几句，后
来索性满脸和气地嘱咐：
“ 吃吧，别把果皮扔土
里，
别往兜里揣就行了。
”
自媒体时代，随时随地都有现场直播。我
忙不迭地发了朋友圈，不少朋友像发现新大陆
似的找我发定位。一位好友马上@我：
感谢宣传
咱们的乡村振兴！随即给我转来好几个资料。
“哦，
原来如此。
”
我不禁也之感叹。
五一村是北碚区八个乡村振兴试验示范点
之一，目前建成的是樱花橘乡核心区，还有树葡
萄农业观光园、仙女湖游览区、生态湿地水上公
园、开心农场等“好戏”在后头。这里将形成以
“粉色五一”为基调的生态农业公园。当问到闻
所未闻的五一村为啥突然“冒”了出来时，这位
朋友给我转来一篇报道，还介绍了干成这件事
的村干部杨海。
杨海出生在北碚区澄江镇运河村。五年
前，他不顾家人反对，放弃高薪工作回乡，不久
就被选派到邻近的五一村任村支部书记。
看到乡亲们守着绿水青山还过着苦日子，
他决定打破既有思路，以企业理念来经营五一
村。他和同事们一道走访调研，并寻求上级部
门和西南大学支持，编制了农业公园规划方案，
随后成立股份合作社，以企业垫付资金并提供
苗木和技术、村集体相关财政补贴投入、村民们
以劳动力和田土投入的“众筹”方式发展主题农
业公园……
几年光阴流转，樱花盛开，沃柑飘香，令人
联想到“五一”劳动节的五一村，名符其实地诠
释着
“劳动创造美”
“劳动创造幸福”
的内涵。
这不是更为动人的花为媒么？

花为媒

八棵大树

轻舟慢，乌江长，一叶飘渡过画廊。家住乌江百里画廊起点
酉阳龚滩古镇的老陈，邀请我去他家中作客，本以为他会让我慢
慢欣赏奇山怪石、碧水廊桥，谁知他却急着要带我去看乌江支流
阿蓬江边上的八棵大树。
我们从龚滩码头出发，
乘船西行，
在阿蓬江汇入乌江处，
逆流
而上，
沿阿蓬江东行七公里至楠木渡，
弃船登岸坐车，
不足十分钟
车程，
来到两罾乡内口村楠木湾，
八棵拔地而起的大树赫然入目。
走近细看，其根虬劲，或盘于大石，或裸露于地面，像一条条
青筋暴露的手臂，
牢牢地抓着泥土。其干通直，
布满绿色的青苔，
皆粗壮异常，
数人不能合围。其叶葱茏，
蓬勃的树冠连成一片，
绵
延数千余米，
繁枝细叶间，
结满豆粒大小、玉一般的果子。其龄亦
寿，
专家鉴定，
八棵大树是十分罕见的金丝楠木群，
树龄皆千年以
上，
最大的一棵活了一千五百年，
树干八个成年人方能合抱。
留连于树下，
不禁要问，
如此珍贵的大树，
何以能留存千年？
自小便陪伴大树，
在楠木湾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黄世江告诉
我：
“金丝楠木，材质纹理细密、坚如铁石，阳光下金丝浮现、灿若
云锦，水不能浸、蚁不能穴，多用于皇家宫殿，故又称贡木。相传
酉阳冉土司向朝廷进贡楠木大多来自楠木湾，
据说楠木就是从楠
木渡入阿蓬江，
进乌江，
经长江，
走京杭大运河，
抵达北京的。
”
“这八棵大树能保存下来，得益于世世代代楠木湾人对大树
的悉心呵护。”
黄世江老人饶有兴味地给我讲了一个“熔金入树”
的传说。
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因兴建宫殿，曾多次大规模采伐楠
木。为保护这八棵大树，寨子上的人聚集于树下商议。一位老
者出了这么一个点子，将寨子里的金银之物熔炼成钉子，钉入大
树的胸围，随着楠木的生长，大树的伤口愈合，外人看不出其中
的秘密。砍树的差官差人来伐木，斧子砍在钉子上，火花四溅，
斧口崩缺，奈何不得。差官以为大树有神灵庇护，从此再也不敢
打这八棵大树的主意。
老陈还给我讲起楠木湾人世代坚守的护树村规“六严禁”：
严禁就树盖房堆物，严禁就树挖坑取土，严禁就树倾倒污水污
物，严禁刻划树体，
严禁攀树折枝，严禁采花摘果。
我围着大树转了一圈，楠木湾人护树还真用了心，环绕着八
棵大树，矗立着五根三十余米高的避雷针，基部都是盆口粗的钢
管，五根高大的避雷针紧紧地簇拥着大树，形成犄角之势，牢牢
守卫着大树的安全。
千年岁月沉淀，八棵大树还演绎出各自的故事，门神树、夫
妻树、送子树、状元树、保爷树、发财树、长寿树、平安树，一个故
事比一个故事精彩，一个故事比一个故事动听。
人惜树，树留人。千年的树貌、神奇的故事，吸引着一批又
一批游人。楠木湾蜂拥而至、摩肩接踵的人群引起了重庆一家
公司的注意。几年前，这家公司结合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与
当地 10 多户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签定协议，共享产权、以房联
营。于是，十几幢石墙青瓦、木格花窗的三层小楼，依山顺坡鳞
次建成。公司与搬迁贫困户商定：
一层为生活用房，产权归农户
所有；二三层为经营用房，产权归公司所有。公司委托农户经
营，收入 80%归农户、20%归公司。一种乡村旅游的新型模式应
运而生，昔日的贫困户一下子成了唱山歌的歌者，成了跳摆手舞
的舞者，成了手持道具、身着戏服的表演者，成了头戴耳机、腰系
扩音器的解说者，成了招揽游客、提供服务的经营者……大山里
的楠木湾从此有了盼头。
老陈指着大树对面悬挑阳台、悬山屋顶，精致新颖的小楼让
我去看看。我信步走进一户人家，室内干净整洁，墙壁上、桌凳
上一尘不染，客房里牙刷、茶杯、梳子摆成一线，床上的被子叠得
方方正正，棱角分明。户主名叫冉华隆，今年 50 多岁，谈起一年
的餐饮收入、客房收入、农特产品销售收入，老冉笑了：
“没专门
统计过，估计毛收入十多万，净收入六七万。”
他热情地邀请我们
在他家住宿，
老陈爽快地答应了。
晚上，老冉为我们献上了一桌香气袅绕的饭菜：烘洋芋，外
酥内软；炒椿芽，清脆爽口；炖野菌，鲜美营养；蒸扣肉，入口即化
……如此丰盛的美食，让人胃口大开，我也顾不上斯文了，抄起
筷子，大块朵颐。
正吃得起兴，大树下传来了鼓声、锣声，老陈说：
“两罾乡二
郎戏刀、捆牛逗乐的阳戏开演了。”老冉说：
“不急、不急，那是暖
场的锣鼓。
”
老冉话音刚落，大树下又传来一阵悠扬的歌声，我侧耳细
听：
“星满楼，月满楼，星月楼里哟，阿妹织锦绣，月牙当银梭，金
线似水流，半窗倩影半窗花，惹得哥哥楼下走……”我再也按捺
不住，丢下筷子，拿起两个麦粑，拉着老陈的手：
“走！走！我们
赶紧到大树下看戏去。”

牛瑞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