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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兄弟带着女儿女婿从
成都回渝看望89岁的老母亲，母亲
眼神茫然竟不认识。兄弟突然问：

“妈，您是哪个地方的人？”“我是磁器
口的姑娘嘛。”

母亲浑浊的眼睛闪出碎玻璃似
的光亮，那“姑娘”二字拖得长长的，
像个少女在娇嗔。我很奇怪，患阿尔
兹海默病的她连自己的子女都记不
住，却能记住自己是磁器口的姑娘！

一

许多年前，磁器口街上有个靠挑
水为生的“戴挑水”，家境贫寒却生养
了个极其水灵的女儿。那小人儿眼珠
儿墨黑墨黑，小米牙白亮闪光，一笑两
个嘴角翘得像弯豆角，那才叫俊俏！

天生丽质仍逃不脱贫困的厄运，
戴姑娘8岁就进了磁器口丝纺厂当童
工。因个儿瘦小，戴姑娘差点进不了
厂。后来，工头让她张开口，见她牙齿
生得特别齐整（缫丝工需用牙齿咬丝
头），才网开一面。从此，终日水气蒸
腾、噪声震耳、闷热难耐的车间里，就
多了一个趿着厚厚木屐的瘦弱身影。

直到几十年后戴姑娘成了老太
婆，双手始终粉嫩粉嫩不长硬茧。那
是缫丝时沸水给烫出来的。

穷人家的女儿也是宝。每天黄
昏，放工汽笛还未拉响，戴挑水就候
在了工厂大门一侧。戴姑娘一出厂
门，戴挑水赶忙迎上去蹲下身，让疲
惫不堪的女儿趴在他背上，一路轻晃
着背回家。他决不让心肝宝贝女儿
下班后再走一步路。

后来，戴挑水腰疼起不了床，就让
手有残疾的小儿子去背妹妹。一次，
妹妹在小哥的背上高兴地说：“哥，今
天发工钱了，咱让妈给煮一顿毛血旺
吃，好吗？”小哥半晌没开腔，好一会才
低声应道：“妹，哥对不起你，哥没用，
让你这么小就挣钱养家。”说着，大滴
大滴的眼泪砸在磁器口老街的青石板

上。那泪砸得妹妹心头生痛，戴姑娘
赶忙用手替他抹去泪。“哥，别哭，我好
生做活路，让一家人顿顿都有饱饭
吃。”脸挨着妹妹不长老皮的小手，哥
哥的泪流得更加汹涌。

自卑感极强的小哥没有活到解
放，十多岁就夭折了。

我常常在想，当年，我父亲家境
中落但怎么也比戴家强，曾祖父曾在
江北城衙门口开过一间中药铺，怎么
就看上了“门不当户不对”的戴姑娘
了呢？后来才知道，是我家嫁在磁器
口的大姑姑惊慕于戴姑娘的好人品，
为娘家兄弟牵下了这段姻缘。

母亲满80岁那年，我带她回了
一趟磁器口。走在古镇老街上，母亲
满脸的皱纹舒展成了一朵老菊花。

“还是老样子呢！”她认出了那些不改
旧时颜的油腊铺、裁缝店和书场、茶
馆。但又不时露出迷惘的神色，怎么
有这么多的院子和“陈记麻花店”“毛
血旺店”啊？

河边大码头，休闲游玩的人成群
结队，熙熙攘攘，有许多外地客，还有
不少“洋人”。寻了一家正对嘉陵江
的有大玻璃窗的茶楼落座，母亲将脸
紧贴在玻璃窗上，双眼不停地搜寻着
什么。茶楼流淌着轻缓的音乐，有女
声在轻声吟唱: “嘉陵江啊嘉陵江
啊，流得哗啦啦地流呀……流呀流呀
流尽世上的愁啊。”瞬间，找到时光倒
流感觉。

“妈，你寻啥？”我问道。“小石
桥。新街通往丝纺厂的小石桥。”

“啊？早拆除了吧？这么宽阔的下河
公路，还留小石桥干啥呢。”

“我就想看看小石桥。”母亲固执
地搜寻着。

当年，嘉陵江稍涨点水就会淹了
小石桥。急着去上班，母亲和她那帮
小姐妹将鞋子脱了夹在腋窝里，像一
长串蚂蚱，一个个相跟着过桥，水淹
到胸部也不惧……

“可惜，老姊妹没剩几个了。许

多人至死都想不到磁器口会变得这
么繁华热闹啊。”母亲用手揉了揉眼
睛，悄悄拭去眼角的泪。

天空没有痕迹，而鸟儿已经飞
过。此刻，母亲眼前肯定涌动着岁月
斑驳的光影，还有光影中那些美丽勤
劳充满青春活力的磁器口的姑娘们，
以及她们才有的新中国第一代产业
工人的许多故事。

二

记忆中母亲总是和磁器口连在
一起。结婚后，母亲住在厂里，轮着
三班倒，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那时
我家住在江北城，母亲回家后，头一
件事就是把姐弟几个捉来洗头洗澡
搞卫生，然后将一大背篼衣服背到长
江边洗净。回厂那天清晨，来不及吃
早饭，就急着到上横街车站乘5点20
分的早班车，到牛角沱后，转乘沙坪
坝的车，然后再转乘到磁器口的车。
7时30分，她已走进车间接班，其辛
苦可想而知。

上世纪 70 年代，我曾学着当
家。至今清楚地记得父母的工资数，
在船上工作的父亲月工资78元，母
亲 62元多一点。那时我家人口众
多，最多时有10口人。母亲每月给
家里45元生活费，除给自己留6元钱
的伙食费外，剩下的10来元早有安
排，如给家人添置衣物、看病吃药等。

母亲有一张照片令人印象深刻。
戴着大草帽的她站在烈日下的田间，
黝黑消瘦。听母亲说，那年她抱病去
大足县三驱镇，一边指导当地农工栽
桑养蚕，一边在茧庄严格按照等级标
准收购蚕茧。那时厂里的生丝出口任
务特别重，据说是要出口到国外加工
生产降落伞，质量等级容不得半点差
错。那时母亲身体状况很不好，体重
只有70多斤。我曾问过她，你都半条
命了还下什么乡？母亲瞪了我一眼
说：厂里需要我去，就是过刀山下火海
都要去！领任务哪兴讨价还价！

我稍大些时，常被婆婆爷爷“差
遣”到磁器口为母亲送吃食。那时家
里难得吃鸡，鸡腿是一定要留给身体
不好的母亲的。我清楚地记得第一
次出远门的情况，天还没亮，爷爷就
提着饭盒牵着睡意朦胧的我乘早班
轮渡过江。

母亲所住的女工宿舍，位于公路
一侧，数幢白色的小平房被绿荫遮日
的参天大树掩映。

小平房里摆着上下两层架子床，
那床窄窄的，瘦弱的母亲和同样瘦弱
的我竟不能并肩躺下。母亲让我先
睡，我听见母亲和阿姨们在议论，茧
子不好做，丝头抽不出，当月的生产
任务可能完不成了。说着有性急的
哭了起来，最后竟抱头哭成一团。我
装着睡着了一动也不敢动，心里却和
母亲她们在一起流泪，那是母亲和她
的姐妹给我上的职业妇女的第一课。

那年暑假，我还给母亲送过一次
饭盒。在工厂后门昏暗的灯光下，左
等右等都不见母亲出来，直到深夜11
点多钟，我才在昏昏欲睡中被母亲喊
醒。原来厂里任务重，她主动加班多
干了两个小时。母亲那个时代的工
人，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工人，具有
今天看来尤为宝贵的一些特质，表现
最突出的是主人翁精神和忘我劳动
精神，这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

“残银滴漏数更起，竭诚敬业报衣食”
的职业意识。

上世纪50年代中末期，是重庆丝
纺厂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三五千
人的大厂，机器24小时不停转，年初

“开门红”，年中“月月红”“季季红”，年
终“红到底”，还有无数个小指标竞赛
让工人“一直红”。母亲和她的姐妹们
将全部的青春热血投入到劳动生产
中，不少女工成了劳动能手。

有一位姓蔡的女工练就了绝活，
用牙咬断丝头的同时，舌头就势一卷
将丝头打结，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那位女工成了“大明星”，厂长亲自带

领工人欢天喜地敲锣打鼓送她赴京
参加群英会。当年，小小年纪的我非
常钦佩那位蔡阿姨，曾无数次嘟着嘴
卷着舌头练习线头打结，口水流了几
大碗，无一次成功。方知火车不是推
的，牛皮不是吹的，劳动技巧不是轻
易就能获取的。

母亲一生中也有最引以为自豪
的事。那是1959年的国庆节，市里
组织大型游行活动，母亲代表重庆丝
纺厂职工参加活动并有幸成为鲜花
队的一员。想想吧，年轻的女工挥动
鲜花，踏着整齐的步伐意气风发地经
过解放碑，在那个年月是一件多么幸
福多么荣光的事！

我和弟弟缠着爷爷到解放碑看
游行队伍，看鲜花队里的妈妈。拗不
过我们，爷爷带着我们到江北嘴乘轮
渡进了城。遗憾的是，走到小什字就
走不动了，看游行的人实在太多！

我和弟弟轮流骑在爷爷的肩头
上，看见了威武雄壮的管弦乐队和红
旗如林的游行队伍。却没有见到鲜
花队，更没有见到妈妈……

爷爷要带我和弟弟回家，我坚决
不干。我说妈妈说了，游行队伍经过
解放碑后要在两路口解散，如果要见
她就到体育场门口等她。

我脑海里至今定格着这样一幅画
面：上穿红毛衣，下着花格子布拉吉，
手捧献花的母亲笑盈盈地从霞光万道
的天边（实际上是体育场那边）走来，
她的脸上洋溢着浓浓的春意，仿佛镀
着金子般明媚，显得那么年轻美丽！
啊，我的年轻的母亲，生命的斑斓与瑰
丽在那一刻得到了最好的展示。

三

由于母亲的缘故，我一直关注着
磁器口的过去和未来。

磁器口历史悠久，始建于唐宋，迄
今已有千年。相传“真龙天子”明朝第
二位皇帝建文帝曾在此隐修，古称“龙
隐镇”；明清以后，作为嘉陵江流域的

物资集散地，因附近出产“足比江西瓷
器”的青花瓷和彩瓷而得现名。

抗日战争时期，磁器口作为战时
首都“神经中枢”所在的“沙磁文化
区”中心而蜚声中外。曾聚集了徐悲
鸿、傅抱石、王临乙、张书旂、丰子恺、
宗白华等一大批国内知名文学家和
美学家。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吴宓
曾在此办学任教，而大名鼎鼎的诺贝
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丁肇中
也在此生活过6年。

作为千年古镇，磁器口包容了传
统的巴渝文化、沙磁文化、抗战文化
与红岩文化。

磁器口值得关注的远不止这些，
这里的制造业也较发达。20世纪初，
磁器口就有了炼钢厂和机修厂，成为
四川最早的炼钢基地。这里还有历
史悠久的四家丝厂、一家制呢厂、两
家兵工厂（现特钢厂和嘉陵厂）、二十
六家食品糕点厂和二十多家棉丝布
业。后来，山川沧桑，它们或迁走或
衰亡。

几乎是同时，磁器口老街开始兴
盛，重庆丝纺厂宣告破产。

拿着200多元月退休金离厂的
母亲从无怨言。她说她相信磁器口
周边那些空旷的厂区、萧瑟的街道、
衰败的楼房，终有一天会重拾光彩、
再现辉煌。母亲从骨子里透出来的
坚韧和执着令我钦佩不已。如今，母
亲的愿望已逐渐实现，磁器口周边寸
土寸金，丝纺厂旁萧条落寂多年的凤
凰山被规划为景区，磁器口真正如凤
凰般浴火重生了。

母亲和磁器口给了我很多启
示。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除了靠一
些杰出人物支撑起来外，更多的要靠
许许多多无名的小人物全心全意的
服务与贡献。和母亲一起老下来的
这一代人，历经坎坷与沧桑，个人所
获极少。但是，他们曾是国家建设的
基石的历史不可更改。作为后人，我
们有责任礼敬他们，感念他们。

磁器口的姑娘 蓝碧春

《重庆人绝不拉稀摆带》犹如一
窖美酒，开坛便给我们带来缕缕馨
香，未及细品，心先已醇。

此书融史料性、趣味性、可读性
为一炉，广泛涉及巴渝文史、乡土风
物、奇人奇事、俚闻凡俗，重庆作为长
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流传的言子所凸
显的人格意识，带有鲜明印记和地域
特色。作者强雯在广泛搜集民间语
言的基础上，进行二度文学加工，绘
声绘色，使之生发灵动，充满魅力。

《重庆人绝不拉稀摆带》十余万
字，按内容分为五章，对重庆言子进

行了系统梳理。和其他语言学者的
不同之处，强雯不仅记录下重庆街
头巷尾的方言俚语，还讲述了言子
产生的背景和故事，使之具有意象
化。每一则言子都犹如一篇微型小
说，读者会意之时，忍俊不禁，更联
系起个人记忆。

翻开第一章《成谋篇》，表现重
庆人豪爽的性格。如“拉稀摆带”一
则，通过历史故事衬托出重庆人说
一不二、勇于担当的性格。“猫杀”一
则，通过女司机开车的故事，反映重
庆人胆大心细，一往无前的精神。

流连第二章《人情篇》，表现重庆
人的为人处世哲学。这既包含世间
约定俗成的事理标准，也指应酬和交
际往来。如“吹垮垮”一则，先指出它
与北方言子“侃大山”相近，继而通过
故事揭示，在重庆话中它并非一个贬
义词，它可以因人而异，针对不同对
象进行表达。“将就”一则，反映重庆
人豁达通融，不过分苛求。

捧腹之余，再读第三章《形容
篇》，揭示重庆话在形容词方面的出
神入化。重庆言子动宾结构多，且
多为三字格。如本书提到的“白生
生”“娄垮垮”“装正神”“不关风”
等。重庆言子不仅有大量三字格表
意独特的生动形容词，还有两音节、

四音节乃至多音节的。如本书中
“豁飘”一则属于两音节，形容一个
人的瘦弱和干巴，简直惟妙惟肖，不
知是谁发明出来的。又如四音节的

“饿痨饿相”一则，形容食欲，通过小
故事讲出来，可谓入木三分。

好戏还在后头呢，且看第四章
《性格篇》，揭示重庆人的形象，与首
章《成谋篇》相映生辉。如“莽子”一
则，使我们想起童年伙伴，不少人就
被谑称为“莽子”，其实是一副天不
怕地不怕之形象。而书中提及的

“范傻儿”，走南闯北，吃肥吃瘦，更
是“莽子”的典型。强雯点醒，其实

“莽子”自有一种心镜如明台般的快
乐，幸福指数高着呢。第五章《饮食
篇》，从饮食方面简介重庆言子在其
中的运用。如“吃豁皮”一则，反映
重庆人对那些喜欢占别人便宜者的
鄙视。“抛撒”一则，表现重庆人在物
资匮乏时代养成的节俭习惯，反对
暴殄天物的德行。

掩卷沉思，我国专门记载地方名
胜及风物的著作很多，如《东京梦华
录》《唐两京城坊考》《洛阳伽蓝记》
《蜀中名胜记》，以及本埠近人所著的
《重庆地名趣谈》《重庆古今风云人
物》等等，这类著作让我们对旧日的
风貌津津乐道。人们翻阅这些文献，

可了解已不复存在的史迹，了解若干
年前的风俗、生活方式与人际关系。
只是，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它们已是

“旧闻”，今天的城市风貌，地域特征、
家风民风又是如何呢？带着泥土味、
露水味、市井气，却又是日复一日真
实的生活，有没有人来为其“正身”
呢？《重庆人绝不拉稀摆带》的出现就
有这么一层意思。在当下，此书活泼
生动地展现方言俚语，挖掘方言背后
人文精神，显弥足珍贵。

法国博物学家、作家布封说：“风
格就是人本身。”强雯的作品透着隐
秀、沉着和外圆内方，极少作大语惊
人。其行文也多为从容道来，娓娓而
谈，以扎实的内容去建构自己的艺术
乐园。从文化成果和意蕴来看，《重
庆人绝不拉稀摆带》大大强化了重庆
文学的弘扬以及传承巴渝文化、传火
传薪，以及为民众代言的双重主题。

按现代汉语划分，重庆方言属于
北方方言区中的西南次方言，从语言
学上讲，属于西南官话中的成渝片，
简称重庆话。而重庆言子具有表意
丰富、形象生动、诙谐幽默、趣妙横
生，集中体现出重庆人感性直白、豁
达乐观、硬中含柔、俗中见雅等特点，
这是与其他方言乃至普通话不同的。

《重庆人绝不拉稀摆带》，是一
部来源于生活真实的报告，是一种
不植根于此就不能如此的文学，它
有一种亲历者感同身受的质朴的
美。重庆方言来自生活，但又在某
种意义上梳理和融汇着道德规范，
成为巴渝文化的组成部分，滋润着
我们的心田。

方言老窖 大俗大雅
——评《重庆人绝不拉稀摆带》 杨耀健

我的老家在四川合江，父亲是一
名船夫，长年跑乐山到重庆河段。
196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父亲所在
的船从犍为运煤到重庆沙坪坝，路过
合江，正遇上我初二放暑假。于是，
我跟随父亲，体验了一次乘船到重庆
的暑期旅行。

天未亮，父亲就带着我上了船。
滔滔长江展现在眼前。夏天涨水，江
面宽阔水流混浊，一个个漩涡伴随湍
急的河水咆哮着一泻千里向东奔流。
随着船工班头一声“开船哟——”，
船工们用篙杆把船撑离岸边，驶向江
心。一转眼，合江县城、白塔坝都不
见踪影了。

船在朝天门码头靠岸，在此排队
等候特钢厂的拖轮。这里是长江和
嘉陵江交汇处，两条泾渭分明的江水
汇到一起。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城市依山
而建，错落有序。最离奇的是沿江边
的房屋，有的建在半空中，有的建在
悬崖上，用几根楠竹或木棒支撑着就
稳如泰山，这就是重庆俗称的“吊脚
楼”。

特钢厂的拖轮把几条运煤船连
接组成船队，再用钢绳和拖轮相连
接。拖轮开动了，运煤船紧随其后前
行。除舵工尚需掌握方向外，船工们
都坐在船上休息，享受着机械化带来
的轻松和惬意。

嘉陵江边停靠着的大小船只从
我面前飞闪而过，我看见牛角沱岸边
的汽车渡口，汽车在排队过江，汽笛
声中装载着汽车的轮渡船来回运
送。渡口下游不远处，上清寺嘉陵江
大桥正在修建，不久的将来这里将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趁父亲的轮船等待卸货，我上岸

溜达，回来已是傍晚太阳西斜，余晖
映在水面上闪闪发光。我远远看见
我们满载煤炭的木船，由于卸载已经
浮出水面近两米高了。船工们正汗
流满面地将煤炭一筐一筐地运到传
送带上。他们全身黑，就连鼻孔也布
满了煤灰。

我站在船头寻找父亲，只见船工们
都在弯着腰紧张劳动着，漆黑的脸分不
清谁是谁。一个叔叔抬头擦汗发现了
我，才对我父亲喊，你家少爷回来了。

我顺着父亲的应答声望过去，发
现用洋铲埋头铲煤的父亲，正汗流浃
背地喘着粗气，全身连短裤都染得一
团黑。天快黑的时候，七八十吨煤终

于卸完，父亲和叔叔们筋疲力尽地躺
在打扫干净的船舱里闭着眼喘着气
休息一会，就在码头探照灯的灯光下
跳进嘉陵江洗澡了。

返航是逆水行舟，船过江津就到
石门大佛，这里是长江著名险滩。在
滩口远远望去，前方有五六米厚的砂
岩体由岸边倾斜直插江中，而砂岩下
面的砾土层由于河水冲刷剥蚀往内
凹陷形成了一道河湾，湾里的水势比
较平稳，突兀出去的岩体使水位在此
形成巨大落差，造成江边二三百米波
浪翻滚，水流湍急。

父亲和船工们站在纤绳两旁作
好准备蓄势待发。前驾工用蒿竿往
水中一点，船就驶出了河湾，随着船
工们一步一趋前行慢慢地来到滩口，
湍急的江水猛烈地拍打着船体发出
阵阵声响，木船在巨大的漩涡和翻滚
的波浪中摇摆挣扎。

舵工全神贯注掌握方向，前驾工紧
张地一会用蒿竿左边用力一撜，一会儿
右边用力一捺，配合舵工摆正航向。
父亲和叔叔们刚开始还弯着腰前行，
这会儿全都手抓地爬着一步一弓匍匐
而行了。拉纤的号子高昂地喊着，绷
紧的纤绳上下摆动在成年累月磨出的
岩石纤槽中，发出吱吱吱的声音。

夏天骄阳似火，河滩上的鹅卵
石烫得灼人，船工们被晒成古铜色
的身驱隔远望去就像一群大蚂蚁在
江边蠕动。半晌时辰，木船在船工
们一步一弓的爬行中颤颤巍巍地爬
过险滩。

站在滩上看到父辈们身嘶力竭拉
纤的情景，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弹指一挥间，一闪五十多年过
去，劳累一生的父亲己经作古，我已
从少年迈入古稀。

此刻站在朝天门广场放眼望去，
滔滔长江一泻千里，长江、嘉陵江两
岸高楼林立，一座又一座雄伟的大桥
像彩虹一样架设大江南北，山清水秀
的重庆比往昔更美！

那曾经让人胆战心惊的险滩，早
己爆破炸平，万里长江变通途，万吨
巨轮可以夜航直达重庆！千百年穿
行在川江上的木船，已被机械化的客
船和货轮取代，纤夫己成历史。而今
尚存的纤夫，己年迈体衰，成为长江
航运的活化石。一代又一代纤夫苦
难的奋斗史，凝聚成昔日长江航运的
魂，永远陪伴这一江碧水，守望着这
一片繁茂昂扬青春奇幻的山水之城。

乘船到重庆 敖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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