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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国

一年之中的四季，像一个家的四兄弟，上天
也不偏颇，分给的天日基本相当，只不过，各自的
性子由各自长成罢了。

就冬夏二季来说，犹如冰火两重天，一个是
一脸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一个是脾气
似火，千里之外也暴炙灼人。其实季节无所谓好
坏，无论你喜欢与否，一直坦然地悬浮在时空
里。在四季交替之际，人们仰望天空由衷地说，
春天来了!夏天来了!秋天来了!冬天来了!这只是
人们情感的抒发，应时的感叹而已，并不能丝毫
阻止或加快它们如期到来的脚步。

不过，重庆人认为四季的时间不那么均衡，
感觉有长短。例如姑娘们想时间长一点地将漂
亮的春装穿在身上，而夏天的炎热却迫使她们无
奈地脱下春装置于箱底。当炎热好不容易过去，
盼来了冬天，心想，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哪
知重庆的冬天，阴冷又漫长，漫长得让人好了疮
疤忘了痛似的又念起夏天的好来。

我生活在城市里，满眼高楼大厦，大自然被
隔离在了远方，天空也变得狭小，似乎只能用光
线的明暗来感知四季的更替。人们将楼厦说成
是水泥森林，就是企图用可笑的形容来表达对真
正森林的渴望。这种形容，却根本无法展现大自

然赋予森林的丰富色彩。
说到自然界的四季色彩，当数春天的色彩

最甚，好像画家的油彩盒子被淘气的孩子打
翻，各种颜色泼洒得满世界都是。但就个人的
喜好而言，我更喜欢秋天的颜色。因为春色虽
美，却娇嫩，仿佛一件精致的瓷器，捧在手里，
太过叫人心疼。春色就是用这极大的铺张、浓
艳的粘稠，让人沉醉其中，使整个身心都不能
自拔，甘愿由着它去醉生梦死。而且它的倒春
寒也让人叫苦不迭。那么秋色呢？秋色比较
单一、纯粹、质朴，用它的金黄，一以贯之地在
天地间祭起力拔山兮的能量。况且，秋阳如
春，将那渐凉的秋意，点染得暖融融的，不仅给
人世间蓄满深沉的喜悦，连自然界的雀鸟也欢
叫着从空中掠过。

我喜爱重庆的秋天，但重庆的秋天很短，短
得让人恼怒。长江巫峡满山的枫叶，仿佛昨天
才风中摇红，今天就飘零在人们的眼中。即使
立秋了，人们还得忍受秋老虎二十来天的淫
威。待到小阳春来临，重庆人认为，这一年的秋
天才真正到来了。每到这时节，总要令我一番
思量，明明已临近冬季，为啥还叫小阳春？顾名
思义，小阳春，像春天一样宜人，只因它时间短
暂，是春天的缩小版。我想这名，古来有之，它
会让我想到秦时明月汉时关、今月曾经照古人

之类的诗句。如此说来，小阳春，又何曾不是
古人今人共享的时节？这样，我们能不珍惜天
公赐予我们的每寸光阴吗？哪怕秋天的太阳
只有三分的热量洒照大地，我们也会用十分的
热情去迎接它。每当阴沉沉的天空，太阳从云
层里一出来，就正如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的
旋律一样，在重庆大地上产生巨大的回响，在
重庆人心间发出共鸣：今天的太阳好大哟！对
这种情形的出现，却令北方人大惑不解，难道
天上还另有一个小太阳？更让他们想不透的
是，太阳出来，就值得人们喜洋洋吗？

重庆地区有一大人文景观——喝坝坝
茶。坝坝茶，似乎是成渝两地的专利。不知重
庆是不是坝坝茶的发祥地，但这点可以肯定，
重庆的坝坝茶比川西坝子的更原始、更豪放，
充满普罗大众的气息。坝坝茶，不是指茶叶的
种类，是卖茶水的地方——空地上的坝子。而
要形成一方地的坝坝茶，以我之见，不能缺少
这几个条件：有喜爱在室外喝茶的茶客；在黄
葛树下有一块较为平整的坝子；有好的天气。
而天气，直接关系到坝坝茶生意是否兴隆。如
果有一个大太阳来助兴的话，那这天的坝坝茶
肯定座无虚席。春秋两季，是重庆坝坝茶生意
最为兴盛的季节，秋季则更甚。茶客总是逮住
夏天渐凉的尾巴，就在树阴下享受起坝坝茶的

乐趣，并将这享受一直保持到冬寒初起的日
子。在茶客眼中，秋天是最值得回味的，时间也
是最长的。

孩童时的我，是在重庆的璧山度过的。那时
的璧山是个小县城，在我记忆里，一早一晚到来
之时，全城沉浸在一派乳白色的氤氲之中。早是
薄薄的晨雾，晚是袅袅的炊烟。一条叫璧南河的
小河，从城边缓缓流过，只要出了县城城墙的门
洞，都能见到清澈的河水。当我和玩伴们的冬衣
还未脱尽之时，就迫不及待地跳进了璧南河里浮
水，这种欢乐的日子，一直延续到河水变凉。于
是我们知道：秋天来了。更叫我感到好玩的是，
季节的变化竟跟儿时想往的吃食连在了一起。
当县城四处飘起炒板栗的香气时；当青石板小巷
传来小贩有韵律的脚步声，肩上的挑子冒着热
气，他亮开嗓门吆喝：“炒米糖开水、藕粉、油茶”
时，随同清口水一道涌出的，是秋天来了。

即使到了现在，只要一想到那河水的冷冽
和那甜蜜蜜的吆喝，乡情便会穿过记忆深处冲
击我，我立马又会享受到那感觉给予的温馨和
甜蜜。人长大了，住进了重庆城里紧挨密靠的
楼宇之中，除了靠日历或者天气预报的提示外，
我对时空中的四季转换更是迟钝了，每每望着
灰蒙蒙的天空犯傻的时候，儿时的那种感觉，就
在心里变得格外沉重起来。

一次去酉阳县出差，一个秋日的黄昏，当地
朋友特地带我到龙潭古镇的一处大院落里去看
白果树。这是两株紧紧靠在一起的公母树，有
几百年的树龄，树干吊着一串串的苔藓，像老人
的胡须在风中飘动，树干一人合抱不住，树高要
仰望。这时的落叶，给大地铺了金黄的地毯，风
吹过，落叶沙沙抖动，在橘红色的夕阳下涌起道
道金色的波浪。一旁的朋友指着那些金色的浪
涌，大声提醒我：快看，多好看哟！我惊叹人们
对白果树所抒发秋的意境，远远已超过大自然
所给予它生长的真实意义。人们爱把它的叶子
夹在书本里，好像一旦将它融入知识中，它的生
命就能得以延长。人们也就随它生命的延长，
有更多的时间从书本里吸取养分。

尽管白果树树干挺拔，姿态高贵，能给予重
庆秋天诗情画意，但它撑出的树冠过于小气，不
能给予更多的阴凉。率直的重庆人，更爱盘根
错节、树冠如盖的黄葛树。因为它绿荫匝地，能
给人们在酷暑中带来凉意。而这凉意，才是夏
天里的黄葛树对重庆人最大的实惠。这也是其
他树种不能更好做到的。

其实，四季的温度和气候的变化，是老天爷
给人类特别的馈赠。现如今，人们不去享受各
个季节所包含的乐趣，而是每到冬夏未到之时，
就开启了空调，或者去气候如春的地方躲避。
人们尤其城里人哪里知道，身心上还仅有的那
一点点可贵的对四季更替的感知，正在被城市
现代文明的铺张运用渐渐耗尽。

此时，已过白露，秋老虎的淫威已消失，属
于重庆的秋天，真正的到来。如果我有个祈愿
的话，那就愿金秋永驻我心的天地间。

重 庆 的 秋 天

□李毓瑜

认识成都，向往成都，从一首儿歌开始：
“胖娃胖嘟嘟，骑马上成都，成都又好耍，萝
卜煮嗄嘎。”

长大以后，从儿歌走进现实，走进成都，
与文学有关。

那是2008年，第二届“川渝散文家论
坛”在成都举行，我有幸参加，后到新都桂湖
采风。

这个以环湖遍植桂树而得名的“川西
第一湖”，是明代状元、著名学者杨升庵的
旧居，占地七十余亩的古典园林。“一池三
岛”的园林结构，二柱相吻的交加亭，植柳
桂替代回廊花墙作隔景。桂树林，石城
墙，绿草坪，浮于水间的芙蓉岛及其他小
岛，桂湖成了全国的观荷观桂之地。一山
一水，一草一木，虽是初识，却一见钟情，
仿佛前世今生。

24岁中状元的杨升庵，命运多舛，让人
低头回首、感慨万千。抬头远望，真真是“青
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心中纵有千山万
水，“依然一排平渠。”

朱德曾在这里，陈毅曾在这里，郭沫若、
巴金、艾芜曾在这里，一代伟人、一代名人曾
在这里，历史的天空也在这里。

冥冥之中我是这里的一株草、一丛桂、
一片叶，草本之木，木子之姓，一应自然，心
手相印。

我又去拜谒了艾芜墓。墓前是一块正
方形大理石，上部刻着艾芜的一段座右铭：

“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
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者，勇敢

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下
部嵌着一束铜质山茶花。

《南行记》曾是我少女时代的读物。在
我心里，写奇异故事的人，定是奇异之人。
如今奇异之人虽已驾鹤归去，而他的精神、
作品却润泽着这方土地、这方的人，也润泽
着千千万万读过他书的人。我们在墓碑前
献花，在墓碑前静默，在墓碑前表达我们对
文学的谦卑与敬畏。

从儿歌中升华，桂湖让我记住了成都的
善与美，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深邃。

再次走进成都，与友谊有关。
前不久，受同事邀请，到成都小住了一

周。
成都最丰富的是早上。夜里下了雨，挎

着菜篮出门，路边的花顶着晶莹的水珠微
垂，“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画面，便会
浮现在脑里。脚下的路干净清新，叽叽喳喳
的鸟鸣，合着凉意的风，拂过裸着的脖颈，带
来青春的气息与心情。

还不仅仅在于此。来到菜场，我看到慢
半拍的成都女人，有着一副好耐心。紫皮洋
葱标价几毛钱一斤，紫皮洋葱炒肉丝、炒鸡
蛋，是我们家饭桌上的当红菜。我捡了两
个，才一元多，真是太合算。而我身边的成
都女人，对摊主说：“老板哥，便宜点，太贵。”

“你看人家，话都没有说一句，标好多
价，拿好多钱。”

我笑了。真的没有必要讲价，确实是太
便宜了。

女人笑微微地说：“再少一毛钱，我们俩
都好。”

“哎呀，你这个妹儿，这一毛钱又不多。”

“老板哥，这一毛钱也不少。”
两人你来我去，女人和风细雨跟老板讲

价钱，却好像情人在窗下唱歌，倾诉爱情。
在成都，我和同事还听了一场露天音乐

会。那是上午，在一个公园里。
演员素颜，没有化妆，也没穿演出服，男

男女女站着，人人手拿一册歌本，围着一个
头发花白的男人，正在练唱电视剧《乔家大
院》主题曲《远情》。

在重庆，我也参加了小区合唱队，每周
一有老师教练唱，每学期学费100元。我们
自己添制演出服，春节、劳动节、国庆节在小
区的广场演出。

同事对我说：“这个花白头发的男人，
退休前是个指挥。他组建了这个合唱队，
免费教大家学习声乐，丰富了市民的精神
生活。”

“尘缘苦短叹人间路长，不能够容我思
量……”声音和谐干净没有杂质，专业水平。

一双双专注神圣的眼睛盯着指挥，男声
女声，高音低音，清晰和谐，随着指挥的手，
有序响起，轻重缓急，快慢强弱，句句走入心
里。

突然，我看见人群中一个坐着轮椅的老
妇人，顶着一头白发，脸上一副墨镜。同事
说，她是盲人，保姆推着来的。我心里一热，
唱歌成了她看世界的眼睛，成了她黑暗中的
光明。

“登临远望看山水迷茫，情通天下一路
奔放……”这些不生气、不闲着、热爱生活、
快乐着自己生命的人，虽在夕阳，精神永远
青春。

成都与我的缘份，在精神，也在物质，不
远不近，可思念可亲切。写到这里，我突发
奇想，一旦成渝中线高铁通车了，我可以不
定期去成都参加合唱团的演唱。中午去美
味小吃云集的春熙路，吃钟水饺、赖汤元、龙
抄手、韩包子，下午顺脚逛逛宽窄巷子，或到
就近的人民公园，泡上一壶茉莉花茶，在竹
躺椅上小憩。暮色黄昏，再坐中线高铁回重
庆。

就好比走亲戚，越走越亲。

走进成都，与文学与友谊有关

□郑劲松

“老乡，新桥怎么走？”
“不晓得也。”
“就是女师院遗址呀，怎么走?”
“女师院？更不晓得。”
其实，此前的2006年、2012年、2015年，我

曾经三次造访，每次都要问路才能准确找到。这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所在?

余生也晚，但，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来临之
际，我又一次心心念念地寻起这块地方：江津区白
沙镇新桥村的金驴溪畔，西南大学重要渊源之一
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遗址。

一个地方能名扬天下，多得益于特殊历史时
段的因缘际会。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长
江之滨的白沙镇曾集中了当时的国立中央图书
馆、国立编译馆等多家文化机构、十余所迁建或新
建的大中小学，从而集结大批文化名人，更由于水
运便利而商贾云集，此地一度被誉为“小香港”，与
重庆的沙坪坝、成都的华西坝、北碚的夏坝、宜宾的
李庄并称战时四川最著名的文化五坝。2001年4
月，白沙镇被命名为重庆市首批历史文化名镇，
2010年又荣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称号。

抗战时期的教育与文化内迁，对中华文脉的
保存厥功至伟。80年前的1940年9月20日，国
立女子师范学院在白沙镇创建，成为当时全国唯
一的国字号女子高等学府，所以，这里是重庆乃至
中国教育史不能轻易绕过的地方。

女师院的遗址不在白沙镇上，而是六七里之
外的新桥村。虽然不像西南联大那样属于战时内
迁高校，但教师和学生大多是抗战避乱而来。办
学之初，师生们的信件很多都从敌占区寄来，为减
少敌伪“检查”，也为避免日军飞机按迹循踪的无差
别轰炸，校方向邮局申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白苍
山庄”。1946年，女师院迁往国立交通大学内迁校
址(现为四川美术学院黄桷坪校区)；1950年，女师
院与沙坪坝磁器口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组建
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前身之一)。随着女师院
的历史“终结”，“白苍山庄”也就不复存在。而同在
白沙的其他文化机构和学校大多在镇上，虽经历史
沧桑巨变，遗址还依稀存在并得以保护。女师院遗
址在乡下，渐渐淹没在稻田麦地，就鲜为人知了。

其实，和那些内迁名校一样，女师院也是名师
云集。教员中大部分是全国知名学者且多有国外
求学经历，如首任院长谢循初，就是当时的教育部
督学；英文系的李霁野、国文系的台静农曾是鲁迅
先生的得意门生，台静农后来担任台湾大学校长
二十余年，是著名学者、画家蒋勋的恩师。此外，
胡小石、舒芜等当时就名满天下，后来更是成为享
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历史系张维华、柴德庚，国
语专修科魏建功，教育系黄敬思，音乐系吴伯超、
杨仲子等，也都是相关领域的全国知名专家。当
时的青年教师姚奠中，后来成为山西大学教授，著

名国学大师、教育家、书法家，2013年以百岁高龄
仙逝，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前来白沙镇拍摄专题，在
《大家》栏目播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女师院第二任院长劳君
展。早在五四时期，劳君展就参加了毛泽东组织
的新民学会，向警予、蔡畅是她同学，五四运动的
学生领袖、后来的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是她丈
夫，“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邓稼先是她的女婿，
而她自己早在1924年就考入巴黎大学，成为居
里夫人唯一的中国女弟子。1945年毛泽东赴重
庆与国民党谈判时,曾邀请劳君展和许德珩到红
岩八路军办事处共进午餐。告别时，劳君展不无
忧虑地对毛泽东说:“重庆气候不好,山城不可久
留,早作归计为好。”恳切言辞令人动容。

女师院在抗战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件事是：
1942年3月29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纪念日
当天，在学校的驴溪半岛广场举办了“中国音乐月
万人大合唱”，以此形式号召民众抗日救亡。女师
院教师、著名剧作家、诗人卢前还创作了《白沙镇
歌》，由女师院音乐系主任、后来的国立音乐学院
院长吴伯超指挥，演出获得极大成功。这次音乐
会也是中国音乐史上史无前例的万人大合唱，影
响深远。女师院师生还于1944年在白沙镇发起

“节约献金”大会，号召民众捐资购买飞机支援前
线抗战，共募捐献金650多万元，创全川之最。冯
玉祥将军亲自到场，深受感动，专门写下《最爱国
的市镇——白沙》一文。

2006年夏天，西南大学合并组建一周年暨办
学一百年之际，我和同事为了拍摄校史专题，几经
查考，在白沙镇宣传委员带领下，走过羊肠小道，
穿过两岸栽满高粱、玉米、大豆、稻谷的金驴溪畔，
找到了女师院遗址。那时还有破破烂烂的几排学
生宿舍和一栋快要垮塌的食堂。2012年、2015
年，我和同事以及学校领导一行，为编纂《西南大
学校史》和筹拍学校办学110周年校庆宣传片，再
次来此寻访，但见该遗址大部分房屋已经坍塌，仅
剩几间石灰斑驳、房梁东歪西倒的老宿舍。

令人欣慰的是，江津区已把女师院遗址的保护
性复原列入重要规划并快速行动。得知这样的信
息，我迫不及待地再次奔赴现场看个究竟，于是有了
本文开头那几句问路的应答。

现场情景值得期待：首先开工的两栋原女师
院学生宿舍和一栋学生食堂已经快封顶。镇上同
志告诉我，遗址修复完全参照档案老照片，采用传
统土木混合、穿斗构架，修旧如旧，外墙也照样用
白色石灰涂抹。流失民间的女师院桌椅、食堂水
缸、碾米的碾盘等器物也找了回来，整个工程总计
三个月左右，建成以后，将和西南大学一起将此地
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真好。我满怀憧憬穿过工地，走到遗址边的
金驴溪畔，但见溪水依然清澈，两岸的稻谷金黄、
高粱红熟，已是秋收时节，微风吹来一丝动人的
清香。不远处就是滚滚东去的长江，江水无声，
好像又回声荡漾。

驴溪畔的历史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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