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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田野上】

□李玮

“1921”是318国道上的一个公路里程碑号，
矗立在梁平蟠龙镇青垭口到新店子之间。

青垭口是318国道自东向西、由湖北进入重
庆和四川的第一大关口，也是318国道线上一道
重要关隘，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峻。这段
路，曾是万县长江码头乃至湖北到重庆、成都运客
载物往返的必经之地。

“1921”，顾名思义,这里距 318 国道起点
——上海黄浦区人民广场1921公里，而离终点西
藏聂拉木县樟木镇友谊桥3555公里。有“中国山
水长卷”之称的318国道，从中国海拔最低点的长
江入海口，到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全长5476公
里，与号称“人类文明脐带”的北纬30度线并肩西
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世界美景和人文高
度集中的景观长廊。

其实，318国道在重庆仅221.624公里，只涉
及万州和梁平两个区，在梁平境内长达108公里，
占总长的五十分之一，公路起止里程碑号为
1891——1999。

我的老家在青垭口附近，儿时割草砍柴经常
会爬在垭口旁的山顶古寨上眺望远方，畅想山外
的世界。从寨顶俯瞰山下，一路都是螺纹般大幅
度迂回的盘山公路，车子的行进速度宛若蜗牛爬
行。

从青垭口到318国道1921里程碑处，要经九
曲十八弯的“天险之景”石河沟。这里路挂悬崖、
峭壁千仞，有多处为急弯，我和小勇、宪婆等小伙
伴称其为“倒拐子”。每当春夏之际，山上的溪流
从上而下形成彩虹景观，甚为奇特艳丽。1936年
2月，时任梁山县长、万梁马路筑路委员会主任何
畴，亲临石河沟现场指挥时，不慎跌下崖坎，内脏
受伤而卒于成都，可见修路之艰辛。在1921里程
碑旁，就是令驾驶员闻风丧胆的“魔鬼路段”，在童
年的记忆中这里多次翻车，一年数十起。有一年
正月，一辆长途客车从四川安岳来到这里，由于坡
陡弯急，加上司机疲劳驾驶处理不当，长途客车翻
下几百米的山沟。

儿时，我和小勇、宪婆等小伙伴，在这里学会

用3个轴承做的滑轮车运柴禾，小勇的“私家车”
做得最好，还设计有手握方向盘。少年时，比赛骑
自行车追车，再快的负重车辆宪婆也能抓住，可谓
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想起真是后怕。

天然垭口往往形成交通孔道，它既是行进路
上的天险，也是景色绝美的天堂。在青垭口，天气
晴朗时可以看到万州和忠县的地貌。小勇说，夏
日的夜晚可以看到70多公里远的长江渔火，大家
都说他“吹牛皮”，但当过地理老师的母亲告诉我，
漆黑的夜晚甚至可以看到80公里远火柴发出的
光芒。

母亲还告诉我，因为青杠树多，这里才得名
“青垭口”。老家有“除去青杠无好火，除去娘亲无
好亲”的说法。青杠树是钢炭的唯一原料，木质沉
重坚硬，常用来做农具的楔子。青杠树上生长的
黑木耳可谓地地道道的山珍，被砍伐的树桩腐烂
后，秋季会生长出野生灵芝。儿时打猪草、砍柴、采
山胡椒、捡蘑菇都要经过这里，那些沟沟坎坎、山山
岭岭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乡亲们也都会从1921
里程碑处出发，经青垭口和318国道走向远方。

青垭口不远处就是青垭湾。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随着车辆的增加，住户和各色店铺也多了，有
了街就成了场，未出远门的乡亲们在这里安居乐
业，幸福地生活着。

斗转星移，沪蓉高速公路和渝万高铁、达万铁
路通车，过往青垭口的车辆大幅减少，已没有了当
年人声鼎沸的热闹场景。不过，儿时一起坐滑轮
车的小勇在青垭口开了家饭店，为往来旅客提供
食宿，其拿手好菜泉水鸡、麻辣鱼、“九月香”烧肉
更是远近闻名。“孩子王”宪婆在青垭湾投资上百
万元，要把旅游步梯修到青垭口山顶的老寨上，准
备开发一带景观，让近者悦、远者来，春赏杜鹃、夏
观云海、秋眺秀色、冬看雪景。

1921年到2021年，正好100年。站在青垭
口望中国，百年荣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站在他乡回望故乡，1921里程碑永远是
游子的“零公里处”，青垭口是最美的风景眼、最
浓的乡愁源，而经过大修改造“畅、安、舒、美”的
318国道，成为乡亲们承载梦想走向共同富裕的
康庄大道。

1921 里程碑

□赵瑜

巴渝特色的吊脚楼背景下，女演员鱼贯
而出，转动着手里的鲜花，五彩斑斓；男女主
角双双跃上绸带，一圈一圈地在高空自由飞
翔，鲜艳的五星红旗猎猎飘扬。剧终，全场掌
声雷动——《一双绣花鞋》为观众呈现了一道
惊险刺激与热血感动交汇的杂技盛宴。

绣花鞋、幽深石阶、阴森老宅、惊恐更夫，
由此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艰险复杂的反特
故事，颂扬了我公安战士的大智大勇。况浩
文的小说《一双绣花鞋》1958 年创作完稿，
1979年首次正式出版发表在本土知名文学杂
志《红岩》，2002年小说单行本由重庆出版社
推出，次年同名电视剧在重庆开拍，孙俪等明
星参演。2021年6月，重庆杂技团由同名小说
改编的大型原创杂技舞台剧《一双绣花鞋》，

在位于南滨路的重庆国际马戏城上演，为观
众带来一场震撼人心的红色主题艺术盛宴。
以杂技剧的形式来表现这个激荡几代人心灵
的红色经典故事，在国内尚属首次。

该剧采用以点带面的叙事手法，通过表
面的华服欢歌、暗地里的殊死斗争两条主线
交替展开，艺术地再现了反特公安战士为破
获国民党“C-3”计划而英勇斗争的壮烈场景，
展现了先烈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险象环
生、步步惊心的剧情，加之杂技演员精湛高超
的专业技巧与饱含深情的故事重现，赢得了
观众的热烈掌声。

该剧是现代杂技与多种艺术门类的巧妙
融合：杂技艺术的优势在于技巧的高难、现场
演出的惊险，柔韧、巧思、筋斗和平衡、力量，
极大地发挥了人体潜能，体现了超越自我的
追求。全剧的几个高潮，例如演员们借助转
轮的力量，跃上了高空，飞在网上，连翻好几
个跟斗后稳稳地落地，观众看得心惊胆战；又

如结尾处的蹬技，演员躺在特制的方台上，绢
制的巨大花伞在脚上飞速旋转，令人叹为观
止。区别与以往传统的杂技类表演，该剧更
像是一个舞台秀：不仅满足于杂技节目的排
列，还有中外舞蹈、奇幻的魔术、交响乐、电子
乐、具有重庆地方特色的山歌……全剧在创
排上打破常规，融入现代戏剧的表演元素和
电影蒙太奇的艺术手法，大胆采用前后左右
以及上下多维空间的舞台调度，综合运用声、
光、电、影等现代舞美科技，力求用杂技独特
的艺术形式重现当年那段波澜壮阔的战争场
面和感人至深的英雄情怀。多种艺术形式

“混搭”，不仅给人美的享受，更传达出积极向
上、顽强拼搏的精神，造就了全剧的视觉奇
观。

很多重庆人看过这个惊险而传奇的故
事，“老更夫一步一步走进房内，一点昏黄
的灯火在屋角穿衣柜前幽幽移动。他似乎
闻到一股异样的脂粉味，正在犹疑间，忽然

猛地一怔，吓得往后踉跄两步，浑身打颤，
惊愕得几秒钟不能动弹！穿衣镜立柜下是
什么？突然，这双绣花鞋动了一动。不，不
是绣花鞋，这是一双女人的脚……”如何才
能让观众在崭新的杂技剧里找回这种记
忆，杂技本身并不具备抒情达意的叙事功
能，所以，想把杂技改编成一个有血有肉、
绘声绘色的叙事剧，难度实在太大。但是，
重庆杂技团做到了，让该剧技巧与叙事互
动自如。

杂技弱于抒情叙事，但是在展现人物“功
夫”上面有其优势。著名作家、该剧编剧王明
凯多次将剧本推翻重来，最终将故事、人物、
场景与杂技有机融合在一起。开场几幕，无
论是巴渝茶馆前女学生欢天喜地的自行车蹬
技，军工厂用油桶重叠起来的高空接物，还是
宴席上用圆桌表演的风火轮，很好地融合了
场景和故事，不再是杂技、剧情“两张皮”。同
时，杂技不再只是一种展示性的绝活，而上升

为一种艺术语言，用以表达作品的情节、情感
和思想，演员在台上如武林高手上天入地，如
蝴蝶翩翩让人眼花缭乱，把各个画面做到美
轮美奂，将杂技技巧变成情节，将力与美的展
示、对人体极限的挑战变成人物的情感及内
心跳动的声音，带给观众综合性、沉浸式的体
验。特别是两位男女主演的高空双人舞，将
革命者心灵对话用“绸吊飞人”的形式表现出
来，从而实现了技巧与情境的成功对接、技巧
与人物情感的紧密相扣，将光辉的人物形象
明晰地传达给现场观众。

作为重庆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暨党史学习教育展演巡演优秀舞台剧目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作为重庆杂技的转型之作，
我们很欣喜地看到该剧将红色文化、巴渝文
化与杂技艺术进行了融合和探索，《一双绣花
鞋》这部唯美大气、意义深远的杂技剧，是对
红色经典的成功致敬，是一场扣人心弦的美
丽绽放。

当 杂 技 融 合 了 场 景 和 故 事
——杂技剧《一双绣花鞋》观感

□李晓

初夏的清晨，晨曦中的老街一片静谧，穿街而
过的河水潺潺。傅哥来到老街，走走停停，问这问
那。起得早的居民端着一碗饭，蹲在青石阶上吃，
看见傅哥，问：吃了没？傅哥点点头：吃了吃了。
有居民招呼：傅书记，进屋喝口水嘛。免了免了，
我到前面走走。傅哥笑盈盈地答。

傅哥来到一栋灰白色的老楼，上了3楼。敲
开门进屋，帮卧床在家的一个中年男人翻了翻身
子，又轻声嘱咐：天气热了，多翻身、多擦洗，白天
坐轮椅出去走走。中年男人的父亲老何不住点
头。老何还告诉傅哥，孙子在学校成绩冒尖，这可
是一家人的希望啊。傅哥也欣慰地笑了：好好培
养，有啥困难，尽管找社区、找我。4年前，老何家
的儿子突发疾病瘫痪在床，是傅哥伸手相援。老
何常说，要不是傅书记，我都不晓得这日子啷个撑
下去。

傅哥大名傅山祥，是万州区五桥街道香炉山
社区党总支书记，已在社区扎根17年了。

17年前的秋天，老街的一群居民来到傅哥家
门前，要推选他到社区任职。傅哥当时跟几个朋
友做建筑生意，年收入好几百万元呢。此前，社区
居民安装自来水管时，傅哥捐助了一些钱，把管道
安装到了居民家里。喝着源自青山里一座水库的
清洁水，居民们很是感动。

经过一夜考虑，傅哥作出决定：“既然居民信
我，我就来干！”当时，一个社区干部的工资只有几
百元。“这不是钱的事，钱是挣不完的。为社区居
民做事，那是沉甸甸的责任。”傅哥说。

傅哥的老家，离老街不远，他在社区旁边的小
学上学，老街的一砖一瓦，他几乎烂熟于心。这是
一种植根在心里的情愫，这种情愫化为了力量。

傅哥上任之初，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通

过社区一班人上上下下的奔走呼吁，穿过老街旧
城的马路要实施改造。但部分居民的门面临街，
整治旧马路须抬高路面，门面就自然降低了，他们
有些不情愿。傅哥抽晚上时间，一家一户地走，跟
他们掏心窝子。道理讲得明明白白，人心也被傅
哥捂热了。老街改造了，傅哥又作为人大代表提
案，对穿城而过的那条河流进行了综合整治，老街
居民生活得好舒心。

这些年，傅哥也把社区居民“得罪”过。比如，
前年老街拆除违章违法搭建，大多数居民自愿拆
除了，但还是有几户居民不配合。傅哥的狠劲也
上来了，他晚上站在那几户不愿开门的居民家门
前，隔一阵就敲一次门。等他们开门了，傅哥再次
讲政策、说道理、摆家常。精诚所致，金石为开，一
位居民拉住傅哥的手说，傅书记啊，我们再不拆，
良心上也过不去了。很快，这几户人家自愿拆除
了乱搭乱建。

去年春天防疫，傅哥被媒体誉为“帐篷书
记”——他把家里的帐篷带到社区值守卡点上，
50多个昼夜，他把帐篷作为抗疫一线指挥阵地，
换来了百年老街居民的安康生活。

去年夏天那场特大暴雨，滔滔上涨的河水淹
没了老街公路沿线，傅哥和救援队伍把上千居民
紧急疏散救援后，听到还有临河楼房里被洪水围
困的居民在求救。傅哥把一根绳子一头绑在洪水
中摇晃的树上，一头系在自己腰上，奋力泅渡过翻
卷的洪水，攀爬到楼上一连救出3人。后来，这个
画面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老街居民噙着
热泪看了，感叹说，我们的好书记，是在以命换命
啊！那次抗洪，老街居民一个也不少地得到了安
全救援。

面对媒体的报道，傅哥对我说，我只是做了一
个基层社区干部应该做的事，真不该有那么大的
声响。

小 巷 深 处 的 身 影

□赖扬明

每年六月中下旬，巫山脆李便开启了
它的成熟季。

巫峡两岸，炊烟袅袅的村庄，人人都
怕时间抢在了前头，开始抢收挂在枝头的
颗颗脆李。

关于巫山，除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
却巫山不是云”的自然风光，“满山红叶似
彩霞，彩霞年年映三峡”的巫山红叶，还有
已成为当地群众的“摇钱树”和“致富果”
的巫山脆李。巫山脆李种植始于唐宋年
间，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这种李子因个
头大，果形端正，脆甜不酸涩，而荣膺“中
华名果”称号。

今年巫山脆李开园上市的那一天，我
乘船前往赶热闹。船行时，既可感受“舟
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又可领略“神女

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大美风光。
船舱里的嬉笑声，像江面微微泛起的

涟漪，荡漾起我满脑子的憧憬。坐在对面
的是一群年轻人，一直在嬉笑打闹。留着
刘海的小青年笑着唱道：“李子没得墨李
子圆，墨李子没得大李子甜，哥嘴没得姐
嘴甜，去年今日啵一口，今年今日还在
甜。”又一个青年来劲儿了：“放牛放到李
树垭，半树李子半树花，心想摘个李子吃，
边吃李子边看花。”

大约一小时后，到达开园现场——曲
尺乡坩园村。当天虽非节日，但对于农户
来说胜过节日。为了庆祝丰收，身着各色
服饰的采摘者，散布在脆李林，好像各色
花朵插在枝条上。我拎着篮子，来到脆李
树下，只见脆李像一串串冰糖葫芦，串在
枝头。果子青绿中略带微黄，果皮上面裹
满一层白色粉末。我摘下一颗想没入水

中清洗，却被一位老伯伯劝住，他说：“这
是阳光的粉末，聚天地之精华而成，大可
放心吃。”说完，他拽下一个小枝头，侧着
脸，歪着嘴，直接吃起来。

每一棵脆李树，在春天都会被修枝，
所以枝条与枝条之间都不相互攀搭和遮
挡，看起来十分干练。开花结果后，枝丫
上果子多的，都会被农户摘掉，只留下一
到两颗，确保李子在生长过程中营养充
分。

果品中心的老师告诉我们：“巫山脆李
营养成分较多，含糖、微量元素、蛋白质、脂
肪、胡萝卜素、维生素B1等等。”说完，他用
手使劲儿一掰，只见脆李骨肉分离成了两
瓣，金黄的果肉散发着水灵灵的光。

劳动的喜悦，总带着阳光。我拎着几
筐脆李，登船回城。回头一望，成片的脆
李林下，人们还在忙碌。

又 到 脆 李 成 熟 时

□李秀生

初夏，草木葳蕤，暖风微醺。
沿着北山观整齐的石阶拾级而上，这

是从老万州长江水码头通往护城山麓亢
家湾的一条小径。我的目的地是半山腰
那个被称作“下川东革命摇篮”的原四川
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旧址，重庆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亢家湾校区。

24年前，我在当时的万州师范学校
求学，曾在这条小径上往返3年。

沧海桑田，旧时的码头已沉入江底，
熟悉的小径被林立的高楼模糊，印在小径
上那些坚定的足迹却愈加清晰。

多少次在梦里，山中那方校园的书声
琅琅在山梁上回荡，校内那饱经风霜的六
角亭静静矗立，亭子里捧书苦读的身影如
在眼前。

我走走停停，一遍又一遍叩问，98年
前那个叫萧楚女的青年学者，身负简单行
囊坚毅奔走的背影，是否沿着这条小径来
到六角亭下，撒下革命的火种？

顺着熟悉的坡坡坎坎走下去，历史的
气息扑面而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师范
生的校训碑，穿过一个世纪，仍然振聋发
聩：“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功。骐骥一
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漫步校园，光影变幻。这所百年老校
几经翻修，但她的标志性建筑六角亭、大

礼堂却几乎没有改变。回眸那段充满硝
烟和激情的岁月，在这里发生的每一次革
命活动，每一个革命先烈，从历史深处走
来，充满着史诗般的光荣和骄傲。

1923年初，萧楚女来到这里任教，下
川东革命的第一把火种在这里点燃。“从
萧楚女来学校任教到新中国成立，这里
的革命活动一直没停过。”学校负责人向
我介绍道。

当年初夏，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恽代
英应萧楚女邀请，到省四师向广大师生作

“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指出“中国的出
路只有一条，就是进行反帝反军阀的革
命。我们必须打倒军阀，才能组织革命的
人民政府，好引导全国的民众去反抗帝国
主义。”

此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
刘伯承先后到学校讲学，传播马列主义。

红色革命火种，在这里播撒；理想信
仰之光，在这里点燃。

时光回溯，万县第一个地方组织在这
里孕育。

1926年12月下旬，根据重庆地委军
委会议精神，时任省四师校长的共产党员
李嘉仲，在万县接收了朱德移交的地方党
员，组建中共万县地方组织，由李嘉仲负
责，成员有牟炼先、雷德沛。

百多名共产党员在这里立下誓言，
走上革命的道路。万州籍著名作家、诗

人、文艺理论家何其芳也曾在这里任
教。

在革命前辈的教育引导下，一批批
青年学子纷纷来校，学习新知识，接受新
思想，探索新道路，与进步教师一起，积
极投身抗击万县“九五”惨案反帝爱国运
动、抗日救亡运动和人民解放事业，涌现
出刘伯坚、吴毅、江琬、赵明恩、彭咏梧、
蓝蒂裕等数十位革命英烈和陈伯钧、罗
义淮等革命先辈，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下川东革
命摇篮”。

历史不会忘记革命先辈们，百年老校
血脉里始终不变地流淌着红色的信仰。
22年前的那个春天，刚满18岁的我庄严
地向学校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沧桑百年路，尽在回眸间。清越的钟
声远远响起，我的思绪从滔滔历史中回到
现实，一群鸟儿从水杉林展翅高飞。看着
这熟悉的林间小道，这熟悉的水井湾，我
依然坚信，人生中最青春美好的3年在这
里度过，何其幸运。

天色渐晚，夕阳熠熠，为六角亭镀上
了一层金色的光辉。

走出学校，校门外那条通向城里的马
路绕过山腰，蜿蜒而下。上山时的那条小
径隐没在一片葱翠中，唯有小径上留下的
革命先辈的足迹，清晰而坚定，深深地印
在心里，永不消逝。

永不消逝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