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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游洛带。
8天假期，游洛带古镇提前列入出行计划。
我对洛带并不陌生，读书时就知道简阳县有

个洛带古镇，当时属内江管辖。世事多变，不知不
觉，龙泉、洛带先后划了出去；不知不觉，简阳也划
了出去——唯一遗憾的是，自己还没有去过洛带。

多年愿望，中秋实现。
成都到洛带，交通方便。10 月 4 日上午 10 时

许，两辆车先后抵达古镇，已经极难找停车位了。
环顾四周，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成都车牌。绕来
绕去，终于在镇政府附近停好车，一行 6人才兴致
勃勃地从流沙河题写的“甄子场”牌坊进入古镇。

此行于我有两个目的：一是了心愿游洛带，二
是见过去的朋友。

游洛带做了功课，略知一二：洛带三国时建
镇，传说因蜀汉后主刘禅的玉带落入镇旁的八角
井而得名。唐宋时，隶属成都府灵泉县（今龙泉驿
区），名排东山“三大场镇”之首。清朝时更名为甄
子场，后复原名并沿用至今。国家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之广东、江西、湖广、川北四大客家会馆、客
家博物馆和客家公园都在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客
家名镇、会馆之乡”。

见朋友也有铺垫，提前通报：节前专门打了电
话，节日里又发了短信问候。

朋友y先生，是我在内江日报社当记者时采访
过的老朋友，刑警出身，精明能干——我写的那篇
通讯还获了奖。由此，两人关系融洽，他经常给我
提供采访线索。这些年，他与夫人在古镇联袂打
造的“伤心凉粉”名声在外。

数年前，y先生造访资阳时多次邀我到古镇看
看。时过境迁，今天才有机会。

行走间，我告诉亲们可品尝到正宗的伤心凉
粉，并介绍了y先生两口子在古镇精心打造伤心凉
粉的经历。

人群中，我拨打y先生的手机，没人接听，有点
尴尬。一刻钟后，再次拨打他的手机，仍然没有接
听，十分尴尬。

不能自已，多多少少没有面子。
夫人理解：人家可能不太方便。
一时间，有点心灰意冷，仍要不动声色：一时

间，置身古镇老街，跟着感觉在走。
尽管没有阳光，却是秋高气爽。不再思想，放

松身心，发现老街以清代建筑风格为主，呈“一街
七巷子”格局，保存着较完整的客家文化。古镇及
周围的乡民多为广东移民的后裔，行走间放慢步

伐，用心去感受浓郁的客家传统氛围。
在诸多建筑精美的古建筑群落中，最有名的

莫过于广东会馆、江西会馆、湖广会馆，不可不看。
遗憾的是，几大会馆都在搭棚维修。
不甘心，走马观花看外景。
广东会馆位于古镇上街，始建于清朝乾隆 11

年(公元 1746 年)，整个会馆占地面积 3000 多平方
米，由山门、前中后三庭和左右厢房构成，果然是
古色古香。

y 先生曾说过，这里常常举行吃客家菜、穿客
家衣、睡花板床等客家民俗活动，颇受游人欢迎。
只是，这个中秋节古镇游人如织，拥挤不堪，无法
开展客家民俗活动。

江西会馆位于古镇中街，又叫万寿宫。进门
处可见万寿宫的牌坊，对面是大戏台，中间是大
院坝，前中后三殿，为江西赣南移民在乾隆年间
集资修建。置身其中，果然布局小巧玲珑、曲径
通幽。

院坝里，居然有小贩卖伤心凉粉，生意不错。
沿途经过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古建筑群，基

本原汁原味。此外，老街上还保留着大量客家古民
居，屋顶多用小青瓦和茅草覆盖，结构多为单进四合
院式，正中为堂屋，屋脊上通常有“中花”和“鳌尖”等
装饰。

还有遗憾，老街上十几家长沙臭豆腐店生意
颇好，浓郁的臭味漂浮在古镇上空，让我们败了
兴致。

古镇名字由来有三说。我在走马观花之后，
认为第三种说法有点道理：场镇老街蜿蜒一公
里，状如玉带自天飘落，故名“落带”，后演变为

“洛带”。
事实上，这条老街不仅神似，而且是古镇最

兴旺之处——时值中秋节，游人如织，熙来攘往，
四川话、普通话中间夹带着听不懂的客家话，好
不热闹。

走累了，也饿了，找美食。
沿途小吃颇多，在品尝了波丝糖、花生粑、三

大炮之后，感觉好多了。
伤心凉粉乃古镇大名鼎鼎的美食，一定要品

尝。况且，这也是朋友y先生创出的招牌。
进入古镇不远，就有几家经营伤心凉粉的小

店。其中“最伤心凉粉”的对面，是被媒体报道过
的“一根面”，那风情万种的小眼睛青年，甩头、扭
腰、抛媚眼，魅力十足并准确地将面条抛进锅里，
看热闹的、拍照拍视频的将街道给堵塞了，反而没

什么人光顾伤心凉粉。
一路上，我特意问了几家伤心凉粉，是不是内

江人开设的。大都笑着摇头，只有一位吞吞吐吐
地说是。

经不住再问，知道是假的。
y 先生曾告诉我，之所以叫伤心凉粉，是因为

江湖上传说凡是吃了这凉粉的人都会被辣得流下
眼泪而得名。其佐料色泽鲜亮，凉粉爽口滑嫩，最
是小米椒有威力，让人“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越吃
越伤心”。

还有说法：一为居住在洛带镇的当年湖广填
四川来的广东客家人思念家乡时做凉粉吃，因为
思念而伤心，故得名“伤心凉粉”；二则指该凉粉很
辣，吃了凉粉的人都会被辣出眼泪，个个泪汪汪，
别人还以为遇到了什么伤心事。

y先生与夫人闯出名气的伤心凉粉，在接近老
街的尽头处。

但见街两边均有店面，古色古香，招牌醒目，
里面坐满了游客。y先生与夫人果然能干，右边那
家主店进门即可见伤心凉粉注册商标以及获得的
荣誉称号，服务人员穿戴整洁、忙而不乱。最是数
个伤心凉粉品种琳琅满目，让人不由得流口水，继
而大开胃口。

我主动问一位管理人员y先生在不在，那人有
点不耐烦地说不在这里。我不再问，只将自己的
一本书委托转交y先生。

平心静气，挑选了两个品种的伤心凉粉吃了
才离开。

客家菜多成系列，最著名的为九大碗、酿豆
腐、盐焗鸡等。

时值中午，我们在供销社饭店旁边的九大碗
餐馆找位置坐下，点了店家推荐的几个客家特色
菜，又在供销社饭店买了远近闻名的油烫鹅，用土
碗倒上自带的茅台酒，共同举杯过节。

酒是好酒，菜也不错。y先生的伤心凉粉却是
一般——我妹妹和妹夫均是烹饪高手，不好再扫
兴，只是说比内江凉粉差远了。

这瓶酒，原本想与 y 先生一起畅饮，可惜没有
机会。

酒不醉人，人自醉。
不能释怀的是，以为会见上朋友一面，不料找

到了地方，却找不到人。物是人非事事休，莫非应
相忘于江湖？！

走心了。
朦胧中离开洛带，不知是否会再来。

洛带走心记
□ 重 阳

胜迹寻踪

已经很多年没有与亲人共度中秋了，尽管今
年的中秋月亮又大又圆，但与亲人团聚仍是我不
敢想象的奢望。中秋是亲人团圆的日子，而赏月
是少不了的核心内容。一家人围坐在月光下，端
着美酒，品着月饼，谈笑风生，其乐融融……人们
看重的是月下团圆的气氛。

长期漂泊在外的我，饱经风霜，历经苦难与折
磨，习惯倒是习惯了，可仍旧拗不过的是中秋之夜
那阵阵的孤独与悲伤。好在像我一样的还大有人
在。也许是“月明江清，水波不兴”，也许是“大漠
孤烟，秋后黄昏”，几位志同道合的流浪者随便一
聚，便是一场开怀豪饮，大呼小叫，举杯碰盏，盛况
空前。待酒过三巡之后，东边那轮明月才羞答答
地爬上来，心中那份乡愁也开始隐隐作痛。

中秋之夜，哪有不谈诗论月的呢？月是文化
的细胞、情感的要素、怀念的根源。在座的都是

“同是天涯沦落人”，不分彼此，争先恐后地引用古
人的诗词，把思念与忧伤一起抛进月宫。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
影成三人。”有人一口酒下肚。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又有人
一口酒下肚。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
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大家共同举杯、碰
杯、干杯！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有小妹掩面而泣。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有看破红尘的哥
们儿自斟自饮。

“酒到韵时读亦醉，花当明外月还香。”我不知
道自己是醉还是非醉。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有人带
头举杯，大伙儿一饮而尽。我们都陶醉于古人的
赏月情怀之中，对家乡的思念，对亲人的牵挂，也
就慢慢地消减了。

已是不惑之年的我，也有几次独过中秋，但年

年的感悟却迥然不同。已经记不清那轮明月何时
升起，又何时隐去，那份伤感与寂寞是不言而喻
的。儿时念“月儿弯弯照高楼，几家欢乐几家愁”
时，总觉得这是穷酸文人的牢骚怨言。当我走过
渺无人烟的大漠荒山与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之
后，才知道什么是贫与富，什么是孤独与欢乐，拥
有心中那轮明月实属不易。

中秋夜，我仰望着苍穹中的那轮明月，月光
依旧。我会在“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咀
嚼中疯狂地思念亲人；会在“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的逆境中脱颖而出；会在“床
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苦吟中甜甜地进入梦
乡；会将“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的
花好月圆祝福送给远方友人；会在“俱怀逸兴壮
思飞，欲上九天揽明月”的豪言壮语中奔向下一
个驿站；会在“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
还”的期盼中，把心心相印的誓言坚守到下一个
中秋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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沱江河里盛产黄腊丁，在雁江区
南津驿这个千年水陆码头，黄腊丁一
直是名扬四方的美味。

黄腊丁又名黄颡鱼，主食底栖小
动物、小虾、水生小昆虫和一些无脊椎
动物等。过去，船工们往往会用一只
竹笆篓放入鸡肠等置于江边，第二天
早上，笆篓里便诱捕到大小不等的几
条十几条黄腊丁。专门打鱼的人则用
细眼渔网捕捉黄腊丁，收获当然更
大。运气好的，傍晚下网，等二天一早
便会有几斤十几斤收获。特别是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初，南津驿下游几公里津驿下游几公里
处修建了王二溪水电站后处修建了王二溪水电站后，，南南津驿河驿河
段更利于黄腊丁繁衍生息，数量、质量
大为提高，黄腊丁便成为南津驿的美
味招牌，引得过往司机和经商人士趋
之若鹜，一时间美名远扬。鱼贩子们
或骑着摩托，或开着面包车，每天一大
早便蹲守在下码头河边，将大部分黄
腊丁买走，送往城里的餐馆酒楼。城
里便有了黄腊丁火锅、河鲜宴席等创
新招牌菜。

因为盛产黄腊丁，南津驿的人们
对烹饪黄腊丁特别有研究。过去，船
工们因为生活在船上，调料不多，便采
用最简便的方法，做成泡菜黄腊丁。
将泡菜切成小段，用菜油炒过后加水
熬煮，待泡菜味熬出来后，便将破了
腹、清洗干净的黄腊丁放入汤中再炖
上几分钟，起锅时放入一小勺猪油，一

道味鲜肉嫩的泡菜黄腊丁便大功告
成。此时，船工们往往靠了岸，就着一
盆泡菜黄腊丁，再加一捧花生、几杯小
酒，这水码头上的船工生活便美妙赛
过神仙。船工们烹制的黄腊丁更有着
一个生动、贴切的菜名——船老板黄
腊丁。

相对于船工的简单生活，镇上人
家和大小餐馆对黄腊丁的烹饪则更
加讲究。麻辣水煮黄腊丁、家常黄腊
丁、鲜汤黄腊丁等更是不一而足。在
众多做法中，麻辣水煮黄腊丁是最受
欢迎的，其烹饪方法与做水煮麻辣鱼
大体一致：先将黄腊丁去肚去鳃，洗
净；把姜和蒜切末，大葱切成小段，再
加适量野山椒；热锅里放入适量植物
油，和豆瓣酱一起炒出红油，再下葱、
姜、蒜、野山椒和花椒粒炒香，加入适
量水烧开，放入处理干净的黄腊丁，
加料酒、生抽、胡椒粉、白糖，再加一
点点食盐，煮开 8 分钟左右，撒些葱
花即可出锅。水煮黄腊丁是一道色
香味浓的家常菜，味道之鲜，汤汁之
美，非比寻常。最绝的是，鱼吃完了，
汤还能煮豆腐、豆皮和蔬菜，味道也
非常鲜美。

一道美味，随着时间的流淌，在人
们的舌尖上留下深刻的记忆，更让南
津驿古镇声名远播。随着现代交通的
发展，如今的人们已随时可以约上三
五好友：“走，去南津驿吃黄腊丁……”

女人立在九月的风中
聆听有关秋天的童话
不言不语，仅是浅浅一笑
她在等一声绵长而悠远的呼唤

从春到夏，从晨曦到暮昏
那些飘逸过，降落过的呓语
温软附在女人的耳际
相信有一天必将瓜熟蒂落

风扬过
女人换上秋天该有的装束
弯下腰板，替大地接生
也是为自已接生

金灿灿的稻穗
清香甘冽的柠檬
软糯香甜的红薯

它们统统都是她的孩子

额间的汗水
还有宛如月牙的镰刀
足以让所有的孩子匍匐在她的脚下
她是女王，也是母亲
褶皱的脸庞绽开成一朵花的模样

夕阳下
那些充盈光亮的虔诚之心
沐浴在金色的田园
沉浸在蜜语的原野
鲜活了爱情醇香的结晶

女人站成秋风里一道风景
铺下一纸浅浅的光阴
活在红尘深处，无怨无悔
她们收获了芳香的食粮和信仰

““宝森杯宝森杯””全国闪小说征文比赛全国闪小说征文比赛
颁奖系列活动在安岳举行颁奖系列活动在安岳举行

魅力家乡

南津驿的黄腊丁
□ 梁 才

诗意绿洲

秋风里的女人
□ 安岳檬子

中秋望月
□ 刘武洋

深情空间

魅
力
金
秋

□
李
洪
新
摄

在削瘦的秋风里，目送一团火焰
远去。大雁正往南飞
芦花随风飘荡，湖水渡着渔舟
时光渡着你我
就这样目送青翠与躁动，远去

热度缓缓下沉，与落日一起
深埋进朴实的故土

铅华洗净，我的背影只留下剪影
黄昏，终究只留下纯粹的夜
在淡淡的月光里，目送青春远去

目送一支歌、一句话、一个
欲言又止的表情，远去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选择目送
那些滚烫的记忆，远去

目 送
□ 吴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