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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要为生
存出去打拼，从甲省来到乙省，从农村
来到城市，又从一个城市飘向另一个
城市，集体走在失去家园，甚至失去记
忆的迢迢征程中。多数人一年半载后
还会回到故乡，少数人则就地生根，成
为异乡人。此时此刻，他们非常需要
喊故乡，喊出对故乡的眷恋，喊出对故
乡的记忆。

我的故乡在四川资阳市雁江区祥
符镇一个名叫“学堂坝”的小山村。那
里民风淳朴、宁静安详，不盛产故事和
传闻，时光在锄头和犁铧中，淡淡地流
逝着。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坝子，
三面环水一面倚山，四周青山环抱。
如带的小溪由西向东直淌村前，澜环

缭绕，蜿蜒曲折，如蟠龙行地，护抱小
村，忽又折向东北，逶迄东去，汇入沱
江，然后注入长江，最后流入东海。周
围的山头，奇形怪状，像一群列队的武
士拱卫着坝子。山壁为屏，白云为带，
日月为灯，溪水清澈……小小的坝子
成为滋养一方生灵的温床。坝子上居
住的 20 多户人家，全都是明朝洪武二
年（1369年）从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黑
柏林沟迁徙入川的陈氏后裔。他们茅
屋栖身，汲水而饭，种田以饱。父而
子，子而孙，一代代生根、开花、结果在
那里。几百载“吾皇万岁”，历经朝代
更替，人们汲溪水种五谷，食五谷而繁
衍，迄今已经传至第28代，加上邻近县
乡的本宗后裔，陈氏已成为当地望族。

上世纪 60 年代初，在母亲的阵痛
和呼唤下我降生在学堂坝，并在坝子
上度过了苦涩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是
坝子上的山山水水、五谷杂粮把我养
大，是乡亲们的淳朴善良和厚重的乡
土气息熏陶了我的心灵和性情，铸就
了我百折不挠刚直不阿的禀性和诚朴
厚道光明磊落的品格。

离开故乡快30年了，徙居冀省，偶
有归里，因无衣锦还乡之欲，便没“无
颜见江东父老”之愧。每次踏上故乡
的土地，乡亲们和田野里的花草树木、
山水沟壑都极尽热情地欢迎我这个回
乡的游子。嘘寒问暖的乡音，清扫着
我被城市喧嚣污染过的耳膜，绿色无
污染的蔬菜和五谷充填着我微微隆起
的“将军肚”。老辈的爷爷奶奶大爷大
娘叔叔婶婶们，多已驾鹤西去，阴阳两
隔，只有童年时的伙伴们携妻带子，徜
徉在现代文明的天空下，重复着亘古
不变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粗茶淡
饭，田陇桑麻；荷锄归来，儿孙绕膝
……暖意融融的天伦之乐尽显与世无
争的恬淡和满足。新生代们都不认
识，惶惑的脸上写满了“客从何来”的
疑问和惊异，正应了先哲贺知章“少小
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
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意
境，让我这个“城里人”在倍觉羡慕的

同时又陡增汗颜和羞愧。
学堂坝，一个充满诗情画意和浪

漫气息的地名，一个只有在乡镇地图
上才能找到名字的村庄。为什么叫学
堂坝，已无法知悉。或许因为这里曾
经有过学堂，或许是乡人对“万般皆下
品，惟有读书高”的崇尚，或许是“耕读
传家”的祖训遗韵。总之，它成了乡亲
们戴在头上的桂冠和世代相承的符
号，褪不尽，抹不掉。

学堂坝，一个天府之国里的自然
小村，它贫瘠闭塞不为人知，既无韶山
冲的荣耀，也无紫禁城的神秘。它和
神州大地上无数不知名的村庄一样，
承载着四季轮回的沧桑，享受着风雨
雷电的洗礼，生长着五谷杂粮，滋养着
一方生灵。

我身在河北省，心系学堂坝，时时
于他乡呼喊我的故乡。

喊故乡，要喊应它绽开怒放的春
天，喊应它热情似火的夏季，喊应它
硕果累累的秋月，喊应它寒霜包裹的
冬夜。

喊故乡，要喊应小溪中的鱼虾蟹
螺，喊应山涧里的百花野果，喊应蛙鼓
蝉噪，喊应鸡鸣犬吠，还有那袅袅炊
烟，幽幽稻香……

喊故乡，喊出了一腔愁绪，喊出一
份孤独，喊出一种沉郁！

7月9日傍晚，我在从安岳回资阳的
路上，看到了许久未见的万丈霞光，让我
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西藏的无限风光，那
金灿灿的霞光铺满整个大地，包裹着西
藏圣洁的山川河流，让人切身体会到了

“祖国山河如此多娇”的壮丽和博大。
那是2002年5月，我有幸随部队到

西藏贡嘎执行任务，在那里度过了几个
月的美好时光。虽已过去十几年，但我
时时想起那金色的霞光和挂满雨露的
青稞，还有藏族同胞的质朴善良和酥油
茶的奶香，都会有一种暖暖的亲近感。

人们常说，西藏是离天最近的地
方。我以为，只有看过西藏霞光的人，
才能从内心深处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
真谛——美就是简单、真实、自然。

记得那天的天气很特别，先是狂
风呼啸、尘沙满天，紧接着就下起了冰
雹。冰雹下了大约十几分钟，倾盆大
雨又接撞而至。虽是六月天，极端善
变的天气使气温骤降，让人顷刻间感
受到由夏凉突转冬寒的急速，有一种
刺骨的冷。到了下午两点左右，天空
变得晴朗起来，天蓝得清澈透亮，能见
度极高，远处的雪山让人感觉近在咫
尺，却又无法触摸，远处的山峦与蓝天
形成的色泽对比，让人仿佛置身于童
话世界一般。蓝得刺眼的天空让不少
战友戴上了墨镜，衰减和过滤之后的

光线让人感觉很舒服。令人奇怪的
是，很强的紫外线让人晒久了感觉有
些热，躲在荫凉处又感觉凉，这种凉意
久了会让人感觉冷。

最美不过夕阳红。晚饭后，我和几
个战友一起去爬山。刚爬到半山腰刚爬到半山腰，，不不
经意间经意间，，一道金色的霞光从远处的山顶一道金色的霞光从远处的山顶
喷射而出喷射而出，，把整个山川河流渲染得金灿把整个山川河流渲染得金灿

灿的灿的。。看看身边的树看看身边的树、、脚下的山脚下的山，，甚至甚至
细小的尘沙颗粒都在瞬间被染成了金细小的尘沙颗粒都在瞬间被染成了金
色色。。极目远眺极目远眺，，红红的太阳一半露出山红红的太阳一半露出山
尖尖，，一半藏了起来一半藏了起来，，万丈霞光从山峦边万丈霞光从山峦边
喷射而出喷射而出，，壮观极了壮观极了。。那种金黄色的霞那种金黄色的霞
光是我见过的最美晚霞光是我见过的最美晚霞，，那场面立即变那场面立即变
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存入了我的记忆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存入了我的记忆，，
至今无法删除至今无法删除。。

□ 资阳观察 王瑞琪
川报观察记者 郭静雯

色泽红亮、质嫩鲜香、味浓
纯厚、营养丰富，一道来自2500
年前的美食，何以古往今来征服
了一代代人的味蕾？这道资阳
沱江两岸大多数家庭几乎都会
做的“苌弘鲶鱼”，其烹饪技法的其烹饪技法的
开创者就是孔子之师开创者就是孔子之师——资阳资阳
人苌弘人苌弘。。25002500年前年前，，苌弘到底苌弘到底
是怎么给孔子做是怎么给孔子做““苌弘鲶鱼苌弘鲶鱼””
的的？？如今又有怎样的发展如今又有怎样的发展？？

雁江，
我和我的倒影

（外一首）

□ 邱建明

我只来过一次我只来过一次
雁江雁江，，你从哪儿来你从哪儿来
又流向哪儿去又流向哪儿去

当一群大雁
拨动浪花小小的旧梦
我放下往日过于匆忙的脚步
一言不发

一条时间的河流收藏了多少
无言的雨水和泪滴
两只从远方飞来的黑天鹅
安静地将这片水域
哼成绝妙的诗画

这只是我人生中遇到的
一条河流的一小段
是谁将一条江河裁剪成春色
一群大雁与两只黑天鹅的约会
扩大了沱江河内心的水域

我们三生有幸
我和我的倒影在河边激荡
我们互不相识，就此别过

临江寺豆瓣，
将粮食酿成乡愁

从两口古老的井里
不断地打捞传说和记忆
从古老的传说和记忆中
取出两杯当今的水
一杯敬过往的沉浮
一杯煮今生的因缘

川渝线上的临江寺
用豆瓣招呼疲倦的旅人
有多少过往值得停留
寺里的钟声敲打过
多少厚厚的寂寞

进寺寻找一方心灵的宁静
需要这么一口两口井
收留若隐若现的星星
春风吹动着一排排豆瓣坛
谁将粮食酿成满月的乡愁

篾，是竹转世的过程，是竹牺牲自
己向人间烟火的华丽转身，最后变成乡
村的箩筐背篼。那些长长短短、窄窄宽
宽的篾，仿佛竹与人的连线，那些箩箩、
筐筐、筢筢、篓篓似乎是竹留在人世的
儿女。篾既是竹的化身，也是竹接受人
间烟火洗礼的产物。

那些老迈的篾匠，早已淡出人们视
线，成为无人敬仰的手艺人。我的外祖
父是个篾匠，当年通过破竹成篾，编成各
式竹器，养活着一大家人。外祖父的手
艺如何，我没有见过，但我想，能把篾制
成各种器物的，必是心灵手巧之人。外
祖父去世得早，留下嗷嗷待哺的八九个
子女，他的大徒弟毅然挑起了外祖父一
家的重担，我们都尊称他为“小外公”。

我父亲对于篾匠活似乎是无师自
通。我家老宅出门就是一片竹林，父亲
闲暇时，把长满房前屋后的成竹砍下
来，削竹成篾编成我们几姊妹割草的大
小背篼，以及农事所需的箩箩筐筐。从
那时起，我才真正认识了篾。父亲把成
竹砍回来，用弯刀刮去青灰，破成小块，
削去竹心，只留下竹的表皮，这就是
篾。实事上，篾就是竹的筋骨和“精神
支柱”，没有了篾的竹心，已失去竹的气
节，变得不堪一击。

要编织的竹器越精致，所需的篾
就要越柔韧，篾就要制作得越薄。手
艺精湛的篾匠能将篾制得比纸薄，和
头发丝一样细。父亲没有从过师，制
作不出如此精细的篾，也就无从编织
出精美的竹器，只能编制较为粗糙的
背篼、箩筐。

很小的时候，我曾见过小外公为队
上打过竹席和竹枕。小外公把竹篾打
磨得光滑而柔韧，竹席的篾薄而宽，竹
枕的篾细而厚。编制这些需要很好韧
性的竹制品，要用一年半至两年的成
竹，这样的竹水分足、韧性好。如果编
制的竹席或竹枕需要图案，篾则要先分
组染上五颜六色的色彩。这一切准备
好后，篾便在篾匠灵巧的指间缠绕出人
间花花绿绿、曲曲折折的平凡琐事或精
美图景。

时隔十年回到故里，我家老宅的那
片竹林上已立起一栋砖房，新宅屋后，父
亲种下的一笼竹，也被种地的本家铲除
了。乡下那些长满房前屋后、坡坡坎坎
的竹已寥寥无几。如果唐宋的诗人、词
人穿越到现在，也许只能握笔发呆，那些
咏竹的绝句佳文也就无从产生了。竹之
不存，篾将焉附？早年，乡下人吃饭用的
筷子、刷锅用的刷把、沥饭用的筲箕……

无不浸润着竹的清香。如今，篾做的农
器和农具都被金属和塑料材质代替。我
有一个堂弟，十二岁时随一位进村的篾
匠去闯荡江湖，只为有口饭吃。如今，随
着竹器的淡出，他的篾匠手艺也被砖工
的手艺代替。没有竹器的农家，缺少了
乡村的烟火气，没有篾器的乡村显得枯
糙而麻木。竹器淡出了乡村，幸而还有
竹的工艺品存在，竹转化成篾，更多出自
机器之手，虽缺少了人间的冷暖，但尚有
篾的一席之地。

“不用裁为鸣凤管，不须截作钓鱼
竿。千花百草凋零后，留向纷纷雪里
看。”白居易的一首《题李次云窗竹》，展
现出竹在物界的不凡。“人怜直节生来
瘦，自许高材老更刚。曾与蒿藜同雨露，
终随松柏到冰霜。”王安石笔下的竹有气
有节。“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
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
风。”郑燮诗中的竹不屈不挠。“织可承香
汗，裁堪钓锦鳞。三梁曾入用，一节奉王
孙。”这无数赞美竹的诗词里却没有篾的
只言片语。或许，篾传承了竹的精神，竹
牺牲自己成就了箩、筐，篾选择了缄默成
就了竹的美誉。

篾在尘世的境遇，就如乡野的农
人，默默地演绎着人世的辛酸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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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美食来自2500年前
孔子为苌弘“打下手”

“好故事”更能为美食增加传奇色彩。据传春秋末年，东
周内史大夫苌弘回四川资阳王二溪高岩山为母守孝。孔子
因著《春秋》删《乐经》犯难，不远万里来四川资阳王二溪拜
师，求教韶乐与武乐之异同和不解之处。

孔子与苌弘在资阳相遇，苌弘想到家中无好菜招待，便
吩咐船家打一网鱼款待。船家连撒三网，均无收获。自小
长于沱江边的苌弘，熟知鱼的习性环境，即叫船家到一回水
处，亲自下网打起一条重约 10 余公斤的沱江鲶鱼。苌弘擅
长烹饪，尤其是煮鱼最厉害，于是就提议，请渔夫将沱江新
鲜鲶鱼洗净切好，自己亲自主勺。苌弘将油放入锅里，并请
孔子帮忙将大蒜、秘制泡辣椒、姜清洗干净，一起放入油锅
反复炒料，然后撑船至沱江河心，取河心水放入锅内一起烹
制，将味调制适度，并将鲶鱼放入锅内，烹饪至鱼熟后，放入
芹菜、小葱。

孔子吃后连声称赞：“苌叔厨艺奇绝，如此佳肴岂能无
名，就以先生姓名命之，谓苌弘鲶鱼可也。”随后，孔子拜苌弘
为师，在高岩山苌弘寨学习天文和乐律，他们一致主张恢复
周礼，抱负相同，一见如故，3个月后孔子满意而归，终于删定

《乐经》。

获评“四川老字号”和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苌弘鲶鱼”菜系历史悠久，文化古老，其烹饪工艺系师
传，工艺讲究，尤以长江、沱江鲶鱼为佳，辅以苌弘祖传配料，
以此技法烹饪的苌弘鲶鱼被认定为资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6年经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原创菜品研究所认证为原
创菜品、四川老字号，荣获四川省第一届地方旅游特色菜大
赛金奖，先后获评资阳市“十二大经典名菜”之首、“四川历史
文化名宴”、“川菜原生态”金奖等称号、奖项。

“苌弘鲶鱼”具有“色、香、味、美、滋、养”等工艺特点，但
由于历史原因，未能很好开发，其影响仅在资阳市境内，未及
时推向省内外市场。近来，资阳各级多次指示要求成立“苌
弘鲶鱼”开发领导小组，由专人负责，拨专项资金，由名厨主
导研发“苌弘鲶鱼”系列，将以孔子取名的“苌弘鲶鱼”为龙
头，形成资阳饮食文化特色。

与临江寺豆瓣优势互补
历史文化名菜走向世界

发展的路上，总需要相互之间的协作更能走向成功。资
阳临江寺豆瓣创办于清朝，历史悠久，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资阳市发展绿色食品重点扶持的龙头企业，品牌优势
明显。目前，两个品牌良性互动，实行强强联合，形成优势互
补，搭建一个更高的平台，以沱江原生态鲶鱼为打造“苌弘鲶
鱼”的主原料，以临江寺豆瓣为加工沱江鲶鱼的辅助主要原
料，这样由名师主厨打造的、以原生态野生沱江鲶鱼为主原
料的“苌弘鲶鱼”，更成为当地百姓赞不绝口的美味佳肴。

以历史文化著称的“苌弘鲶鱼”名川菜，曾受到中央、省
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赞扬，获得过国外使团、联合国驻华记
者的高度评价，泰国、巴西华侨领导也多次来资阳商淡“苌弘苌弘
鲶鱼”合作事宜，“苌弘鲶鱼”名扬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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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记忆非常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