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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本报自5月起启动了“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征文活动。活动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网友的众多来稿，这些稿件记录见证了国家发展或人民生活深刻
变化的人或事，反映了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变迁，让
我们共享共忆祖国的巨大变化与进步，珍视今天的美好生活，激发积极奋斗的动力。本报从即日起，特开设“壮
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征文”栏目，对征文来稿进行择优刊发，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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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 7 月，全长 505.1 公里的
成渝铁路正式交付运营，有力地带
动了沿线经济发展。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成渝铁路沿线年人均工农
业总产值从通车前的 183.2 元提高
到 3218元。

王二溪古镇附近设有长沙埂
站，此前该站为上下车站点，现已调
整为列车调度和会车点。站长廖录
强说，最多时每天有 80 趟列车往返
成渝，经过王二溪铁路石拱桥。

当年的资阳老字号——临江寺
豆瓣，就是沿着成渝铁路走向大江
南北的。黄绪友还记得，三四十年
前在王二溪，站台上总有人提着硬
壳纸筒包装、红油透亮的临江寺豆
瓣叫卖，南来北往的旅客将早已准
备好的钱从车窗递出，银货两讫，好
不热闹。

67 年过去了，王二溪大桥历经
两次洪 水 和 汶 川 特 大 地 震 ，仍 安
然无恙。“最凶的一次洪水淹没了

沿江的所有房屋，水位线漫过桥
墩好几米。”黄绪友说，大桥踩在
水里，桥身上，满载着乘客和货物
的火车呼啸而过，它就那么静静
地矗立着。

据悉，当时的建造者们为适应
四川盆地雨水多的天气状况，将桥
梁全都铺上了防水层，这使它的寿
命大大延长。除汶川特大地震后，
为增加王二溪大桥的抗震能力，对
桥墩进行过加固外，67年来，王二溪
大桥未有过大检修。去年忠义镇发
生洪水，水位漫上桥墩。今年降水增
多，当地政府和铁路部门加强了对大
桥的维护检修。到目前为止，桥梁的
运行状况仍然良好。

如今，随着成渝高速、成渝高铁
的开通，老成渝铁路的客流有所减
少，但货运依然繁忙。廖录强说，每
天仍有 60余列火车从这座小镇上空
的石桥驶过，载着矿产、建筑材料、
农产品等奔向四面八方。

搭爬车
□ 汪古翔

国内最长的铁路石拱桥——王二溪大桥

67年未大修
至今运务仍繁忙

□ 川报观察记者 郭静雯

7月17日拍摄的王二溪大桥。 雁江区忠义镇政府供图

7月12日，资阳市雁江区忠义镇访弘村，一夜大雨后，
天空放晴。镇党政办负责人徐继伟一大早就来到王二溪铁
路桥，检查桥墩的安全状况。

这已经是7月以来资阳的第4次降雨，同比降水更多，
雨量较大。距王二溪大桥百米处，就是沱江。江水上涨，可能
漫上桥墩，影响其坚固性。徐继伟仔仔细细在20多个桥墩
下绕了一大圈，又爬上桥梁：“没有发现裂缝，安全得很。”

这座建成于1952年的铁路石拱桥，徐继伟每每说起，
都忍不住赞叹：“经历了两次大洪水、一次大地震，一点损伤
都没有。即便与钢筋混凝土筑造的现代化大桥相比，也毫不
逊色。”

1950年，成渝铁路全线开工，3
万多名解放军和 10 万名民工先后
参与建设，铁路以每天超 5000 米
的进度修建。

在这条沿江而建、联通成渝的
铁路线上，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镇
——忠义镇，因古时航运繁忙，人称
王二溪古镇。原本这里只是一个小
的站点，但由于地处丘区，沟壑纵
横，当时的建设者们需要在王二溪
古镇上空修建一座铁路桥。

那时全国各地物资匮乏，修建
王二溪大桥钢材不够，只能就地取
材，用石材建造。但一般的石拱桥
大多跨度短，且少有弯道。王二溪
大桥半径 382 米、长达 316 米，且坡
度达到 7‰，这对桥梁的结构设计、
承重能力等都是极大的考验。别说
在当时的世界桥梁史上极其罕见，
即使到了今天，这样的例子也屈指
可数。

按照设计方案，王二溪大桥为
22 孔连拱桥，首末两孔和中间第八
至十四孔系石拱，其余均为钢筋混

凝土拱，各种料石片等石材占比超
过 9成，大大节约了材料费用。

黄绪友祖上三代都是王二溪
古镇居民，今年 85 岁的他回忆起那
段建设成渝铁路的峥嵘岁月，仍记
忆犹新。“每天，工人们都到附近的
乡镇找石头，用十几艘大船装运到
镇上，再人工切割抬到山上。”就这
样，上千名工人住在街上，从早干
到晚，干了整整两年，看着大桥一
点点落成。

1952年，成渝铁路全线通车，沿
线地区万人空巷。黄绪友和乡亲们
登上火车，跨过王二溪大桥时，他们
挥着手臂高声欢呼，为这座屹立在
群山间的大桥赞叹。他说，“它就像
一道彩虹。”自此，王二溪大桥成为
成渝铁路全线最长的石拱桥。

为纪念这座桥的落成，1952 年
10 月 1 日，王二溪大桥荣登中国邮
政发行的《伟大的祖国(2 组)》邮票，
成为首个被印在邮票上的资阳元
素。直到今天，王二溪大桥仍是全
国最长的铁路石拱桥。

邮票首个资阳元素

运行67年状况良好

今年春天，油菜花黄时，跟随资阳
女子摄影团到雁江区伍隍镇采风。来
到著名的伍隍中学时，正是那个周日的
下午，学生们陆续返校，一辆辆来自不
同方向的大巴中巴直接在伍隍中学门
口刹车。车上走出一群穿着时髦的红
男绿女，手里拖着洋气的拉杆包，脸上
漾溢着幸福的微笑。

当时，就有人感慨，现在的学生求
学条件和我们那时真有天壤之别了。
这话直戳我的神经，我不自觉地回忆起
在伍隍中学读 7 年书只坐过一次半车
的苦涩而幽默的经历。

那时的伍隍中学整体条件都很艰
苦，学生食堂不像现在这样凭票凭卡打
饭，而只给学生提供蒸饭服务，一日三
餐，自己拿着写有名字的饭盒装起米粮
淘洗后放到食堂那高高的甑子里去
蒸。到了吃饭时，再穿过拥挤的人群，
众里寻“她”千百度，在那如山的饭盒群
里去找自己那一个。吃一顿饭就如同
打一次仗！

因此，我们当年每周回家就不像现
在只是向父母要钱了，而是要自己把下
一周的粮食背到学校去。那时，不是每
家人都能提供精细的白米白面，到了冬

天，大部分同学都要背红苕到学校做主
食，周末背粮成了一项高强度的体力
活。每个周日，以伍隍场为圆心的周
边，公路边、茅草路上就艰难地行走着
肩挑背负的学子，成为伍隍一景。若遇
天晴，还好一点，在下绵雨的秋天，好多
学生脚下一滑，就把一周的粮食洒落在
泥泞路上了。

我家在雁江区南端的石岭乡下，离
伍隍场 22里路，其间，要翻越两座不见
村落的大山，要经过一条长达几公里的
来凤河边的田沟。我自己编了一对小
箩筐，弄了一根小扁担，一头挑红苕一
头挑米，闪悠悠地挑起，7年间就这么往
返于家与校之间。有两次，因为紧急情
况甚至壮胆夜行过。

今天的学生可能会不理解：为什么
不坐车呢？那时，资阳县运输公司的客
车只开到区镇，再下一级的公社乡场无
公共交通概念。至今记得，大概都是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有盖着帆
布篷、搁几条硬凳子的货车跑乡场，权
当客车。

那时，公路上见得最多的是县供销
社给各级供销社运送物资的货车，每到
一个点，下完货，空车返城。在我们自

卑的农村娃眼中，那些驾驶员都很牛
气，不敢主动去向司机搭讪、提要求。
也有少数在我眼中脸皮比较厚的高年
级同学，敢死皮赖脸地去爬这种车，搭
顺风车回学校，我们称之为“搭爬车”。
终于，有一次，我和一个高中学长走到
石岭街上时，在供销社屠宰场外那棵歪
脖子黄桷树下看到了一辆已卸了货的空
车。因为那学长已有过搭爬车的经验，
我们就爬到车厢上去等起，我们估计驾
驶员在吃饭。等了约半个小时，车上又
上来了几个和我们一样怯生生的学生。
胖司机从供销社出来时，我心已经提到
了嗓子眼，生怕他轰我们下去。哪知，他
似乎什么都没看见，开起车子就走。碎
石路上，车子一路颠簸，经赛功桥、石桥
铺、一碗水、红花坳、芳毓农场，半小时即
到。这是我第一次坐在车上经过这条公
路，换了一个角度仰视高高的新佛寺山
顶，小小文学少年，顿感热血沸腾，新奇
无比。到了伍隍中学门口，司机刹了一
脚，伸出头来，轻声提醒“到了”，大家跳
下车，一切都那么默契，那么自然而然，
这时我心中一股暖流涌过：感激司机对
清贫学子的那份宽容与纯朴！但一群笨
嘴农村娃，下了车连“谢谢”都没说一句，

就直奔学校的芳毓楼而去。
有了这次经验，以后周末返校，我

们都要到石岭供销社去旋一圈，看能不
能搭得到返城空车。但多数时没那么
好运，也足见那时物资流通之不发达。
我们又只好翻山越岭“甩脚板”。终于
有一次，我们又爬上了一辆空车，司机
也没问我们，开起就走，到了一碗水三
岔路口，司机才停车伸出头来问我们：

“你们是去资阳还是到伍隍？”我们回答
到伍隍。他说，他要经铜钟、振书、新华
回城，不经过伍隍，我们就只好在半路
上下车，再从一碗水走公路回学校。

读 7 年书，坐了一次半车，这就是
我的青春，我的中学生活！与之相映的
是，来凤河畔留下了我们那一代学子艰
实而艰涩的脚印，而后带着母校的教
诲，将这脚印伸向远方。

而今的资阳，水泥路通村入户，家
家户户都有着这样那样的交通工具，公
共交通延伸到门口。发达的互联网使
学生们不仅不用回家背红苕，甚至向父
母要钱都只需双方在手机上动动手指
即可了，率性的学生们已很难相信更难
想象我们那一代人所走过的路和所过
过的日子了。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无论城市或乡村，看电影都是令人神往
的乐事和美事。一部《刘三姐》让万人
着迷，城乡处处“唱山歌……”；一部《少
林寺》万人空巷，四海之内武术热便是
明证。而作为电影放映员，更是令人尊
重和羨慕的职业。1982年2月，我在资
阳县南津文化站参加工作后便在电影
队任职，最初负责检票，维护秩序，后被
派往内江地区电影公司在隆昌举办的
培训班学习。

当我从隆昌电影放映培训班归来
时，文化站新购买的放映设备已开始使
用。那是一套甘肃光学仪器厂生产的

“甘光”牌16MM便携式放映机，性能优
越。县电影公司放映队正式撤离南津，
在欢送他们的午餐上，三位师傅都说，
以后南津的电影事业就靠你们三位年
轻人了，尤其是小梁，刚刚培训回来，要
努力奋斗……言语中充满着激情与豪
迈，更有着对工作多年的南津的不舍和
眷恋。文化站和电影队的同事们则轮
番给他们敬酒，希望他们多多关照南
津。大家都清楚，县公司放映队虽然撤
走了，但他们只是从放映一线转向管理
岗位，全县的电影放映事业依然掌握在
他们手中。这也是最为关键的地方，如
果新片、好看的影片不安排或晚安排给
你，那将直接影响到票房收入。

南津区文化站电影队除在剧场放
映外，还承担着南津镇十个村的农村放
映任务。按照每个村每月放映一场电
影的要求，每个月必须下村组十次，这
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下村组放映
不比在剧场，发电机、音箱、银幕等都必
须带下去，足足装满四只木箱，必须两
人才能挑着下去。好在村组干部都积
极负责，他们往往按照放映安排表，在
逄场天上午便来到剧场，等着电影队放
完售票影片后便把电影队接下去。由
于售票影片和下村组放映的影片是两
种不同的安排，也就是有新影片和旧影
片的区别，往往所有的村组干部都要求
把新影片拿去放映，但这是违规的。于
是，电影队必须在售票场放完后安排专
人将影片送还电影公司。

下乡放映其实有很多乐趣。在改
革开放之初，农村群众逐步富裕起来，
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旺盛，电
影队下乡自然深受欢迎，都安排在家庭
条件很好的人家吃饭，偏远的村组还要
安排住宿。那时，外出打工的人还比较
少，青年男女大多还留在乡村，看电影
是他们最大的乐趣。当电影队到达放
映点时，许多青年男女便被吸引过来，
大家帮着挂银幕、架机器、安装发电机；
争着和放映员拉上关系，小伙子大多递
烟，也有姑娘悄悄塞上水果，其目的是
希望到镇上赶场时，能看上免票的电影
新片。

正是因为电影队如此“吃香”，才
吸引了三位场镇边的小伙子长期来做

“义工”，一位姓张，一位姓魏，一位姓
杨。姓张的年龄较大，个子高。姓魏
的长得稍胖，中等个，面白。姓杨的个
子矮小，形象较差，但人很机灵。三人
均围着电影队转，在剧场放映时帮着
检票，维持秩序，有时甚至帮着“跑
片”，下乡时便充当联络员和搬运工。
三人最初没有一分钱报酬，后来考虑
到他们的确付出太多，才给予少量下
乡补助。由此，三人干得更欢了。无
论在镇上还是乡下，他们都代表着电
影队。三人热心宣传影片，介绍放映

动态，很多不知情的人都以为他们真
是电影队的人。其实，按今天的叫法，
他们最多能叫“协映员”。

三个小伙为电影队撑起了“半边
天”，但也带来不少麻烦。经常是电影
队走过一个村子后，下一个逄场天便有
几个姑娘被他们称为“表妹”带来免费
看电影，遇上观众满座时，还会带到放
映楼来。“表妹”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叽
叽喳喳，十分激动和兴奋，让人又恼又
不忍发火。久而久之，这种行为便引起
了乡下小伙子们的不满，电影队到乡下
放映时便有人扔小石子和土块。每当
此时，便只得停了放映机，让村干部讲
讲话，以“镇堂子”，然后继续放映。

夏天，下乡放电影最怕的是遇上下
暴雨。尽管电影队备着雨伞，但在狂风
暴雨面前，几把雨伞根本无济于事。此
时，人们纷纷逃散，但放映员则必须坚
守岗位。首先是保护好影片和放映机，
其次是卸下银幕和音箱。往往等收拾
好影片和放映机后，银幕已被淋得透
湿，而放映员为了收设备、护影片也一
个个成了落汤鸡。这种情况被村民称
作“看半截电影”，更有人形象地叫作看
的是《战洪图》（一部文革时期的影
片）。遇到下暴雨，影片没放完，自然不
算完成任务，还得等天气好转后重放一

次。记得有一年，在竹林村放电影，连
续放映三个晚上都遇到下雨，被我们称
为“三打祝家庄”。

农村放映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
年代初才逐渐“变冷”。原因有二：一是
农村电源“村村通”后，电视机得以普
及；二是随着“打工潮”一波又一波的兴
起，大量农村男女青年走出村庄，奔向
广州、深圳、厦门等改革开放前沿城市，
开始了崭新的人生。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
济发展越来越强劲，人民生活越来越富
裕，无论城乡，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
从黑白到彩色，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
号，人们看电影已是如同一日三餐一样
平常，电影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但直至今日，仍有电影队在坚守着，他
们用上了更为先进的数字放映设备，承
担的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公益放映，这其
中的种种变化令人感慨万千。

电影队的变迁，见证了祖国变得越
来越繁荣富强的历程，记录了党和国家
一直都十分重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
事实。

一代老放映人完成了历史使命，回
顾走过的路，仍是令人难以忘怀，也让
人充满着豪迈之情。我永远记得，那些
年，我在放电影。

那些年那些年，，我我在放电影在放电影
□ 梁 才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