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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四川，中国人心中可靠的大后方

老手艺

□ 任羽中

毛泽东说，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
一个可宝贵的”，而“人是要有一点精神
的”。是什么构建起了四川美丽、安全的
天府之国形象，形成了绵延千年而不衰的
集 体 记 忆 ？ 最 核 心 的 ，当 然 是 四 川 的
“人”，是四川人包容开放、坚韧勤劳、豁达
安逸、互助友善的精神。无论任何时候，
都要大力弘扬这样的精神。只要四川人
伟大的精神能够代代传承，能够不断被新
的故事、新的载体具象化，那么四川就永
远是全中国人心目中可靠的大后方，是全
世界人都喜爱和向往的身心栖息之地。
四川是一个大省，无论从地理条件，
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省内不同地
方都差距巨大，有“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的成都平原，也有大山大川。从两千多年
的历史看，还有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
下已治蜀后治”的说法，四川盆地的先民
们，没少遭遇战乱惨祸。但是，今天只要
我们谈起四川就总会认为，这里富足、安
逸、宁静、休闲，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其
中的奥妙，就在于四川人的精神，这是构
建地域文化、城市形象和集体记忆的最深
刻的原因，
也是最深厚的力量。
四 川 人 的 精 神 体 现 在“ 一 个 剧 种 ”
上。川剧的一大特点是高腔、昆腔、胡琴、
弹戏、灯调“五腔共和”，显现出四川地区
各路文化交汇交融的博大气象。举世瞩
目的三星堆文化，也许就来自长江、黄河

的文明，之后它转化为十二桥文化，转化
为巴蜀文化，最后融汇到秦汉文化之中。
《史记·项羽本纪》载，
“秦之迁民皆居蜀”，
从秦汉至今，四川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移
民，在任何时候，四川都是开放包容的，也
总是善于学习、借鉴与吸纳，是名副其实
的文化“大熔炉”
“大火锅”。
四川人的精神体现在“一支队伍”上。
在抗日战争中，四川累计输送了 350 万子
弟参军，
经历了无数最艰苦最惨烈的牺牲，
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
献。毛泽东曾为川籍将领写下挽联：奋战
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
歼强敌，
以身殉国，
为中华民族争光！在抗
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来自四
川的指战员最多。今年热映的电影《狙击
手》中，
导演和编剧有意让主人公讲一口四
川话，
令观众潸然泪下。在和平年代，
坚韧
勤劳的四川农民工，走到哪里都是最肯吃
苦、
最会动脑筋的。全国各地，
哪个建设工
地旁没有川菜馆呢？吃苦耐劳、敢于牺牲
是四川人精神里抹不去的特质。
四川人的精神体现在“一杯冰可乐”
上。叶圣陶先生回忆在蜀地生活的岁月
时，曾写下：
“ 川路碑怀新史始，海棠花发
彩云般，茶座客声喧。”“5·12”汶川特大
地震中，
一位被困近 80 小时的男孩被救出
时，一句“我想喝冰可乐”带来了走出悲痛
的希望，听到这句话，看到这个场景，所有

□ 杨力

人都会笑，带着泪的笑。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
团审议时，动情地祝福四川人民的生活越
来越安逸。
“ 安逸”是一种乐观主义的精
神，是一种“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
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大无畏情怀，是
四川人在一切压力面前始终保持幸福感
的法宝，它来自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追
求自主自在的生活状态。
四 川 人 的 精 神 体 现 在“ 一 双 筷 子 ”
上。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当地老百
姓以“多一个人，多一双筷子”的互帮互助
精神，走出灾难、重启生活，感动了全中
国、全世界。
“9·5”泸定地震，四川人民在
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相互帮助积极开展
自救，这场景多么熟悉！有了“多一个人，
多一双筷子”的这种精神，四川人就一定
能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四川就一定是
最稳当、
最安全的！
要围绕“人”来凝练四川的意象。习
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时
强调，要“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
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
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美国城市规划
师凯文·林奇在其代表作《城市意象》中
说，通过城市意象，人的独特情感体验得
以与特定的地域联系起来。人始终是形
成意象感染力的必要条件，这是有效传播
的科学规律。法国巴黎的城市标识几经

变化，但是始终保留了“帆船”这个意象
——这巴黎人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也承载
着巴黎开放、浪漫形象。构造四川美丽、
安全的意象，也必须从四川人民生动的实
际生活中寻找现实元素，并加以艺术化的
表达，
形成更生动更丰富的人文标识。
要借助
“人”
表达四川的意象。人是可
以行走可以说话的地域名片，
人群构成了特
定地域不可替代的人文景观。要传达四川
“美丽、
安全”
这样的意象，
就必须要讲好新
时代四川人的故事，
讲好那些包容开放、
坚
韧勤劳、
豁达安逸、
互助友善的故事。要把
抽象、
凝练的概念符号展开为具体鲜活的日
常生活场景，
要把口号写成
“小说”
，
要把
“短
篇小说”
写成中篇、
长篇，
写成史诗，
当关于
四川好人、
四川英雄的故事流传四方，
世人
心中关于四川的集体记忆也就更加巩固。
要面向“人”传播四川的意象。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
的重点就在哪儿。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
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也应该成为我们
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互联网深深嵌入
当代社会生活，各类媒介在集体记忆的保
存、传播中居于中心地位。四川意象的传
播要用好互联网这个主平台，面向网民这
个主要群体，寻找四川意象与中国网民、
世界网民生活之间共通的意义空间，提升
意象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美丽、安
全的四川形象传播得更广、
更深入人心。

随风飘散
夏俊林 摄
新华社 发

生活拾趣

花仔

非常记忆

□ 重阳
花仔，这只被抛弃的小猫咪，进入视
野正值疫情静默前夜。很快，它就引起了
一些爱心人士的关注。
“小可爱，好可怜！”
“ 快想办法帮帮
它！
”
进入 9 月，疫情形势严峻，秋不高气
不爽，夜雨多气温低。有天晚上，在本楼
栋微信群里见到文配图：一只弱不禁风的
小猫咪，
缩在墙角发抖，
掌心大，
病兮兮。
宅家无聊，群里一下热闹了：既有建
议，更有行动，眨眼工夫，小猫咪已被放进
了纸箱里。发现得早，
命保住了。
看微信，小猫咪的安身之地布置得相
当不错，不仅铺了褥子保暖，还有猫食、
猫
砂、
纯净水。
特殊时期，关在小区、家里既无奈又
不好受。这只弱小的猫咪，无形中分散了
人们的注意力。
在楼顶的晨练，因雨改在楼下。心中
暗自庆幸：天赐良机让我接触小猫咪，看
着它慢慢成长。
“喵喵”，
声音微弱。
离远点，
不打搅它。
临 走 瞧 瞧 ，它 躺 纸 箱 里 ，没 精 打 采
的。蹲下观察，状态好多了。伸手抚摸
它，闭着眼享受。仔细打量，小家伙很像
父亲养过的一只猫——花仔。
喊声：
“花仔！
”
它没搭理我。
第一周：渡过难关。
晨练天没亮，不去惊动它。天渐渐亮
了，发现花仔正在适应环境，围着纸箱徘
徊。
群里取名不好听。而叫花仔，有渊
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医院调整宿
舍，我家从临街 6 楼搬到另一栋二楼，客
厅宽且多了一个房间。
乔迁迎来小猫咪，朋友特意送的，黑
白分明、活泼好动，脚丫耳朵尖更白。全
家人都喜欢。
父亲爱不释手，
取名花仔。
小区花仔，棕白两色，脚丫耳朵尖白

色，神似内江花仔。不由得回忆往事，偏
爱这小不点儿。
再叫“花仔”，
摇了尾巴。
活脱脱，
如同内江花仔。
第二周：恢复正常。
准时下楼晨练，它已经在等待。跑过
来蹭一下，温柔地叫两声。给它开吃的，
顺便添点水。
我锻炼，
它用餐，
很友好。
人不可貌相。献爱心的，让我大跌眼
镜：送木架妇女，自视清高，旁若无人，竟
有怜悯心；送猫食少妇，目不斜视，孤芳自
赏，
却义不容辞。
人们都在关心，让我感到惭愧：每天
都见它，不能无动于衷。于是，悄悄放了
鱼罐头火腿肠。殊不知，很快遭抨击：
“拜
托，
猫不能吃这些……”
花仔巴掌大，
开始顽皮。
内江花仔，
德行差不多。
第三周：活泼好动。
叫花仔，一传十，十传百。微信群，很
快改称花仔了。
小家伙聪明，我在操练时，它靠近蹭
一下，绕来绕去玩。怕踩着，跺跺脚。多
几次，
不再黏人。
我流汗水，
它捉迷藏，
相安无事。
渐渐地，
感觉这是一种独特的放松。
蓉城解封之后，一切恢复原状。关心
花仔少了，各有各的事情，但它的吃喝拉
撒仍有人操心。
渐渐发现，花仔精力充沛，居住环境
已经不能满足它的好奇心，外面宽阔的花
园、草地和灌木丛是诱惑。有时，我准备
回家了也没见它影子。
想叫叫它，
在都不在。
内江花仔，
没它潇洒。
第四周：无影无踪。
看微信：
“ 小猫咪不见了！”有回复：
“它在到处跑哦！
”
9 月末，连续三天，秋高气爽、晴空万
里。本该楼顶晨练，仍然选择楼下。因为
可见到花仔。
国庆节一早，刚走到楼下，小猫咪迎

面 扑 来 ，焦 急 地 叫 个 不 停 ，朝 着 窝 边 跑
去。难道是饿了？
我打开路灯看，果然吃的没了，水也
所剩无几。开猫食，添饮水。花仔狼吞虎
咽、
大快朵颐。
好机灵，
晓得想办法。
内江花仔，
吃不如它。
第五周：邂逅。
国庆期间，
人留成都。
微信群里，
偶尔提及花仔。
操练时，习惯先去它住处看看，猫食
饮用水动过，放心了：它有吃有喝的，见与
不见没啥关系。
随后几天，不见花仔。关键是猫食和
水没动过。怎么回事，难道它找到自己同
胞了，
还是？
10 月 4 日，重阳节。寒潮来临，气温
下降。生日仍要晨练。快结束时有意外
惊喜——花仔探头探脑出现，从栏杆缝钻
进来，
飞快跑过去喝水。
随后，
过来用鼻蹭蹭我。
开心，
算是特别的生日礼物。
内江花仔，
只蹭老爷子。
第六周：难觅踪迹。
节日过后，
天气凉了。
已经习惯看不见花仔了。它的住处
没人动，仍然有吃有喝的。这忘恩负义的
小家伙，
不像话。
已经习惯晨练身边没有它，常常利用
倒垃圾时专门看看，有时间围绕小区转一
转——只为花仔！
微信群，
不再提花仔。
父亲喜欢下象棋，离休后养过画眉。
鸟儿关养听叫声，猫咪敞养会折腾。以为
老爷子时间一长，会厌烦调皮捣蛋的猫
咪，
没想到居然有耐心。
内江花仔，
全家宠爱。
第七周：惦念。
疫情之后，
生活依然。
花 仔 让 我 回 到 原 来 。 兄 弟 、妹 妹 4
个，均已成家立业，除了逢年过节，平时难
得回家。家里有了它，父母的生活增添了
乐趣，
不再感到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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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表舅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俊朗后生，种地之余喜欢
打鱼。他常常天不亮爬起来，穿上草鞋，背上斗笠，头扛小船，
载上鱼鹰，赶往河边。家乡的河如丝如缎，美丽丰饶，盛产鱼
虾，表舅每天一早下河打鱼，中午之前赶到市场上卖完，既辛
苦，
也满足。
打鱼的小船，
都是自制，
要用一片一片柏木拼接。刳木为舟，
剡木为楫，
这是黄皮肤人祖先的本事。不管造小船，
还是维修小船，
都需要木板拼接，
而拼接木板，
需要用铁钉去
“抓牢”
，
这种铁钉，
江
湖上的行话叫船钉子。船钉子不能自制，
只有铁匠铺能打造。
那年春天，
二十出头的表舅第一次维修小船，
也是第一次到
镇上的铁匠铺购买船钉子。那会儿铁匠铺生意都很火，一个小
小的镇子就有好几家铁匠铺，
而表舅要去的，
是口碑最好的曾家
铁铺。
表舅来到镇上，船钉子还没打造，眼球却被曾家铁铺的独
苗千金吸住。曾家千金漂亮，羞羞答答，对有古铜色皮肤的硬
朗表舅也很中意。二人眉目传情，被一旁火炉边打铁的曾师傅
看在了眼里。
曾师傅人好，就是不苟言笑，说来也有原因。自古以来，打
铁这门营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技艺传内不传外，传儿不
传女，很多铁匠铺子技艺都是世代相传。曾师傅无子，眼见无
人继承自己的手艺，便想着找一个配得上女儿、女儿又喜欢的
男儿入赘。刚好这个时候，表舅买船钉子找上门来，曾师傅一
见，
板着的面孔一下松弛下来。
要曾师傅同意这门婚事，表舅就必须入赘。我舅爷也不
傻，比起天天日晒雨淋，打铁是那个时代最能挣钱的一门营生，
同时儿子还白捡一个漂亮媳妇，
这是打起灯笼难找的好事。
就这样，
表舅入赘上门。第一天，
曾师傅就给他上了一课：
“千
百年来，
三百六十行里最苦的是打铁、
拉船、
磨豆腐。磨豆腐半夜三
更就起床，
辛苦忙碌也只能挣点糊口的小钱；
拉船的人天天行走在
急流恶滩，
稍不留意就喂了鱼；
而排在第一位的打铁，
高温火烤、
铁
花四溅，
一年四季围着火炉转，
三百六十五天没穿过一件完整的衣
服，
婆娘娃儿都可能不亲热你，
这样的日子，
你能忍吗？
”
表舅点点头，为了学一门技术，什么都能忍。表舅这一忍
就是十年，成了远近闻名的铁匠，每天早上铺子刚开门，外面就
有人排着队等着打锄头、菜刀、镰刀。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表舅家的铁匠铺月收入过千，
比当今月入过万的人还洋盘。
一转眼到了 90 年代中后期，打铁这门营生开始走下坡路，
很多铁匠铺收入直线下降，甚至悄悄关了门。表舅的儿子，也
就是我表弟，似乎早有远见，从懂事之日就拒绝接班，表舅也不
勉强，
最后把儿子培养进了大学。
多年后，学有所成的表弟回来看父亲，看见昔日红红火火
的生意已大不如从前，整个门店冷冷清清，偶尔有生意上门，那
一定是河边的小渔船需要船钉子搞维修。
表舅执意不肯关门，
每天守着他那半死不活的老铺子。80年
代月收入就过千，
二十多年后月收入还停留在过千，
收入不变，
性
子却慢慢变了，
变豁达了。表舅每天跑去和老邻居喝茶聊天下象
棋，
偶尔来了生意就跑回铺子一番忙碌，
脸上始终是乐呵呵的。
有一天，我们和表舅喝酒，喝得动情，表舅恋恋不舍地对表
弟说：
“ 我这里可能是这个小镇最后一家铁匠铺了，如果关了
门，这门行当就算彻底消失了。当年我娶了你妈，答应你外公
守着这门营生，只要还有人需要，哪怕小到一颗船钉子，我都会
一直守下去。世间万物，就这样此消彼长，像打铁、
榨油、
修面、
掏耳朵一样，都有衰落的时候。这些不怪，这就是时代。我要
做的事情，
就是守着铁匠铺子，
每天快快乐乐生活。
”
是的，表舅守着的不仅仅是一门产生不了多少经济价值的
老营生，更是华夏子孙千百年来赖以繁衍生息，具有崇高历史
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老手艺。表舅和许许多多老手艺人一样，值
得这个社会记录和尊重。

有时读书眼倦了，在小阳台看楼下球
场、
小路，期待发生奇迹，见到那调皮捣蛋
的小猫咪。有时突发奇想，会不会被哪家
人给带回家了……
陪伴几十天，看它逐渐长大，怨它不
辞而别——聊以自慰的是，比爱心人士多
的不只是接触。
直觉告诉我，
花仔还在。
内江花仔，
开始朝外跑。
第八周：各有千秋。
花仔消失，
留下念想。
这段时间，弄清了花仔的前世今生：
小区周边有几只成年猫，花仔应是它们的
家庭成员之一。
嫌弃，
重生，
是缘分。
惦记着，常回味往事：父亲疼爱花仔，
放军大衣里保暖；花仔不自在，挣扎着想
出来；父亲一扬手，赶紧缩回去——小猫
与老人，
画面温馨。
花仔大了，为情所困，跟小母猫跑了；
父 亲 气 病 了 ，找 遍 住 处 周 边 ，还 是 找 不
到。我们要买一只，
他说等待花仔回来。
猫通人性，
却有野性。
两只花仔，
各有千秋。
……
之所以惦记花仔，
是因为联想到父亲。
10 月 31 日，
晴空万里，
秋高气爽。
一墙之隔的小花园，我常来欣赏高
手舞太极剑。夕阳西下，微风拂面，惬意
自在。
突然，眼前一亮：三只小猫正在墙边
嬉戏打闹——其中那只身手敏捷的小猫，
分明就是花仔！
大叫一声：
“花仔！
”
当头棒喝，立竿见影：花仔停下来，歪
着头看我，似曾相识般摇尾，
“ 喵喵”两声
回应——长大了！
随后，
一跃而起，
立马消失。
我目瞪口呆，继而感慨不已：外面的
世界很精彩，里面的舒适很无奈！它在，
总算是放心了。
适者生存，
无拘无束。
这才是它的最好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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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岁月的火盆
□ 鲍海英
节气到了小雪大雪，冬天就渐渐变得凛冽起来。每年这个
时候，
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和我相依相偎的火盆。
我小时候，还没有空调和取暖器，到了冬天，日子特别难
熬，冷是最大的敌人，简直难以对付。那时老家的房子都是土
坯砌墙，且不灌缝，四面通风，窗户只有木格子，没有玻璃，连一
层纸也不糊。冬天，地里的庄稼收拾完了，土地也累得需要翻
个身休息了，季节就进入了隆冬。气温下降，户外活动受限，只
能猫在冰冷的房子里熬日子，深感时间特别漫长，难以打发，衣
薄身寒，
整天蜷缩着身子瑟瑟发抖。
那时候，为了在冬天取暖，家家户户都会在秋天用草和泥
做一个火盆，比普通脸盆大一些，很沉重，不易搬动。奶奶还健
在时，我家里就备了这样的火盆，到了特别冷的冬天，我总偎在
奶奶膝边，
紧贴火盆取暖。
在江淮地区，冬天室内比室外还冷，这印象终生难忘。由
于房屋没有排烟设施，火盆一点火，满屋子烟雾弥漫，呛人辣
眼，咳嗽加流泪，让人很狼狈。在火盆边烧火取暖，身体不太冷
了，但眼睛可遭罪了，有时不得不逃到外面，通通风、
透透气，打
几个响亮的喷嚏，
才好受点。
火盆虽然没有现在的空调和取暖器好，但冬天的火盆之于
我却是很大的诱惑，最有趣的是可以在烤火时，往火里投几粒
玉米、
豆子之类的杂粮，然后屏息听它们“嘭”的一声炸裂，溅飞
几点星火，溢出一缕五谷的香味，这算是我最开心快乐的时刻
了。那些豆类爆裂后，藏在火灰里，得以极快的速度拣出来，不
然马上就糊成一颗黑黑的炭粒。我是不怕小手被烧伤的，总能
迅速从火中抢出豆米花来。有时豆粒儿爆裂会崩得又高又远，
和我玩捉迷藏游戏，
但我总会以少有的耐心找到它们。
烧熟的豌豆粒儿、
玉米粒儿，被集合在碗里，舍不得一下子
吃完，
总是端在手中，
审视把玩，
仔细欣赏、
细嚼慢咽，
先吃小的，
后吃大的。这是冬天里火盆给我带来的快乐。一家人围着火盆
取暖，
看着我手忙脚乱地烧豆子拣豆子、
津津有味地吃豆子的样
子，
他们也短暂地忘记了寒冷和饥饿。特别是奶奶，
看我吃豆子
的模样，
总是慈祥地笑着，
仿佛我天生就是一个小馋鬼、
好吃精。
小时候的冬天，
好像比现在冷了许多。到了夜晚，
气温急剧
下降，
家中棉被又很单薄，
如果没有火盆，
常常会在夜晚冻醒。为
此，
每次睡觉前，
母亲总要将房间里的火盆检查一番，
看燃料是否
充足。有了火盆，
屋子里有了暖气，
我们常是一觉睡到天亮。
时代在发展，
如今家家都用空调、
取暖器，
火盆早就退出了历
史舞台。虽然过去了很多年，
但一到冬天，
我总想起小时候，
想起
曾经伴我度过漫长冬天的火盆，
想起从火盆里爆出的一颗颗喷着
香气的豌豆粒儿、
玉米粒儿。这火盆，
让我的童年多了一份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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