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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由来古，殷周已见传。但提
起重庆，人们首先想起的还是“江城”
和“山城”。这大抵是因为初识重庆
时，人们眼中所见到的，便是这座城
市的轮廓——隆起的山脉为骨架，奔
腾的江水为血脉，山环水绕、江峡相
拥。水添山色、山涨水势的山水之
美，便是这座城市留给人们的初印
象。

两江交汇地，巴渝文化昌。再看
重庆时，这里山高少原、水急路陡，生

产生活甚是不便，便会心生巴渝儿女
为何扎根于此的疑惑？大山的乏味、
江河的单调，看久了总有看厌的时候
吧？这里为何能成为巴渝文化的中
心？为何能凝聚人们对美好家园的
执念和向往？越是深入了解重庆，不
解越多。

2019年3月25日到8月8日，一
场轰轰烈烈的“晒文化·晒风景”活
动，席卷重庆，扬名全国。这一活动
既以“颜值”吸引人，更以“内涵”打
动人，不仅让自然风光走了出去，名
扬天下，也让历史文化活了起来，映
照古今。或许通过这个活动，我们
可以窥其一斑，找到可以释怀的答
案——

其实，“双晒”的过程何尝不是扮
靓风景、演绎文化的过程？如果没有
文化的旁白，三峡就只剩江峡相拥的

壮美，而没有醉人千古的诗篇；如果
没有文化的附注，巫山就只有孤零零
的云朵，而没有襄王神女的爱情；如
果没有文化的穿凿，涂山终将寂寂无
名，而没有候人兮猗的一声长叹……
正是一个个流传千古的故事演绎，我
们才能记得住巴清这样的奇女子，才
能记得住忠县的忠义故事、长寿的长
寿文化，才能回味起诗乡奉节的历史
风貌……如果没有文化作为的底色，
如果缺少历史咏叹的基调，我们如何
能够认识一个更加真实、更加丰满的
重庆？

古老的崖居，神秘的穴居，美丽
的吊脚楼……依山伴水，道法自然，
是生活的智慧，也是自然的哲学，是
千百年来巴渝儿女审美观的集中体
现。钓鱼城中的坚守、大轰炸下的不
屈、红岩精神里的坚定……铮铮铁

骨，顶天立地，是城市的秉性，也是重
庆的底蕴，是千百年来重庆人民价值
观的锤炼凝结。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水善利万物
而不争。面对外人的品读和不解，重
庆人总是淡然处之，不争不辩。“没有
什么事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
有，那就两顿。”仿佛一切分歧都不足
挂齿，正如火锅有鸳鸯，尽可“一锅
煮”，都付笑谈中。

这种开放包容的气质、包罗万象
的文化，正如那江汇百川的胸襟、合
流东进的情怀，让人深刻感受到——
千里为重，广大为庆，兼收并蓄，是为
重庆。

青山未孤，绿水有幸，“双晒”活
动无疑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重
庆这座城市。从初来重庆时，目之所
及，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走读重庆

后，文化勾连，山已不是那山，水已不
是那水；再到历经“双晒”，增广见闻，
发觉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只是人已
不一样了。

从只能看清朦胧的轮廓和粗壮
的枝干，到看清每一朵花、每一片叶
子，“双晒”活动让我们顿觉重庆文化
的肌理更加生动，重庆风景的“像素”
更加清晰。对于中外游客而言，“双
晒”所晒出的文化、风景正是打卡重
庆的必备清单、“按图索骥”的鉴赏指
南。可以说，“双晒”让重庆人更爱重
庆，让外地人更懂重庆。

“行千里·致广大”，当下的重庆
正是我们所追求的“诗”和“远方”！

因应山势、顺乎水文，是大自然
的美学；因应时势、以人为本，是发展
的哲学。从立体的城市公园，到升级
的公园城市，扮靓城市、美化乡村，改

善人居环境，是唱响“山水之城·美丽
之地”的题中之义，也是创造高品质
生活、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必然之
举。

“双晒”活动以山水美、城乡美、
人文美的“美美与共”，让更多的人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也让
重庆成为了无数人心向往之的理想
之城，成为人们择一地终老、诗意栖
居的美好家园。

当然，“双晒”带给我们的惊喜远
不止于此。“双晒”活动本身“收割”了
无数流量，其所践行的新发展理念必
将深入人心，所激发的文化自信亦将
荡漾开来，所凝聚的情感共鸣更将影
响深远。

相信接下来，各地会借势发力、
整合营销、优化服务，更好地融文化
于风景、合产业以发展，从而把各地
的风景、文化串珠成链，把外地的客
人、商人请进门来，继续打好“双晒”
活动的“下半场”，进而变现流量经
济，不断提升城市品质、促进乡村振
兴，不断满足百姓对高品质生活的美
好愿景。

携山水共舞 邀文化齐赏 饶思锐

【谁不说我家乡好】

我“进”皇华城，是在二十多年
前的一个秋天。彼时，我知道忠州
有一座皇华城，坐落在江中心，但
我并不知道它为什么叫“皇华
城”。要进这座“城”，唯一的方式
是坐船，一行人在江边等了大约一
个小时，一艘机动船从“城”中驶
出，载上我们横渡长江，向皇华城
驶去。

进得“城”来，辛勤耕作的农
人、朗朗读书的学童，鸡鸣狗吠的
田园风光，倒是让人心旷神怡，只
是仍不见“城”的模样。直至看到
一些石刻古墓，“城”的故事才从同
行的忠州文化人口中流淌出来
——却是有着惊人的分量！

原来皇华的“城”不但历史渊
源流长，而且内涵深厚动人。从南
宋赵禥到忠州为忠王，在岛上筑城
墙，建宫邸，迁咸淳府于此得名“皇
华城”；到咸淳府知府马堃与军使
包申坚守皇华城，与元军殊死搏
斗，以身殉国；再到破城后元军屠
城，皇华的“城”，在历史的惊涛骇

浪中书写着血染的风采，更记录着
忠州自巴蔓子以来“忠”文化的一
脉传承。

皇华的“城”镌刻着历史的血
脉，腥风血雨，刀光剑影。白驹过
隙，世外桃源的日子最终在现代忠
州这片热土上娴静下来。

然而，确实是不见“城”的模
样了。昔日雄伟的府衙、威武的
阅兵台、宽阔的校场坝、宽敞明亮
的宏文贡院早已经随风而去，修
筑城墙的砖石也被用来修造房屋
圈舍。岛上古城残墙犹存，有晚
清村落遗址及宋、元、明、清古墓
群。皇华城城东保江岩尚有宋代
题刻“保江处”三字及明清石刻多
处。“城”，虽然不见，但那历史烟
尘里的风起云涌，却似仍然在眼
前，让你脑海里生出腥风血雨的
英雄场景。

我上皇华岛是在近年一个迷
恋春天的五月。此时岛上的居民
早已移民搬迁，皇华岛已纳入湿地
保护，真正变成了“岛”——我以
为，没人居住的“皇华城”应该变成
了自然生态下的“皇华岛”。

五月的早晨，薄雾锁江，三峡

蓄水后的江面开阔平静，登上渡
船，我们逆水而上。将近皇华岛，
一幅浩瀚的水墨画展现在眼前：水
天一色间，皇华岛头顶一片青绿浮
在平湖之上，四周云雾茫茫，如梦
如幻，让你不由得赞叹——好一个
人间仙境！

其实，皇华岛也被叫着“江中
仙岛”，传说远古众仙下凡，行遍寰
宇，唯见此岛经滔滔长江千百年的
涤荡，成就凡间最为洁净之地，众
仙便将此岛作为行宫，把她点化得
如诗如画。故此人们也称皇华岛
为“仙居岛”。

渐行渐近，皇华岛的全貌越来
越清晰，依水而垂的陡峭悬崖，颇
有一种巍峨的气势。岛上浓密的
植被、江边消落带厚厚的地衣，依
地势勾画着神态各异的绿色“盆
景”，真是美不胜收。

上得岛来，明显感觉岛上的
植被比二十多年前厚实了很多。
穿林而过，密实的荒草、高大的树
木、厚厚的枯叶，让你感受到大自
然的空灵，似乎我们谈话的声音
都透着某种清亮。这一片天地在
阳光下透着野性的纯净与妩媚。

岛上窄窄的水泥路和石板路还没
有被风雨全部抹去，水塘和水井
也不经意间冒了出来，居民曾经
耕种过的田地依稀可辩。而岛上
的府衙门、古城墙等许多古迹和
鸡公岭、象鼻子等自然景点，虽然
形迹模糊，却被人们一直津津乐
道。这一切的一切那么清晰地记
录着皇华岛的过去，也记录着一
段历史的进程。

皇华的岛，是去城之后记录
历史的回归，那一片天地，终究是
要回归大自然的，它终究会似金
庸笔下的“桃花岛”：“岛上郁郁葱
葱，端的是繁花似锦，花树之间既
无白墙黑瓦,亦无炊烟犬吠。”而
这种景象，如今以独特的湿地公
园的方式展现给后人，让皇华岛
厚重的文化底蕴、丰富的自然景
观永不消失。

无论“城”的退化还是“岛”的
变迁，我们都能深深地感受到在
忠州这片热土上，一代又一代的
忠州人，用自己的勤劳朴实和博
大胸怀，把一个“城”与“岛”的前
世今生写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

“忠”字。

皇华城与岛的变迁 倪红艳

虽然未曾与老叶谋面，但我还
是一眼就在人群中认出了他——
矮小瘦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
多。

老叶是我们科室乔科长的帮
扶对象，每个季度，乔科长至少要
去他家走访慰问一次，跟镇、村干
部一起开展帮扶活动。他经常跟
我们讲帮扶对象的情况，有时还会
在工作微信群里发一些活动照
片。我于是记下了老叶这个人。

说好我们要一起参加村里的
民情联系院坝会的，由于路上遭遇
堵车，我们到场时，会议已经接近
尾声，镇党委杨副书记正在讲话。
讲话结束后，他留了些时间给村
民，当场答疑解惑。

散会后，按照事先的安排，老
叶就带着杨副书记、乔科长、村里
的专干小文和我往他家走。走过
短短一条土路，便是宽阔的柏油公
路。我们巴南的这条乡村公路上
车子不多，大家并排着走，这样好
说话。

老叶跟区、镇、村的帮扶人都
已非常熟络，只是不认识我。乔科
长告诉他，从今天开始，我也加入
帮扶他的队伍，配合镇、村干部一
起帮助他脱贫。他听了非常高兴。

老叶说，他想要养一头母羊。
今年初，杨副书记和乔科长、小文
他们送了他一头公羊。

“喂一公一母，可以下崽崽，我
今后养羊就不用花钱买小羊儿！”
刚得到杨副书记的肯定，他又说：

“我还要养鸡，土鸡……”“要得，要
得！”对于老叶的要求，杨副书记照
单全收。他说：“老叶，你只管负责
喂养就是，羊子喂大了我们上门来
收，你要卖鸡呀、鸡蛋呀，我们也上
门来收。”

通往老叶家的水泥便道两边，
到处是绿油油的蔬菜。他把他种
的菜指给我们看，窝笋、萝卜、白
菜、菠菜……

老叶的家是一栋石砖房，一楼
一底，并非我想像中的贫困户的样
子。

当然，我也清楚，这座房子是
他和两个弟弟共有。两个弟弟都
在镇上买了房子，搬到镇上居住。
他实际上成了这座大房子唯一的
主人。

阶檐堆放着红苕，院坝一角散
乱地放着一堆红苕藤，剁猪草的板
子、刀子横在一侧，随时待命的样
子。院坝中间摆了一张小桌子。
杨副书记招呼我们围坐在桌子边，
商量今后的帮扶计划。

我是第一次来，一切听他们的
安排。我调到现在的单位时，同事
们一个萝卜一个坑，都有自己的扶
贫对象。乔科长算是任务较重的，
有几个帮扶对象，最近单位才安排
我协助他帮扶老叶。

这个老叶，最初可是令杨副书
记、乔科长他们伤透了脑筋。家里
兄弟三人，两个弟弟都靠双手致了
富，唯他不思进取，不想做事，有多
少吃多少，从无节余。实在没办法
了，他就去两个弟弟家讨要。日子
长了，弟弟和弟媳明里暗里就有些
嫌弃他。

刚开始的时候，杨副书记他们
每次去走访，都要给他送钱送物。
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在总结工作
时，才发现他还在原地踏步，情况
根本没有转变，每次都眼巴巴地盼
望着区里、镇里的干部给他送东西
去。

这样可不是个办法。几位帮
扶人于是坐下来，商量解决办法。
办法其实很简单，关键是要看他本
人是否愿意。

为了激发老叶的干劲，杨副书
记他们可谓费尽苦心。他们鼓励
老叶向弟弟和周围的人学习，勤劳
致富。他们让老叶明白，一个人不
立志，亲兄弟都不喜欢。他们还跟
老叶的亲人联系，希望他们引导带
动他，让他从内心树立起想要去除
穷根的思想。

几个帮扶人的手机通讯录里，
跟老叶有关的电话号码就存了一
串：老叶的二兄弟、老叶的二兄弟
媳妇、老叶的幺兄弟、老叶的幺兄
弟媳妇……按杨副书记的建议，我
也记下了这长长一串电话号码。

慢慢地，老叶的生活有了变
化。杂草丛生的菜地，被他清理出
来，种上了各种蔬菜；空空如也的
院坝，有了鸡鸭的欢腾；每天早中
晚，屋顶上空开始有炊烟升起。

自从老叶的两个兄弟搬走后，
这个农家小院一度曾经像个空宅，
死气沉沉。现在，宅子仿佛又活过
来了。原来那个一天到晚病恹恹
的老叶，也忽然焕发出活力。

好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杨副书
记在街上看到老叶孱弱的样子，曾
经对他一个弟媳妇说：可能你大伯

子哥撑不到过年了。没想到，当他
热爱上劳动之后，那些症状居然不
治而愈。

他把我们带到他家的猪圈屋，
门打开，我看到了几间石头砌的猪
圈，想来应该是以前他的两个弟弟
修的。

一间猪圈里，养了两头猪。猪
听到响动，从地上爬起来，白毛红
皮，毛色光滑油亮。“都是喂苞谷、
红苕，没有喂过一颗饲料。”我想起
了他家院坝里的红苕藤和阶檐下
的红苕，原来都是猪的口粮。

他告诉我们，这两头正宗的粮
食猪，好多人想要买，但早就有主
了，两个弟弟要来买去过年。这两
头肥猪应该要卖好几千块吧。

他指着旁边一间猪圈说，晚上
他把羊子牵回来，就关在那间圈。
他又带着我们去看他养的羊子。

在他家不远处，一块新挖的红
苕地边上，长满了嫩绿的野草，他
的羊子吃饱了，正卧在草地上。绿
底衬托着一朵白花，让我想起了一
幅宣传画。

见我们来了，羊子“咩咩”叫了
几声，像在打招呼。老叶钻进草
地，把羊子牵出来让我们看。不等
他提起，杨副书记就说：我们回去
就想办法帮你联系一头母羊，到时
候给你送来。

离开的时候，老叶坚持要把我
们送到公路上。车子都发动了，他
还不肯回去。

我们的车子走了一段，我从后
视镜里看到，他还在公路上向我们
挥手。个子还是那么矮小瘦弱，但
是，却显得很有精神。

老叶变了 周玉祥

重庆曾是抗战时期的首都，当年
的大厨们云集在这里，菜品推陈出新，
菜式丰富多样，有许多美食流传下来，
分散在巴渝大地上。

雄队是我遇见的最热忱的文保志
愿者之一，每到周末，他就会带领大家
探寻这座城市的人文胜景。一天，他
说带我们寻访北碚公园、老舍故居、卢
作孚纪念馆，最后一站是到兼善餐厅
吃兼善三绝。

一路上，我浮想联翩。据说抗战
时期老舍寓居北碚时，最喜吃兼善汤，
吃了兼善汤的老舍文思泉涌，《四世同
堂》就这么创作出来了。

我们一行人穿行在北碚的街巷
里，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兼善餐
厅。红色的“兼善”二字耀眼地挂在
门楣上，门旁的大理石上刻印着孟
子语录：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

兼善餐厅是重庆老字号，1930
年由实业家卢作孚创办。我们走进
这座具有现代气息，但灵魂古老的餐
厅，询问前台“现在可以吃兼善三绝
吗？”前台回答：“可以吃，但是师傅在
休息，要等到他 5点上班后才能吃
到。”

美好的食物和美好的情感一样，
值得我们去等待。于是我们一行人在
餐厅旁游荡，终于熬到5点过，我们便
迫不及待地围坐在圆桌前。

兼善包子先端了上来了，圆润饱
满的样子，包子小口微张着，像婴儿稚

嫩的唇。心急的人三两下就把包子吃
进肚，我则小小地咬一口，细细品味，
仿佛我吃的是《西游记》中的人参果。
其口感属于酱肉包子那类，咸甜味的，
馅里还有切碎的马蹄和火腿，这是江
南包子的做法。

包子吃完，望眼欲穿了一会儿，兼
善面才端上来，蛋黄色的面条配上翠
绿的菠菜，让人看了很有食欲。

兼善面是用面粉、老南瓜泥、鸡蛋
搅拌成的面团手工制作，面汤是清澈
见底的鸡汤，上面点缀着鸡肉丝和葱
花，小小的一碗。兼善面是兼善餐厅
的招牌，被誉为“中华名小吃”，面条吃
起滑滑的，软软的，吃完后像听了一首
老歌，有微微的回味。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兼善汤是用
白色的茶盅端上来的，酱红色的汤
汁里“兼善”了很多食物：香菇、海
参、鱿鱼丝、粉丝、蛋花、菜心、木耳
等。喝一口，香醋的酸爽和胡椒的
辛辣在汤里相逢，真是特别开胃。
兼善汤其实就是北方胡辣汤的改良
品，被创意性地加进了海鲜，老舍是
北京人，当然喜欢吃这北方风味十
足的兼善汤了。

兼善三绝的产生和流传是有一定
历史背景的，抗战时期，南来北往的人
汇集重庆，这兼善三绝即融合了天南
地北之味。

兼善三绝蕴含着兼善文化，兼善
餐厅的创办人卢作孚就是一位“兼善
之人”。兼善三绝，是具有北碚城市精
神与人文情怀的三道小吃；兼善文化，
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
富。

在北碚吃兼善三绝 钱昀

【脱贫攻坚在路上】

【烟火山城】

《宝顶山卧佛》 国画 刁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