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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隆昌的双凤驿出发，沿着成渝东大路一
路西行，就进入内江境内。

史料记载，在内江，古人先经过石梯铺、
椑木镇，接着从椑木渡渡过沱江，进入内江城
里休息。翌日，他们经丛林铺、史家街等地
后，到达资中，接着在唐明渡二渡沱江，再经

过两路口、五里店、跳蹬铺等地，进入资阳地
界。

内江、资中的这段成渝古驿道长度约为110
公里。作为东大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自古以
来，这段古驿道不仅非常繁华，还涌现出了骆成
骧、张大千等多位文化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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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支持：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重走成渝古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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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就看到

沱江边的张大千美术馆。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资中县两路口的高培谷德政坊。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椑木渡。
内江市市中区党史研究室供图

椑木镇玉屏老街。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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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腹心成渝腹心””内江内江
大千情系唐明渡大千情系唐明渡 资州文风甲川南资州文风甲川南

□本报记者 黄琪奥

椑木镇椑木镇
因糖而兴最富有

6月29日，记者一行从隆昌双凤镇出
发，驱车沿321国道继续前行，大约10分钟
后，来到素有“蓉城第一关”之称的内江市
椑木镇。

在巴蜀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郭小智的
带领下，记者一行步行约500米，到达椑木
镇上的玉屏老街。此时，已临近中午，路边
的饭馆飘来饭菜的香味，让整条老街充满
了烟火气。

“作为成渝之间重要的交通枢纽，椑木
镇自古就非常繁华，镇内的椑木渡也是成
渝东大路的三大渡口之一。”郭小智告诉记
者，尤其是在清末民初，这里的繁华达到了
顶峰。1916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
地部的成都华阳人张大鉌在其所著的《巴
蜀旅程谈》中就写道：“隆昌至内江途中，以
椑木镇为最富。”

椑木镇为何会如此富庶？“主要是因为
蔗糖。”郭小智表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内江自唐代以
来就有制作蔗糖的传统。1709年，来自福
建的商人曾达一把福建的甘蔗引入到内
江，更是把内江糖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高
峰。史料记载，清末民初，内江就拥有糖房
1400余家、漏棚1000余家，甘蔗种植面积
达22.2万余亩，年产糖总量占四川省总产
量的比例达70%，占全国产量的比例也达
46.7%，内江因此被称为“甜城”。

作为内江的东南门户，椑木的制糖业
同样也非常发达，是内江重要的甘蔗产
地。当代著名蔗糖研究学者陈祥云在他的
专著《蔗糖经济与城市发展：以四川内江为
中心的研究》中写道：“椑木镇，因糖而兴，
成为工商繁荣之区。”

新中国成立后，椑木镇的糖业发展更是
走上了快车道。1956年，我国第一座自主设
计、制作、安装的现代化糖厂——内江糖厂落
户椑木，把椑木的糖业发展推向了顶峰。

穿过玉屏老街，记者来到沱江边，当年闹
热的渡口早已消失。上世纪50年代通车的
成渝铁路就在渡口不远处，不时传来火车的
轰鸣声，似乎在提醒人们椑木曾经的繁华。

“和其他成渝东大路上的古镇一样，椑
木镇同样期待着涅槃。”同行的内江市市中
区政协文史委工作人员刘玉江表示，内江未
来不仅会进一步加大“大千故里·甜城之心”
城市品牌宣传营销力度，还会因地制宜，把
椑木、龙门等传统蔗糖生产区打造为糖业文
化小镇，通过举办展览、打造特色街区等方
式，让更多游客了解该地的历史文化。

史家街史家街
东大路上的烽火传奇

离开椑木镇，约半小时后，记者来到了

内江市市中区史家镇（旧时的史家街）。
《四川省内江县地名录》记载：“史家街

原名史家铺，属安仁驿管辖。后废铺改场，
更名史家街。”

刘玉江介绍，作为成渝东大路上的重
要铺塘，旧时，古人在离开内江城后，通常
会在史家街短暂歇息，喝口茶水后，再继续
前往资中。

由于缺乏史料，史家街过去的模样已
不可考。但在1911年，这里却发生了一件
大事。

1911年11月25日，史家街的一间民
房内，一场秘密会议正在召开。一群身着
戎装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讨论着下一步行
动计划。

“我认为，不杀端方就不能取信于川
人。”一位年轻人站起来大声说道。他的观
点很快得到大家的认同，经过一个通宵的
讨论，这群年轻的军人决定，刺杀端方于四
川，并当场剪辫为誓。

“这名发言的年轻人，就是当时蜀军政
府的代表田智亮。其余参会的军人则是跟
随时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入川的
湖北新军。”刘玉江说，原来，当年6月，四川
保路运动爆发，清政府任命端方为川汉粤
汉铁路督办大臣，带领湖北新军进川镇
压。但端方的部队离开湖北没多久，武昌
起义爆发，湖北新军进退维谷。

11月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时
任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派田智亮率领士兵
前往资州（今内江市资中县），以促成湖北
新军就地起义。25日，田智亮来到内江后，
就在史家街与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展开
密谈，决定尽快刺杀端方。

这场密谈之后的第三天，端方和弟弟
端锦被刺杀于资州。“端方兄弟的死亡，无
疑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转折点。”刘玉江说，
端方死后的第二天，吴玉章就发动内江起
义，宣布内江独立。史家街的这场会议所
作出的决定，不仅有力助推了成都独立，还
巩固了重庆的新生政权，进而加速了清王
朝的灭亡。

这场会议只是内江有识之士积极参与
辛亥革命的一个缩影。内江先后涌现出
以阮甸韩、黄复生、喻培伦为代表的一大
批爱国青年，为推翻满清政府贡献了力
量。

唐明渡唐明渡
张大千心中的乡愁

结束史家街的采访后，记者一行驱车
沿321国道继续前往资中县。大约40分钟
后，一座白色的高塔映入记者眼帘。“这就
是大名鼎鼎的三元塔，唐明渡就在它的下
方。”同行的内江市资中县地方文史专家宋
国英介绍。

根据光绪年间所著的《资州直隶州志》
记载：“唐明渡，在州东十里，相传唐明皇幸
蜀憩此，旧系官渡，嘉庆八年，州贡生钟盛
前后施田一百余亩以作渡费……”

和椑木渡一样，唐明渡也是东大路上

的重要渡口。旧时古人沿东大路从内江
前往资州时，会在唐明渡附近的老街短暂
休息，再从唐明渡渡过沱江，继续前行。

“唐明渡过去也很闹热。”宋国英说，史
料记载，唐明渡附近的老街设有旅栈、饭
馆、茶园、酒肆、杂货店等。

“我爷爷曾经于民国初年在唐明渡开
过客栈。在他的记忆里，那时的唐明渡长
期停靠着五六十艘船，老街上除了有茶馆、
旅店外，还有三座牌坊。”家住唐明渡附近、
今年72岁的张国文对记者说。

值得一提的是，唐明渡还是资中古八
景之一“古渡春波”的所在地。

古时，每逢春天来临，唐明渡一带的江
面总是波光粼粼，这样的景象搭配着两岸
青山以及古寺古塔，让人如临蓬莱仙境，故
得名“古渡春波”。

古道加上古景，让唐明渡颇受文人
墨客的青睐。宋代担任资州太守的郑钢
用“获此一段奇，欣然惬微尚。欲去兴未
阑，行行重回望”的诗句，生动反映了唐明
渡周围的人文景观；明代诗人夏宏在游历
唐明渡后，挥笔写下了“遥望岷山玉垒
东，渡头春涨日初融”的诗句，赞美这里
的美景。

出生于内江的国画大师张大千也对故
乡情有独钟。1956年张大千寓居法国巴黎
时创作的《资中八胜图》就把唐明渡画入其
中，他还在题跋中写道：“……俗称唐明渡，
相传明皇入蜀尝过此也，在郡城东南十里，
为成渝孔道……”

2012年，位于内江市东林区的张大千
美术馆落成，馆内就展出有《资中八胜图》
（复制品）。

如今的唐明渡是什么模样？记者沿着
三元塔附近的石板路，一路拾级而下，来到
唐明渡，放眼望去，整个渡口野草蓬生，乱
石堆岸，早已没有当年古渡的印迹。

随着成渝公路的建成、成渝铁路和成
渝高速公路的陆续通车，唐明渡彻底退出
了历史舞台。

所幸的是，根据最新规划，资中县将
投入2.5亿元，对唐明渡沿线进行整体开
发，兴建总面积约400亩的唐明渡湿地公
园，打造自然驳岸、休闲栈道、水生植物、
骑游步道等设施，让唐明渡再度绽放光
彩。

两路口两路口
德政坊背后的浓郁学风

离开唐明渡，记者一行先后穿过成渝
街、归沙路后，来到资中县中医医院。随
后，记者步行拐下大道，沿小路前行约100
米后，看到一座青石牌坊。

“这里是成渝东大路上的另一个重要
节点——两路口。”宋国英介绍，古时成渝
东大路与另一条通往安岳的古驿道在此交
汇，这座牌坊就是修建于清光绪十三年
（1887年）的高培谷德政坊。

这座牌坊修建的目的，是为了纪念当
时担任资州知州的高培谷。史料记载，高
培谷曾先后担任资州知州12年，他不仅勤

政爱民，为官清廉，还兴修水利，励精图治，
让资州的经济得以发展。

宋国英说：“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高培
谷还有另一个身份，那便是清代状元骆成
骧的恩师。”

原来，高培谷自光绪七年（1881 年）担
任资州知州后，就非常重视教育。彼时，资
州城内原有一所道光年间修建的栖云书
院。高培谷与资州学正包弼臣商议后，主
动拿出俸禄，把栖云书院改建为艺风书院，
并聘请宋育仁、廖平、吴之英、杨锐等知名
学者来书院担任教师。

翌年，高培谷在主持童子试时，看到了
时年17岁的骆成骧（资中舒家桥七里沟人）
写的文章，被其才华所折服。没等考试结
束，他就已决定把骆成骧列为第一名。

考试结束后，高培谷才得知骆成骧家
境贫寒，大部分知识都是由父亲教授，不由
大为称赞。于是，他不仅让骆成骧到艺风
书院就读，还重礼特聘骆父骆文廷到资州
任教。一年后，他又保送骆成骧到成都尊
经学院深造，为其后来高中状元打下了基
础。

“高培谷和骆成骧故事的背后，体现了
彼时资中对于教育的重视。”宋国英说，史
料记载，清代末年，资州的书院达11所之
多，为全省之冠。仅资州古城内就有珠江
书院、艺风书院、凤鸣书院、火烽书院等4所
书院。

由于高培谷励精图治，大力兴办教
育，大胆改革文风，致使当时资州“文风甲
川南”（见《资中县续修资州志》）。自光绪
十五年到二十一年的七年间，资州就有五
人连登进士第。出现了“文状元（骆成骧）、
武榜眼（徐海波）、一文二武三进士”连登科
甲的佳话，传颂全川。

目前资中已和西南大学达成协议，深
度挖掘资中教育资源，更好融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资中还将与重庆大足、荣昌
等渝西川东县（区）签订旅游联盟合作框架
协议，把罗泉古镇、沱江新画廊等景点纳入
重庆周边旅游圈总体规划，融入川渝旅游
环线。

“成渝腹心，重要节点”道尽内江地
利。面对国家战略机遇，内江加快建设成
渝发展主轴重要节点城市和成渝特大城市
功能配套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内江市争
取纳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的重大工程项目 279 个，总投资预计
6753.97亿元。今年3月以来，内江就与荣
昌、大足等地互访并签署合作协议，内江至
大足高速公路等项目即将上马。

（巴蜀古代建筑博物馆对本文亦有贡
献。地图资料来源：成都地图出版社。）

内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