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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建在水的岸边，并且是一条大水——
长江。

沿江有一条宽敞的路，叫江滩，恋爱中的
武汉人都在江滩上散过步。夜幕的深处，长江
水无声地流着，它的对面是武昌，武昌城的繁
华折射在江面上。江面有船走过，能听到江水
对堤岸的抚摸，长江就在脚下，脚能触摸到的
地方，就是力量起始的地方。

武汉原来是个镇，叫江夏，现在没有镇的
影子了。江夏后来叫汉口。“汉口”这个叫法是
有来历的。因为江夏在汉水、长江交汇之处。
水上交通，古时多么重要。

水上码头，它容纳往来船只停靠，收留来
自四方八面的行者。码头像兄弟一样对待它的
宾客。

长堤街、汉正街、花楼街这些有意思的街
道，江夏时就开始相继建成。当时，走水路来
江夏做生意的，大部分是本省商人；外来客商
中，要算陕西的最多。因为，江夏是汉水流入
长江的地方，而汉水的发源地又正好在陕西。
当时在他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要做生
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顺着汉水往下
走，生意兴隆算汉口。”

陕西人把江夏叫汉口。
一条水肥沃了庄稼的长势和商人的口袋。
一条水默默地流着，流着阴晴不定、水光

潋滟下的沉年往事。对于从前热闹的追忆，文
字有大量的记载。

当汉水从龟山南边注入长江，到明成化年
间，其主流则从龟山北的集家嘴注入长江，汉
水改道后的低洼荒洲地带，至清嘉庆年间发展
成为与河南朱仙、江西景德、广东佛山并称四
大名镇的汉口。不过民间的汉口似乎就只指武
汉？或只是我的印象。

长江之水从古至今泛着金色的光芒。
很小的时候，折一只纸船，船上燃半截蜡

烛，轻放在有水的河上，潺潺的溪流带着纸船
上的灯光走向远方。我好奇地问我娘，水也有
重量，能托得动船吗？

我娘说：“船底长着脚，水是一条路。”
“水明明是水，不是一条路呀？”
我娘答：“水叫水路。沿着水走能找见宝

藏。”
“水路有多长？”
我娘答：“像黄河长江一样长。”

“可船有走不动的时候呀？”
我娘答：“走不动时就歇在古渡滩头，落脚

在那里生儿育女。”
长大后，知道古渡滩头是被水夯实过多少

遍的地方，水肥沃了码头的历史。
我在沿江大道上走着，夜色流岚，对面的

建筑生机一片。那些建筑成为武汉的城市地
标，衡量着这座城市的文明、繁华和气度。

曾经，地标建筑中住着漂泊江湖的人。
在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中段，江汉路以

北、麻阳街太古下码头以南、中山大道东南的
滨江地段，长约2.2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哥特
式、洛可可式、巴洛克式等欧式建筑一应俱
全。世界上没有离开水可以活着的生命，没有。

水从不返回，水的母性如大地一样是万物
的种源，搁浅在武汉的江湖，是时代的风云，
它映照出中国社会与政治、宗教、民俗等宏大
主题的天光云影。

这些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汉口租

界的遗存，按地理方位从西南向东北排列，分
别为英、俄、法、德、日5国租界。

历史的细节，犹如历史枝干上摇曳而繁茂
的花花叶叶，使后来者如我这样对此有兴趣而
又知之甚少的好奇者，好像看到了历史的细微
表情和时代的真切面容，而这样的表情和面容
是我们阅读各种历史教材无法看到的。汉口租
界的数量仅次于天津，居全国第二位，面积仅
次于上海、天津，居全国第三位，其影响力位
列内地各外国租界之首。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历史。对武汉而
言，它的码头文化是其历史中重要的一笔。

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法马江
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当“强掳由海上来
时”，他们不是通过海上的炮舰，而是通过长江
航运，将一个“亚洲内陆市场”纳入帝国的旧
梦。

过去的武汉租界其实是设在中国的帝国主
义政府。汉口开埠后，各国洋行及轮船公司于
租界内外相继修筑轮船码头。1863 年，英国宝
顺洋行在英租界宝顺街建宝顺栈五码头，为汉
口港首座轮船码头。1871 年，俄国顺丰洋行在
俄租界列尔宾街 （今兰陵路） 建顺丰砖茶码
头，专供汉茶出口外运。辛亥革命前，汉口沿
江一带深水港几乎全为外商码头占据。这些码
头的背后便是富人居住的租界，他们在此风花
雪月。在他们的租界上，外国人不是外来人，
而是武汉的一个特殊阶层，也是一个摩登的阶
层。

从沿江大道看步行街，江汉关、日清银行
相峙左右。作为武汉近代标志性建筑，江汉关
庄重典雅的古典风格，从石材的色泽里，从科
林斯柱精致的毛莨叶中，浓浓地散发开来。

从租界的建筑里，我依然能够看到租界与
租界互相攀比，它们豪华、气派、舒适、美
观，它们遗世独立，成为光阴遗留在这座城市
独有的风景。它们背后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历
史早已烟消云散，如今，这些建筑让我了解武
汉的从前，码头的从前。

今天的武汉，每一座老房子都有它自己的
故事，承载着繁华的旧梦。徜徉在江汉路，台
湾银行、上海银行、大清银行，石头建成的楼
房，花饰精巧，线型曲美，繁复整饬，可谓奇
妙绝伦。

熟悉江汉路的老人说，江汉路是武汉 20 世
纪建筑的博物馆，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复制。

若干年前，我从女作家池莉的小说中阅读
过汉正街。历史悠久的汉正街是汉口最古老的
一条街道之一，据 《夏口县志》 等书记载，这
条街迄今为止已有 500 年历史。早在明万历年
间，汉正街就已形成市镇，这里沿江从西至
东，出现了宗三庙、杨家河、武圣庙、老官庙
和集家嘴等众多的码头，为商埠吞吐，集散物
资。

由于水上交通便利，沿街店铺行栈日益增
多，贸易往来频繁。到清康熙、乾隆经济发展
鼎盛时期，汉正街已成为“汉口之正街”。乾隆
四年 （1739年），汉正街修起条石路面。同治三
年 （1864年），郡守钟谦钧在此主持修建了万安
巷等新码头。从此，汉正街更是商贾云集，交
易兴盛，市场繁荣。被称为“江湖连接，无地
不通，一舟出门，万里唯意”，吸引了四方商
旅，八方游客，热闹繁华，盛极一时。

于是，本省荆州、孝感各县，外地山西、
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人
口纷纷迁入。正如清代汉阳人徐远志的 《汉口
竹枝词》所云：“石镇街道土镇坡，八码头临一
带河；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眼
前的汉正街，游客和商贩整日把它挤得水泄不
通，它养育了多少代人！虽然它备受摧残的容
颜与那些寂寞的老建筑相比形成了两种境界，
也许正是它那柴烟的气息养育了红尘男女的幸
福。

情随事迁，心由物转，江汉平原让我感受
到和历史靠拢的亲近。凭借文化意象的导引，
走进武汉，有感于世人喊武汉是大码头，真个
是人间有方圆。我喜欢武汉的万国建筑，这些
建筑让我看到了幽深曲折。

建筑是城市的雕塑群，比如“武汉警察博
物馆”，说它是一部大书，实在不为过。警察博
物馆的建筑风格为西洋古典式，建于 20 世纪
初，灰调中有一种压得住繁华的正气，门头上
的“武汉警察博物馆”更是体现了警察是和平
年代捍卫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宁的坚实后盾，合
体的建筑本身就是一件文物。

灿烂之极归于平淡，逝者如斯，来者如
斯，光阴夹击着每一个自信忙碌或无所事事的
人，时间带来什么，但同样能带走很多。

文化借助老建筑就地生根，让你好好享受
武汉的码头文化。武汉还有一群民间艺人，他
们是武汉夜晚的歌手，他们在市民的饭桌上怀
抱吉他，制造出悦耳、智慧而富有冥想气质的
情调。

小小的鲤鱼红红的腮，
上江游到下江来，
上江吃的金丝草，
下江吃的水青苔，
金的金丝草，
水的水青苔，
不为这些好朋友我不到这地方来。
那些老建筑，那些民间歌手，看起来和听

起来都很有岁月感，忽而又感到了天涯咫尺的
惊艳。

五千年的历史，
五千年的文化。
五千年的家国，
五千年的中华！
波澜壮阔，雄姿英发，
如大河奔流，大河奔流……

古老的民族，
生生不息的国家。
延续多年的梦想，
振兴中华，复兴华夏！
气势磅礴，生机勃发！
如大河奔流，大河奔流！

在鲜艳红旗下，
队伍从井冈山出发！
披荆斩棘，坚韧不拔！
镰刀和铁锤，开辟新天下。
建我中华！
如大河奔流！大河奔流！

新时代的道路，
领袖指引，人民奋发，
气象万千，满天朝霞！
携手并肩，共建国家，
天光正好，崛起中华！
如大河奔流！大河奔流！

冬 天
阳光直接穿透
整个冬季的内脏
攀枝花的城府有多深
夜晚火炉般温暖又亮堂

金沙江的风
像婷婷的女子
婉转且体贴
花城有了冬天的面子
水的深度
早晚感知温凉

这阳光锻打的山川
朝霞抹遍赤铜的峰梁
一弯接一弯的江河
泛耀镜光
红花缀挂原野
绿茵漫上山岗

北京的兄弟告诉我说
出门始终在零下游荡

抓两把阳光抛去
他们泛起醉意：

“冬天和攀枝花的阳光撞个怀，
有花的芬芳
果的甜香！”

苏 铁
“铁树开花马长角”
爷爷奶奶曾说
或许爷爷的爷爷
奶奶的奶奶
也是这样说

那时的他们不知道
攀枝花在何处
攀枝花铁树是啥样

从汗血宝马到滇马
不论席卷欧亚大陆的征伐
还是贯通茶马古道的蹄声
马怎样奔跑
角都隐藏在皮毛深处
纵使河水倒流
时空开叉

爷爷奶奶不明白
深山的古渡口
一夜间火树银花
英雄树
花红叶大
新开了天地

在山巅 在谷底
摇曳凤凰的羽翼
撩拨二亿八千万年的情绪
雄铁树炬指苍穹
雌铁树纺锤相依
三月春风牵衣
五月细雨净体
年年如约花期
这是爷爷奶奶终去
也解不开的秘境之地

503地下电厂
尖山腹中的事
备战备荒的隐语

数字是攀枝花的地标
像草丛中的花朵一样
开放得意味深长

“503”
山中的密语
一座地下战备电厂
半个世纪的风雨雷电
照亮着自信的铁和钢

追梦人的和平之曲唱响
“503，归仓！”
清点文物
花开别样

30多年前，我在南方某个小城生活。那时
上小学，我家附近一条小街道上，紧挨着路口
的道边儿有一个馄饨摊子。每天早晨母亲在送
我上学的路上，都要带我去那里吃一碗馄饨。

卖馄饨的是一对年轻夫妻，男人煮汤、下
馄饨、配料，女人包馄饨。女人的手极快，包
好的馄饨在一个小圆盘里一个个站得整齐又精

神。滚开的汤里永远有两只滚动的大棒骨和十
几只香菇。馄饨下进锅里煮的时候，男人开
始配料：先在碗底铺上一层洗净发好的紫
菜、一小撮切得整齐的姜丝、拳头大的一片西
红柿，洒上一小撮细盐、味精，撮上十几粒小
葱碎，最后淋上几滴芝麻油。把这些做完，锅
里的馄饨也就漂起来了。男人左手用漏勺将馄
饨捞进碗里，右手紧接着将一大勺滚烫的汤浇
下，黄的绿的白的紫的红的一碗，热气腾腾，
香气扑鼻。这时候男人就会对女人轻声说：阿
宝，来——

女人笑嘻嘻地说一声：好哩。便将手在围
裙上擦擦，双手将冒着热气的碗捧起，递到客
人面前，说：请。

一碗馄饨 9 只，大小一致，个头均匀，一
只只胖乎乎的，在碗里起伏。

男人的个子不高，背有点驼。女人的个子
更矮，大约只到男人胸口，听说是幼年时患
病，之后就再也没有长高。但这些都不影响他
们的营生。他们的馄饨，永远是那么鲜香，热
乎。

馄饨里的肉是新鲜的，煮汤的棒骨是新鲜
的，姜丝、西红柿和小葱也是新鲜的。男人因
此每天早上 4 点钟就要去菜场采购，女人留在
家里和面、发面、擀皮，等男人回来后，他们
一起洗菜、做馅料。大约 5 点半后，他们的摊
子就出现在路边了。

买馄饨的人很多，在小城的这一片地方，
这条街以及附近几条街的大人和小孩子们，每

天早上宁可多走十几分钟的路，也愿意拐到这
里来，吃一碗他们的馄饨，再热乎乎香喷喷地
上班或者上学去。

在寒暑假期间，大人上班去了，孩子们没
人带，每天都有小孩子围着他们的摊子打闹。
男人也不恼，笑嘻嘻地看孩子们玩。半晌午的
时候，谁家的孩子捏着大人给的钱来吃馄饨，
递上来的钱差了一角五分的，男人也不计较，
还是那样配料，煮馄饨，冲汤。鲜香的一碗，
9 只馄饨一只不少地上下起伏。女人会将碗吹
了又吹，待摸着汤碗温热又不烫手了，再端给
孩子。

男人对女人永远是和气的，声音很轻地
说：阿宝，来。

女人总是笑嘻嘻地说：好哩。
大约上午10点半钟的时候，他们收摊，男

人挑着担子，女人一手端着盆碗，另一手挂着
男人的胳膊，跟着他往回走。

他们没有孩子，当然也是因为女人小时生
病的缘故。

几年后我上了大学。大学在另一个城市。
大一暑假回来，看到他们还在那里，只不过食
摊从挑的担子变成了小推车，用透明的玻璃做
了小车厢，洁净的玻璃窗内，碗里铺着仔细洗
干净的紫菜，新鲜的棒骨，切得整齐的漂亮姜
丝、西红柿和小葱碎。馄饨还是那样的馄饨。

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回来，父母到车站
接我们。那天下着雪，在火车站我搓着冰冷的
手说，真想那对夫妻的热馄饨。母亲说，他们
家里出了事，夫妻俩已经很久没有出来了。

出了什么事？
男人在早起去买菜的时候被一辆送菜的小

货车撞了，那天下雨，天黑，路很滑。
小货车司机当时就把男人送进了医院。司

机是个老实的乡下农民，把男人送进医院后，
第三天就回乡下，先卖了地里的菜，又卖自家
圈里的猪和羊。男人住院住到第三个月，听说
小货车司机要让读高中的儿子辍学打工去挣医
药费，男人沉默了半天后，对小货车司机说，

你走吧。
男人出了院，多年的积蓄都花光了，还伤

了一条腿。
伤得厉害吗？我问。
母亲迟疑了一下，说，反正以后过马路也

只能慢慢走了。
听了这话，我的心挺沉重。
但是那天在路口，我又意外地看见那对夫

妻的馄饨摊子。
还是那辆车，小窗玻璃擦得洁净光亮，那

馄饨还是鲜香、热乎。男人的声音有点哑，女
人的眼睛是肿的。但是她把碗递到我手中的时
候，还是浅浅地笑了，轻声地说：请。

我发现他们的头发都白了一些。白发在冷
风中飘着。

胖乎乎的 9 只馄饨在黄的绿的白的紫的红
的汤碗里上下起伏。样子、味道，一点都没有
变。

上个月，我带着孩子回去看望年迈的父
母，母亲和父亲已经搬到了另一个小区。下高
铁后，我对孩子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还是那个路口，只是原先的小平房变成了
高楼，路口添了大广告牌，那个摊车变成了小
食铺。母亲说，他们租了这间铺子早上卖馄
饨，今天咱们来晚了，他们已经打烊了。

明天早上来吧，我说。
为什么跑这么远来这里，他们的馄饨有什

么特别吗？孩子问我。
没有特别，这么多年了，他们一直是那个

样子。
正在这时，我看到那个男人走出来，女人

也走出来。女人关了灯，男人把一把锁挂在门
上，然后挑起担子。女人一手端着盆碗，另一
只手挽住男人的胳膊，跟着一拐一拐的男人往
回走。

男人跛着腿，背更弯了。他们的头发也更
白了，我仿佛听见男人说：哎，阿宝，来——

女人笑嘻嘻地说：好哩。
他们就这样手挽着手，一直走进暮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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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扬子街广东银行建于1923年》
胡朝阳绘

《苏 铁》 朱田生绘

张兴华绘

本期华文作品版推
出 4 篇 作 品 。 张 子 影

《卖馄饨的夫妻》 用丰
富细腻的笔触写城市中
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
曲 折 经 历 中 不 变 的 乐
观、朴实、善良是生活
中 最 柔 软 与 珍 贵 的 东
西。葛水平 《武汉好》
将城市书写的宏大命题
细化为每一条饱经沧桑
的街道与每一座充满故
事 的 老 建 筑 。 江 水 悠
悠，武汉的生机像长江
一样，平静中激荡着历
史的风云。周越 《攀枝
花 物 象》 组 诗 节 奏 明
快，用新奇的视角带我
们领略这座西南城市。
李文政 《大河奔流》 热
情讴歌华夏文明将如大
河般奔腾不息。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