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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黔边城 东溪镇

地处古道 近水楼台先得月
陵冤宾化尧白马尧毛井尧火井茶尧夔州
渊今奉节冤香山茶袁后来袁货物还包括
丝绸尧麻布尧铜铁尧丹砂尧清漆尧桐油
等遥 返程的马帮袁 从贵州带回白银
和银质首饰尧烟叶尧白酒袁清代后期
还包括鸦片袁俗称烟土遥
除了僰溪古道袁 东溪还毗邻綦
河袁可通长江遥 不消说袁货船客船也
要在这里出没遥
商贸一兴袁 八面来风遥 过往的
马帮和客商袁 途经东溪至少要停留
一两天袁有的干脆就在这里开店经
商遥 于是袁商号货栈林立袁酒楼茶馆
扎堆袁出现了四街六院院太平桥半边
街尧书院街尧朝阳街尧背街袁明善书
院尧贾家院尧侯家院尧涂家院尧伍家
院尧夏家院曰建成了三宫八庙院南华
宫尧万天宫尧万寿宫袁龙华寺尧大雄
殿尧观音阁尧王爷庙尧帝母庙尧禹王
庙尧牛王庙尧水口寺遥
抗战时期袁 为督促川黔公路的
修筑袁 西南公路总署从重庆迁到东
溪办公袁 指挥 25000 名民工抢修改
造川黔公路四川段遥 1938 年袁国民

渊资料图片冤
党中央军事参议会迁到东溪袁 设两
厅两科议事遥 中央银行也在东溪设
立分行遥
一个边陲小镇袁 犹如一颗冉冉
升起的新星袁光耀渝南遥

风云际会 一枝一叶总关情
东溪成为时代舞台袁 当然会出
英雄豪杰遥
1924 年袁东溪人罗振声创作了
叶国民革命歌曳的歌词袁野打倒列强除
军阀冶袁 鼓舞着北伐军前进的步伐遥
1926 年袁东溪人危石顽在中共重庆
地委领导下袁在这里发动野东溪米
案冶袁打响了反对军阀尧土豪劣绅的
第一枪遥 抗战时期袁东溪籍邓后炎尧
夏奇峰尧李冰尧危石顽尧陈希龄等人袁
积极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袁 举行
演讲尧演出街头剧尧出版壁报尧举行
街头画展袁带来团结抗战的激昂遥
东溪的地面文物遗存甚多遥 建
于明代的大雄宝殿袁 供奉佛祖释迦
摩尼和燃灯古佛袁 庙内的太平缸保
存完好遥 建于清代的帝母庙是尼姑
庵袁供奉王母娘娘和观音菩萨袁外观
完整遥 建于清代的太平古寨居高临
下袁 曾用于防御太平军遥 乌龟石与
神话相联系袁 在金银洞峡谷河静卧
千万年袁坐观世变遥 清代光绪年间

渊资料图片冤

发大水袁带来一块巨石袁成为中流砥
柱袁 被誉为神石遥 七崖子山上有罕

见的汉墓群袁 是古夜郎国历史的佐
证遥位于鱼沱的一石三碑袁在同一块
岩石上展现袁凿刻于清光绪年间袁内
容是晓喻百姓袁一定要遵守鱼政袁在
禁渔期不要竭泽而渔袁 为后人留点
余荫遥
最有趣的是野气死莫告状冶碑遥
其雕刻年代不详袁 内容是劝喻百姓
不要因为纠纷轻易打官司袁 弄得两
败俱伤遥 此外袁1923 年袁参加护法战
争的贺龙率部南下袁 与川东边防军
头目曹天全谈判袁和平过境袁使东溪
镇免于战火遥 乡民感怀袁立碑为记袁
上书野抚我孑遗冶袁至今犹存遥
东溪的土特产脍炙人口遥 以东
溪冠名的花生尧豆腐乳尧酱油尧豆瓣尧
卤鸭袁 是商旅和游客喜欢购买的伴
手礼遥东溪的小吃闻名遐迩遥香菇炖
肉尧黄荆豆花尧白糖蒸馍尧油茶馓子尧
椒盐锅盔尧涮把头尧梆梆粑等等袁既
可佐酒袁也可下饭袁不知满足了多少
人的口腹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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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庞国翔

秦良玉与江津

阴 杨耀健

綦江袁先秦时期属巴国曰唐代设
县袁名僰州曰元朝设綦江县曰明清时
期袁 均属重庆府遥 叶蜀中名胜记曳讲
述其得名的由来院野江发源夜郎袁作
苍帛色袁故名綦袁昔南平军之长官司
也遥 冶至于东溪的由来袁则可见于宋
代的 叶方舆胜览曳院野南平军西北袁有
东溪遥 溪上小市袁有孝感桥遥 冶
东溪的发展袁 与古代交通分不
开遥 原来袁 它是唐宋时期开发的僰
溪古道上的重要驿站遥 僰溪道起点
为重庆袁 终点是贵阳遥 第一个驿站
是朝天门袁途经百节尧白渡尧扶欢尧东
溪尧安隐尧松坎尧桐梓尧播州尧永安尧湘
川尧乌江尧养龙坑尧底寨尧札佐等驿袁
到达贵阳袁然后可转道云南尧广西遥
直到清代袁这条驿路仍被继续沿用袁
作为川盐入黔的干道袁 又称綦岸盐
运道遥
东溪镇既是僰溪道的节点袁又
是四川尧 重庆入黔的边城遥 早在唐
宋时期袁成群结伙的马帮袁就从物资
集散地重庆转运巫溪宁厂尧 开县温
泉尧黔江濯水等地的盐袁涪州渊今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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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诺千金 财源更比水源长
使东溪名声在外的民族企业袁 当数陈洪义 1866
年在此创办的麻乡约民信局遥 民信局起初业务就是送
信袁每个月投递 9 次袁快件加急加倍收取邮资袁遍及
川尧黔尧滇三省境内各主要州县袁凡托交的函件袁即便
在穷乡僻壤袁亦可送到遥
陈洪义转而开拓客运袁 用小轿和滑竿运送客人遥
短途客运限于镇内或附近乡村曰长途客运可到其他州
县袁从重庆到贵阳大约 500 华里旱路袁行程在半个月
以上遥 最远客运路线经过云南到缅甸袁已属于国际交
通遥 之后他开拓货运袁线路延伸到越南袁便于商家的跨
国贸易遥
陈洪义发迹后袁 将麻乡约总部迁到重庆白象街袁
如日中天遥 新老客户但凡有事袁总是把他当作托付对
象袁因为他最讲诚信遥 清朝末年已有官办的大清邮局袁
客户信赖的还是麻乡约遥 大商号的机密邮件袁用火烧
去一角袁称为火烧信袁由专人快递送达袁邮资 200 文袁
赏银则高达 5 两银子遥 乘坐轿子的旅客袁途中如果遭
遇火烧尧水淹尧盗匪抢劫袁麻乡约包赔遥 货运的商品包
扎细致袁力夫小心袁很少损坏遥 1909 年麻乡约为重庆鹿
蒿玻璃厂送样品到成都参展袁全部完好无损遥
麻乡约在昆明景星街尧贵阳小关街尧成都东大街
开设了分店袁随后又在云南昭通尧贵州遵义尧四川泸
州尧宜宾等水旱码头设立转运站袁便于组织管理大批
货运遥 麻乡约的货运量袁虽无文字记录袁但清末时每天
从重庆起运的就有四五百挑曰20 世纪 20 年代袁由重庆
运往贵阳的货物挑子袁往往前后延续十多华里袁俨如
一支大军遥 麻乡约延续了近百年袁是西南规模最大的
一个民间运输行业遥

古今说

明朝末年的秦良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正史记录
的巾帼英雄袁字贞素袁忠州渊忠县冤人遥叶明史窑秦良玉传曳
载院野良玉为人饶胆智袁善骑射袁兼通词翰袁仪度娴雅遥而
驭下严峻袁每行军发令袁戎伍肃然遥所部号耶白杆兵爷袁为
远近所惮遥冶丈夫死后袁她继任石柱宣抚司之职袁成为女
土司袁继续率兵杀敌遥郭沫若撰文赞誉她院野像她这样不
怕死不爱钱的一位女将袁在历史上毕竟是很少的遥 冶
这里讲一个鲜为人知的秦良玉勇救江津人民的真
实故事遥 她的援救袁使江津免遭屠城之灾难遥
明天启元年渊1621冤九月袁四川永宁渊云南宁蒗北冤
蔺地的苗彝族酋长奢崇明率彝苗兵卒三万占据重庆袁
诛杀城内朝廷各级命官袁宣布建野大梁冶国袁改重庆为
野东京冶袁赐封朝臣袁设丞相尧五府等官职遥 奢崇明当上
野皇帝冶后袁占遵义袁踞保宁袁叙永及川东 50 多邑城失
陷曰对攻破的城邑大肆抢劫袁不留一金一银袁全运回野大
梁冶国都野东京冶曰对城内抵抗的军民袁全部屠杀袁将部分
乡村百姓赶入城内袁奴其苦役遥
江津是重庆溯江西上的第一大县袁特产丰富袁又是
重庆的后峙屏障和西进成都的第一据点袁 奢崇明早已
觊觎遥 他曾先后派出总兵张琛尧石大猷多次进攻江津遥
江津守城民兵在周礼嘉和余江的带领下袁 不但击败了
叛军袁守护了城邑袁还斩杀了两个总兵遥 奢崇明对此咬
牙切齿袁叫嚣要野血洗津城冶遥
十月中旬袁奢崇明派野巡按御史冶殷大雄和总兵何
六奇率大部人马攻破泸州后袁顺长江而下袁陷富顺尧破
合江遥 战报传至江津袁江津军民立即布防袁将野甲城冶火
炮安置在西城外东岳庙上遥殷大雄的前船刚驶到江边袁
守军猛发炮石袁很快将其击沉遥 两敌船又奋力驶来袁拼
命登岸袁又被江津军民打退遥总兵何六奇又引数十船相
继从上游驶来袁他们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登岸冲锋袁都
遭到城上军民炮火的轰击遥 敌野中军都督冶何若汉双腿
被炸断后又中一弹而死亡遥 这时袁奢军集中船上火炮袁
重点向东岳庙开火袁敌船慢慢地驶到了江岸袁拼死往岸
上跳遥周礼嘉和余江组织江津军民奋力阻截袁双方枪炮
齐鸣袁杀声震天袁江面飞弹如雨袁水覆船荡遥但由于连续
作战袁守城军民体力有所不支袁兵壮器利的奢军已有一
半上岸攻城遥
正在这关键时刻袁石柱女土司秦良玉与弟民屏尧侄
翼明率大军赶来援助遥原本秦良玉部暂驻在南坪关渊今
重庆南川西南冤袁他们正奉檄上援成都袁途中接到江津
告急战报袁打马绕道火速赶来援助遥
奢军一见是个个骁勇剽悍的秦良玉大军袁 吓得晕
头转向袁开始溃逃遥 殷大雄登舟往东岸逃回重庆袁留下
总兵何六奇率后队继续冲岸遥 秦良玉的炮火和江津城
上军民的炮火齐向敌船尧敌阵发起进攻袁多数敌船中弹
起火下沉遥 秦良玉援军飞跃城头和岸边袁手挥大刀袁斩
杀无数敌军遥战场上的形势很快发生了逆转袁已登岸的
奢军总兵何六奇被斩遥 约三个时辰后袁战斗结束袁江津
城解围遥
秦良玉援军和江津军民生擒奢军 600 余人袁 其余
敌军或在船中被焚死或跳入江中溺死或上岸后被歼袁
部分逃脱遥此次战斗缴获颇丰袁野金钱数万袁赀粮器械山
积冶遥 江津军民非常感谢秦良玉率部来救袁开城设宴犒
劳秦部袁并以二千六百金给秦部作军马粮草之费遥秦良
玉奉檄赶往成都救援袁草草吃饭后引马出征袁江津各界
将秦将军送至县界官厅遥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遥秦将军率先头部队开拨后袁
后面的少数几人闹情绪袁说自己杀敌多而犒赏少尧不公
平等遥江津知县无法解脱袁余江骑马赶往前头向秦将军
细说了原委袁秦将军拍马返回袁当场向江津守城军民赠
送五百余金遥她说院野先锋和殿军犒赏现已相平袁但本主
得奖赏分明袁后队拖沓袁殿后不力袁而且闹腾公堂袁纠葛
朝廷命官周知县袁知罪否钥冶于是袁她下令斩杀了两名领
头起事的兵士袁又鞭笞了七名跟着起哄的小卒袁最后领
队而去遥
次年三月袁奢崇明在重庆建立的野大梁冶政权终于
垮台袁其皇帝美梦破灭遥秦良玉的忠烈尧果敢尧豪气留在
了江津人民心中遥

阴 林必忠

重庆小面之崛起

世上最古老的面条
人类在什么时间尧什么地方尧用什么材料尧用何种方法发明了面条钥 这个问题
长期存在着争议院中国尧意大利及阿拉伯都曾声称是面条的发源地遥
那么袁世界上最古老的面条究竟诞生在何处呢钥
根据意大利埃特鲁斯坎遗址出土文物推断袁 意大利面条最早出现在公元前四
世纪遥 而据可考的关于中国面条的最早文字记录却只是在东汉时期遥
要青
2002 年 11 月 22 日袁考古学者叶茂林尧蔡林海在中国唯一的灾难遗址要要
海省民和县喇家遗址约四千年前黄河畔的齐家文化地层中袁发掘出土了一碗黄色
的野面条冶状遗物遥 该遗物长约 50 厘米尧粗 0.3 厘米袁依然保持着其卷曲缠绕的原
状袁 全部附着在后来渗进陶碗里的泥
土上遥倒扣的陶碗使野面条冶得以密封袁
进而保存了下来渊如左图冤遥
后来袁这碗野面条冶经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在实验室科学
鉴定其土壤中的植物硅酸体和淀粉形
态袁 使用了 80 多种不同植物进行对
比袁并结合民俗分析袁最终确认那是由
粟和黍 渊粟和黍是小米的两个主要种
属袁俗称谷子和糜子冤制成的面条要要
要
这是一碗世界上最古老的面条浴

面条的南北地位
经考证袁作为面条主要食材的小麦起源于一万年前的亚洲西南部袁在距今四千
年前后袁小麦开始传入中国遥 直至汉代末年袁小麦才逐步取代粟和黍袁成为北方旱
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袁形成了野南稻北麦冶的农业生产格局遥
在中国袁不同朝代大都存留了面条的文献记载遥 最初所有面食统称为野饼冶,有
野汤饼冶野索饼冶野煮饼冶野水引饼冶等不同的名称袁野面条冶一词直到宋朝才流行开来遥
面条起初的形状也是多种多样的袁最后才定格为长条形遥 制作方法可擀尧削尧
拨尧抿尧擦尧压尧搓尧漏尧拉噎噎而面条的烹饪花样繁多袁冷淘尧温淘尧煎制等不一而足遥
由于中国南北地理条件出产不同袁形成了北方人以小麦面条为主粮袁南方人以
大米饭为主粮尧面条为重要小吃的饮食习惯遥 2013 年袁野首届中国面条文化节冶评选
出的野中国十大面条冶有兰州拉面尧河南烩面尧北京炸酱面尧山西刀削面尧杭州片儿
川尧昆山奥灶面尧镇江锅盖面尧四川担担面尧武汉热干面与吉林延吉冷面遥 北方尧南
方各占半壁河山袁充分说明面条在北方和南方的地位皆不可或缺遥

野重庆小面冶 起源时间大致
在上世纪初叶袁它属于渝派川菜
小吃袁汤面类袁麻辣味型袁从分布
地域与烹饪特征分析袁野四川担
担面冶应该是其源头遥
清末民初袁野渝菜冶 开山鼻
祖杜小恬在开设的野适中楼冶就
烹制有野酸菜烩面冶遥 抗战时国
府内迁袁 陪都重庆的饮食业得
到大发展遥 据 1943 年重庆警察
局统计袁全重庆市渊约为现在的
主城区冤 共有餐馆 1789 家袁其
中面馆有 426 家袁 小吃摊点尚
不在其列遥 当时的 野麦香村面
馆冶位于五一路斜对面袁七星岗
金汤街至圣宫对面斜坡上的
野星临轩冶小餐馆还经营有清炖
牛肉尧红烧牛肉面等佳肴袁郭沫
若尧 阳翰笙等文化名流经常光
顾袁北碚歇马场还有野百解轩面
庄冶遥 民国末年袁张华轩在邹容路
开了一家野经济凉面冶店袁主要经
营面食与小吃噎噎
野重庆小面冶 本来是指没有
加肉类的野素面条冶袁现在约定俗
成成了人们对重庆所有面条的
统称遥 它价廉物美袁普及亲民袁多
出现于城镇的路边摊尧 大排档袁
主要食材是新鲜加碱水面条渊或
称鲜湿面或鲜面冤袁 佐料中的花
椒与辣椒堪称重庆小面的 野灵
魂冶袁 富有层次感的佐料要要
要油
盐酱醋姜末葱花味精等是其优
势曰味道以麻辣味为主袁清淡为
辅袁有牛肉尧肥肠尧杂酱尧豌豆等
数十种 野浇头冶袁 另配以青绿时

蔬袁口感独特遥
刚从外地回来的重庆人脚
刚一落地袁如果不能先吃顿重庆
火锅袁也一定要先野下冶一碗小面
解馋袁可见一碗地道的野重庆小
面冶 可以提高当地人的幸福指
数遥 重庆民谚把野不吃小面不自
在冶列入野重庆十八怪冶之一袁这
既体现了重庆独特的饮食习俗袁
还让野吃货冶们垂涎欲滴的心态
昭然若揭遥
据重庆市小面业界职能部
门不完全统计袁目前重庆市域以
小面为主的经营店已达 8.3 万
多家袁从业人员数十万人袁重庆
人的小面日消费量为 500 万碗
以上袁小面产业的年产值达 200
个亿袁 面馆毛利润按 40%计袁创
造利润在 80 亿元左右遥
2013 年 11 月袁叶嘿浴 小面曳
在央视纪录片频道首播袁从面本
身到做面的人袁全面展现了重庆
小面的各种故事和世间百态曰电
视专题片叶舌尖上的中国曳第二
部在 2014 年 5 月 30 日的播演袁
野孟非的小面冶开业迎客袁更是让
野重庆小面冶在国内掀起了热潮遥
2016 年 7 月袁 由重庆市歌
舞团制作的跨界融合舞台剧叶小
面曳渊原名叶千丝万缕的情怀曳冤入
围 2016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 渊中
央财政冤资助项目遥 2016 年 5 月
野重庆市小面协会冶成立袁迅即于
8 月举办野首届重庆小面产业发
展暨标准化高峰论坛冶遥 2017 年
10 月袁第 27 届中国厨师节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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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举行袁中国烹饪协会授予重庆
市野中国小面之都冶荣誉称号袁地
方小吃升格为国字号名吃噎噎
以上种种袁都对野重庆小面冶
在中华餐饮界名声鹊起袁大有席
卷祖国大江南北之势产生了持
续野发酵冶的效应遥
野重庆小面冶 技术的师徒传
承形式尧家庭作坊式的经营局面
已被逐渐打破袁 现在的形势是袁
公司化运作方兴未艾袁培训机构
如野雨后春笋冶曰职业经理人尧跨
界企业及风投资金纷纷入驻小
面原产地及其业界曰全国许多其
他城市的重庆小面馆蜂拥而起袁
集团化尧规模化尧产业化逐渐成
为时尚袁 正加速向全国扩展袁巨
大的产业链正在形成遥
野重庆小面冶 大有超过重庆
火锅的势头遥
渊作者系市政协所属重庆市
文史研究会副会长冤

作者主编的叶嘿浴 重庆小面曳

史讯

《下浩老街的历史故事》
启动编撰
近日袁 南岸区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和相关部门负责
人袁召开了叶下浩老街的历史故事曳编撰工作启动会遥
会上袁该区文化委尧区商务局尧区档案局尧龙门浩街
道等负责人积极建言遥 南岸区政协主席甘联君强调袁
本书的编撰袁要注重与文体商旅联动相结合袁与促进地
区经济文化发展相结合曰要达到游客野想读尧可读尧值
读冶的效果曰要把故事讲准尧讲活尧讲新袁讲好南岸故事遥
渊胡雁冰冤

长篇小说《最后的 58 天》
发行
为缅怀革命先烈袁 增强红岩精神对当代人的持续
影响力袁近日袁由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策划尧作家李乔
亚创作的长篇小说叶最后的 58 天曳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发行遥
叶最后的 58 天曳 主要围绕渣滓洞监狱两牢房的人
物尧事件尧场景展开袁描述了自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1 月 27 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大屠
杀惨案的最后 58 天里袁在刘邓大军挺进西南尧国民党
残余势力困兽犹斗的背景下袁 狱外地下党和民主人士
进行艰苦斗争袁以邬江尧高天尧倪虹等为代表的共产党
人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袁 带领狱中难友与敌人进
行的顽强斗争袁 讴歌了革命志士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浩
然正气遥
渊喻 庆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