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人文

2018年8月10日 星期五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责编：汪 舒

组版：谢 红

投稿电话：0870-2158260 投稿邮箱：
whzk007@126.com

统三号的名字就一天一个萎
缩，一天一个遗忘，渐渐从人们的
眼里脑里心里淡化出去，
以至后来
很少有人知道了，
包括就在楼子坝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很
多人——

被遗忘的“统三号”

统三号只是褡裢在河坎上，
链接着下河坎到渡口的一条青石
板通道——
通往渡口的一条通道

楼子坝周围好些地方的路
头，或者是路尾，或者是岔口的地
方，也包括相隔不远的拜台的旁
边，
都栽有一棵黄葛树——
唤醒记忆的黄葛树
我对统三号记忆深刻，是因
为小时候在统三号读过一年幼儿
园。当时，生产队将统三号尾端

石达开除了把大本营安排在
石城山，一部分兵力安排在横江
集镇扎竹筏，还有一部分兵力就
隐蔽在楼子坝，统三号，起到警
戒、
防御和分散的作用——
与一场战争的历史关联
统三号还有一段可以描述的
历史。那是在清王朝同治元年九
月，也就是公元 1862 年 11 月的时
候，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从南京
一路兵败到横江集镇，及在横江
集镇后面的石城山驻守的时候，
他曾派部下从横江过河，从统三
号上河坎，到楼子坝及周围人家
征集过粮草，也就在楼子坝这片
土地上发生过一些小小的战斗。
之前，从统三号下河坎，是从下河
方修建的石梯，至今还在。石达
开的部队要在楼子坝摆开战场，
就必须要运送枪弹物资。最重最
庞大的就是当时的火炮。火炮从
横江运过来后，要上河坎。走石
梯显然不行，轮子滚不动。于是，
石达开的部队就在统三号下河坎
的上河方，也就是石梯相反的方
向临时修了一条简易的土路方便
装有火炮的车轮滚动。现在这条
路已经消失了，在上个世纪七八
十年代都能看见。还有，石达开
的部队在横江河坝边扎竹筏，想
利用竹筏，顺着横江河水漂流而
下，然后再利用横江河水与金沙
江汇合时的水流力量冲向安边集
镇，再从安边集镇一鼓作气向四
川腹地——成都进攻。在扎竹筏
过程中，他的兵力除了分驻横江
集镇以外，其实还暗中分驻在统
三号。你想想，在当时，石达开是
吃了败仗一步一步被逼到横江和
石城山的，要是所有的兵力都安
排在石城山和横江集镇，万一遭
到清军的突然袭击，那不是全军
覆没！因此，石达开除了把大本
营安排在石城山，一部分兵力安
排在横江集镇扎竹筏，还有一部
分兵力就隐蔽在楼子坝，统三号，
起到警戒、防御和分散的作用，这
是战略战术。

整个楼子坝的地形是东西
长，南北窄。横江河水是沿着楼
子坝南边从西往东流淌。太阳是
从楼子坝东边升起，西边落下。
统三号就像插在南边的一截直直
的楔子，大约有一百米长，三四米
宽。两边的房屋都比较矮小，都
是木板的串架房，都是单门独户，
朝向不一，又相互连串，犬牙交
错。没有一间房屋正正规规整整
齐齐地面对着石板街面。所有的
房屋有的向东，有的向西，有的朝
南，有的朝北。好多户人家的门
口都是石板院坝，有的围城了四
合院。因此，这里没有所谓的开
店坐铺做生意的，所有的买卖都
在繁茂和物质齐备的横江集镇交
易。我目睹过有赶集的人在统三
号走动时，也只是有两户人家在
那棵刚刚上河坎的黄葛树下，或
者是在院坝边摆一个方凳子，凳
子上放三四杯冰水（用食用红加
横江河水加糖精合成）卖给走了
远路，然后稍作休息，再过河的赶
集人。或者是下午赶了集从横江
镇回来，上河坎，即将启程走远路
的赶集人。这一般是在夏天。一
是因为夏天河水浑浊，赶集人得
不到河水喝，就只好花一分钱买
一杯冰水；
二是夏天才容易口渴。

纵然统三号已经被拆迁，
拆 迁 得 无 影 无 踪 ，但 它 深 深 埋
藏在泥土里的根系依然还在，
它强烈地投射在天空的剪影依
然还在——
能够回去的只是记忆
统三号承载着祖辈的岁月与
汗水，心血与劳动。如今，说消失
就消失，消失得没有踪迹。我问
过一些两鬓斑白的老一辈人，也
问过曾经居住在那里的人。对于
统三号的消失，有何想法。他们
无不怅然叹息，说，对于统三号的
消失，心里装满了浓浓的怀旧和
依依的难舍。几年前，与我同龄
的一个在统三号长大的发小，在
本地和外地都开了几家歌厅。他
把每一个歌厅内最大最豪华的一
个包间都命名为“统三号”，其余
各个包间也都用上楼子坝其他小
地名，比如“水尸滩”
“乌龟石”
“光
山坡”
“ 狗儿坟”
“ 方田嘚”等等。
一次，朋友邀我去他歌厅唱歌。
我第一眼看到这些熟悉的名字的
时候，一下就有一种被拽进陈年
时光的感觉。我坐在那里歌也没
唱，就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坐着，
沉思往昔。后来，我特意找到这
位发小，问他为什么要把“统三
号”以及楼子坝很多小地名命名
为各个包间的名字。他很朴实地
告诉我：
“ 现在城镇化的进程，一
幢幢崭新的楼房栽在楼子坝上，
楼子坝很多地名就都消失了，为
了让我们楼子坝的下一代记住楼
子坝曾经有这么一些地方，我就
把每一个包间名字都命名上楼子
坝的小地名。
”
面对这位童年的伙伴，我肃
然起敬。
统三号像一窠温暖的巢，孕
育、诞生、呵护和成长了一代一代
的楼子坝人。一代一代的楼子坝
人像雀鸟一样长大后飞出窠巢，
各 自 在 天 空 自 由 翱 翔 ，尽 情 放
鸣。他们有的飞得很高，也有的
飞得很远；有的飞得很轻松，也
有的飞得很艰难；有的飞到了天
涯海角，有的近在咫尺。有的出
去了就没有再回来，有的出去了
又回来，有的回来了又出去，反
反复复。他们当中，不论是出去
了就没再回来，或是回来了又出
去，心里都种植着统三号，培植
着统三号。
今天，纵然统三号已经被拆
迁，拆迁得无影无踪，但它深深埋
藏在泥土里的根系依然还在，它
强烈地投射在天空的剪影依然还
在。只要泥土里的根系还在，天
空中的剪影还在，那它就能蓬茸
一份凝聚与守望，泻下一束月色
与思念，孕育一柱朴实与敦厚，生
长成一爿挺拔与召唤。一代又一
代的楼子坝人无论身在何地，身
在何方，都会生生不息地讲述它
的故事。

亲万物 近民生

看来我有必要剥开时间和空
间裹着的这一块厚厚实实的帷
幕，让更多的楼子坝人，也让更多
的外乡人知道，楼子坝曾经有这
么一个显赫的地方——统三号。
追溯统三号，首先要从楼子
坝的历史和背景说起，否则是表
述不清的。从行政划分来说，在
1974 年之前，楼子坝一直隶属四
川省宜宾 县 横 江 区 水 河 公 社 管
辖。到 1974 年，因为国家战略的
需要，要在四川省宜宾县安边区
安富公社滚坎坝建设一个天然
气化工厂，并且指定要划给云南
管辖。当时属于横江区水河公
社 管 辖 的 楼 子 坝 随 同 水 河 、水
东、安富三个公社就一并划入云
南。就这样，楼子坝犹如一张纸
飘到了云南。
历史上，首先在楼子坝安居
落户的是一户姓邓人家，从外省
迁来。整个楼子坝大部分土地也
就基本都是邓家的。后来，邓姓
人家卖了一些土地，然后就在楼
子坝的正中间建了一个石板院坝
的四合大院，以后大家都把这里
叫为坝中间。这大约是在清朝以
前的事。后来，陆陆续续有很多
外来迁居者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佃
户。他们没有资金和能力在这片
土地上大兴土木，而是择居在沿
着河坎上的荆棘丛林中开辟居住
环境。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口也
不多，也就不过几十百把户。到
民国时候因为邓家的衰落，楼子
坝的土地大致为这三户人家掌

控，一户是河对面横江集镇上的
豪户肖席珍（也称司令官），一户
还是横江集镇上的儒商加官商朱
光德，一户就是安富公社高滩坝
邱家。邱家在楼子坝买了土地后
就在楼子坝上坝建有一个石板大
院，称为邱家大院。在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一场熊熊大火将邱家
大院烧得只剩一半。就是这场熊
熊大火将邱家大院烧得人去楼
空。至今，邱家大院虽然还在，但
早已是破破烂烂，好像时间和风
雨稍加用力，整个邱家大院的房
屋就会顷刻坍塌。当然了，不管
是肖席珍的土地和房屋，还是朱
光德的土地和房屋，抑或是邱家
的土地和房屋，在解放后统统没
收为公有，然后再按需分配给贫
下中农。
统三号只是褡裢在河坎上，
链接着下河坎到渡口的一条青
石板通道。当时两边修建的房
屋，也不是现在我们所认为的街
道门面，而仅仅就是住家住户形
式落错地摆布在两边。这几户
住户都是横江集镇上肖席珍和
朱光德两家的佃户居住，其主要
目的是为了方便佃户们有更充
裕的时间在田畴上做活。你想
想，在当时，如果佃户们每天早
上过河做活携带工具，中午过河
吃饭也携带工具，下午再过河做
活又携带工具，傍晚回来仍然携
带工具，很是不方便，也耽误时
间。还有，在夏季遇上涨洪水过
不了河，那庄稼不就空息在那里
了吗？或者是无法过去回来。
因此，肖席珍和朱光德两家就在
渡口上面为佃户们修建住处，让
佃户们居住在这里，以减轻来往
过河的辛劳。当然，这也就方便
了楼子坝及周围的人们到横江
集镇赶集。因此，可以说，有肖
席珍和朱光德这两个人，才有统
三号这条街名和地名。统三号
修建好后成了楼子坝房屋的密
集地，以后楼子坝的房屋修建大
抵都是以统三号为中心，沿着河
坎向两边连片延伸，一直延伸到
楼子坝的首和尾。

唐永松

统三号是一个地名，也是一
条街名，坐落在楼子坝。如果以
横江河的流向与楼子口为中轴
线来说，那么统三号就在楼子坝
的下方，与楼子口仅有五十米的
样子。
统三号的存在比楼子口还
早。是后来修建了楼子口、八十
二级石阶和拜台，改变了赶集人
的路线，才被楼子口取而代之，
以至渐渐萎缩。直至前几年，由
于楼子坝工业化和城镇化突飞
猛 进 ，统 三 号 才 完 全 消 失 。 那
么 ，之 前 有 一 条 好 好 的 赶 集 街
道，又为什么要耗材、耗财力、耗
人力在不远之处修建楼子口、八
十二级石阶和拜台呢？这还要
从一个传说说起。据说在河对
面，也就是横江古镇后面有一座
山，那山的形状如同一对扑地的
老虎，那架势似乎要吞噬河这面
的楼子坝。因此，楼子坝及周围
的人们都吃不起饭，穿不起衣，
非常贫穷。后来，人们合力请了
一个姓陆的阴阳先生来看风水，
想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陆阴
阳看后解释了其中缘由，并提出
建议。然后，楼子坝及周围的人
们根据陆阴阳的建议，集资在楼
子坝，也就是在距统三号上面不
远之处，相对有点制高有点突兀
的地方修建了楼子口，八十二级
石阶和拜台，拜台两边还修有石
梯延伸下河。建成后的楼子口、
八十二级石阶和拜台，整个形状
看起来就像一把巨大的叉，叉住
那对似乎要吞噬楼子坝的老
虎。说来也还真有点怪，自从楼
子口、八十二级石阶和拜台修建
好以后，楼子坝及周围的人们就
渐渐富裕起来了。那块刻在石
碑上集资修建楼子口、八十二级
石阶和拜台所有人的名字，至今
还保存在楼子口的庙楼内。
自从赶集的人上上下下都从
楼子口、八十二级石阶和拜台经
过后，统三号的名字就一天一个
萎缩，一天一个遗忘，渐渐从人们
的眼里脑里心里淡化出去，以至
后来很少有人知道了，包括就在
楼子坝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出
生的很多人。为考证这一事实，
我曾作过调查，首先从我 1975 年

出生的妹妹开始，然后再一个一
个逐一问到八十年代出生的人，
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就不
必说了。我非常郑重地问他们知
道统三号吗？他们一个个睁着
一双茫然的眼睛疑惑地盯着我，
张着一张嘴巴欲言又止，似乎是
要反问我，你是不是在说久远久
远，或者是很远很远一个地方的
一件事。看到他们疑惑的神色，
我只能直截了当地把统三号的
地点告诉他们，统三号就在我们
楼子坝，往楼子口下河方向走几
十米就到了。然后，得到的回复
无一不是一阵惊讶和感叹：哦，我
竟然还不知道我们楼子坝还有一
个叫统三号的地点；哦，那儿叫统
三号，
我全然不知……

统三号：能够回去的只存于记忆

统三号是一个地名，也是一条街名，坐落在楼子坝。其对面的横江古镇位于川滇接合部，
距万里长江第一港水富仅 20 余公里。来源：
网络

一个小四合院作为幼儿园，这个
幼儿园就只有一个大班，一个小
班。两个班，两个老师。我喜欢
上幼儿园的原因是每天下午放学
时，老师都会发东西吃。特别是
进入秋季以后，每天下午放学时
老师就会发一个或者两个柑橘，
到冬季甘蔗成熟了，就发一截甘
蔗。想想那时候读幼儿园，还真
的是非常甜美。后来生产队在别
处修建了两间土屋作为幼儿园，
就又把木板串架房的四合院分给
了贫下中农。
从统三号下河坎，算为起点
的地方有一棵茂盛的黄葛树。我
观察过楼子坝周围好些地方的路
头，或者是路尾，或者是岔口的地
方，也包括相隔不远的拜台的旁
边，都栽有一棵黄葛树。为什么
要在这些地方栽一棵黄葛树呢？
又为什么只栽黄葛树，不栽其他
树呢？栽黄葛树又有何意义呢？
我问过好些上了岁数的老年人。
他们对我提出的问题都感到很突
兀，很不理解。是啊，为什么要在
路头、路尾和岔口的地方栽黄葛
树？栽黄葛树又有何意义？他们
咀嚼着这句话沉闷好半天也说不
出个所以然。最后，他们只是似
是而非地说，大概、可能、或许是
黄葛树容易生长，长大后枝繁叶
茂，好乘凉吧。这样的回答不尽
我满意。根据我个人的人生阅历
来看，我倒是认为，他们所说的只
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
一年四季黄葛树基本上都长青，
并且还树身庞大，树冠枝繁叶茂，
远远地就能看见。因此，在农耕
社会的当时，黄葛树就作为一种
路标、象征和栖息之处。特别是
赶集的人三五两个在路上走着走
着，走累了的时候，就相互为对方
打气、鼓劲儿，说：
“ 雄起，再熬着
会儿，到了前面那棵黄葛树下就
休息了。
”
我曾经听 到 这 样 一 个 龙 门
阵，说是一个小孩，大约是楼子
坝后山的吧。一次，他跟随母亲
从统三号、黄葛树经过，下河到
渡 口 ，乘 船 过 河 到 横 江 集 镇 赶
集。结果因为人太小，在横江集
镇被拥挤的人群挤散了。最后
被人弄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他
长大参加工作多年后，有一次，他
到横江集镇来开会。闲得无聊，
就到河边转游。突然，他看见楼
子坝河边的黄葛树，一下就勾起
置在他心底的记忆——黄葛树、
渡船、河坎……于是他赶忙过河，
来到黄葛树下，顺着统三号一路
询问，一路寻找，费力当然也没怎
么费力，最后终于找到了曾经丢
失他的父母，
找到了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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