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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载 冉氏春秋
□罗伟章

地处渠江上游的土溪镇洪溪
村（原隶属三汇镇管辖，后划归土
溪镇），境内有七百多年历史的礼
义城古遗址，与古賨国都城坝遗
址相距不到三公里，左有东安乡
的大小斌山古战场，右有流溪乡
的佛尔岩，前与渠江遥遥相望。
从宋末到清末，这里战事不断，是
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礼义城遗址
紧邻渠江处有两个渡口码头，一
个叫“红溪口”，一个“狗汇坨”，坊
间对这两个码头的来历众说纷
纭，但流传最多的是因“八大王剿
灭四川”滥杀无辜后而得名。

人们所称的“八大王”就是明
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相传
张献忠带兵征剿四川时，途经洪
溪口上游的杨家栱挢下的一条小
河沟时（现今的东安乡斌山村，这
条小河沟起源于几十公里以外的
华蓥山脉，河道内卵石遍生，一年
四季河水丰盈），所乘战马扬蹄不
前，无论兵士鞭抽拳击仍然如
此。张献忠疑惑顿起，怕有伏兵
于此，遂将手中长矛用力刺进河
中，一瞬间，一股殷红的鲜血从水
中喷涌而出。兵士见壮，全都蜂
拥而至，用大刀、长剑和其它兵器
纷纷向河中刺去，顿时洞穴大开，
洞内惨叫声四起，尸横遍野，鲜血
染红了河水。原来，小河沟下全
是洞穴，并没有伏兵，而是躲避战
乱的当地百姓，只可惜几百条生
命就这样无辜惨死。如今，人们
把这里称之为“斩人洞”，桥下面
是一宽大的大石扳，很光滑，河水
长年冲刷，上面长满青苔，石扳末
端显露出十几个洞口。

我老家离此不远，小时候，一
到夏天，我们一帮小孩常常光顾

此地，光着腚在石扳上“梭滩”钻
洞，这些洞穴洞连洞，洞中有洞，
相互贯通，且处于溪水流经之地，
要潜水才能在洞内穿行，每次去
玩耍都要把屁股梭肿，几天都不
敢坐扳凳；在洞内水中穿行憋气，
把人憋得脸青面黑，方才罢休回
家。

“斩人洞”里无辜乡民的尸体
和血水，流经大堂河顺小溪数公
里后汇入渠江，血水染红了半边
江水，小溪与渠江交汇处就成了
红（洪）溪口，尸体流入红溪口下
游一回水湾处滞留堆积，引来周
围邻近的野狼家狗云集蚕食，后
来这个地方就有了“狗汇坨”的称
谓。传说的故事听起来有鼻子有
眼，不知是真是假，反正一辈传一
辈，一直流传至今。因史书无记
载，也只能把它当成一种传说，偶
尔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吹牛侃大山
的话题而已。

不过，相邻“斩人洞”约两公
里处就是“大斌山古战场遗址”。
据《渠县志》记载：崇祯十七年
（1644年）张献忠所部战将吴应元
率农民起义军攻入渠县，与当地
的地主武装郭荣贵部在此“大战
数十（次），小战数百”。郭荣贵以
大斌山为据，以两千兵丁破敌万
余。至于张献忠是否率兵亲临此
地，史书无记载，但其部将吴应元
曾在此处屯兵攻寨不假，不知是
否与传说中的“斩人洞”故事有
关，还有待考究。

也许，在历史长河中，只有大
地山川见证了多年前所发生过的
一切，但无论何朝何代，战争带给
人民的灾难都是深重的，只有和
平安定才是人民之所幸。

他说：不信你们去问李
中平，我不但没骂他，没打
他，还叫他拿六根红苕走，六
根哪，一半哪！他没拿，是他
各人不拿的！这表明，在他
面前已站了阴间来的警察。
我祖父去偷他红苕，是多少
年前的事啊，那时栽下的树，
都有水桶粗了，那时生下的
娃，都成老人了，杨大双怎么
还记得？很可能，不是他记
得，是我祖父记得。据情形
推断，我祖父李中平，在阴间
已熬出了一官半职，否则不
能调动警察。杨大双的喊冤
没起作用，他喊着喊着就断
了气，眼白外翻，嘴大张着，
舌尖顶住下齿，看上去是被
那个“冤”字卡死的。但那些
上了年岁的人都说，杨大双
不冤。李中平是村里难得一
见的好人，所谓好人，就是知
道害耻的人；他爹妈是得梅
毒死的，上辈有了污点，下辈
人要洗，需付出艰辛的努力，
李中平就很努力，他去偷，实
在是为了活命。杨大双当然
知道他害耻，若成心帮他，尽
可以躲在暗处，让他安然离
去，但杨大双没这样做，他让
李中平发现自己，还叫李中
平多拿一根：并非真心让他
多拿，只是为了羞他。他不
知道让一个人羞愧是多么可
怕的事情。比打和骂还可
怕。何况李中平这一死，还
带领他女人也跟着死了，只
把儿女扔在世间……

幸亏冉大娘在我母亲坟
前跟我母亲吵架的时候，离
杨大双死还有数十年光阴，
否则想想那情景，真要把人
吓晕。不过当时已经吓得我
毛骨悚然了。越是惊悚，越
想听。可惜的是，柏树林里
发出沙沙的响声。那是黄昏
降落的声音。山里的黄昏是
和黑夜连在一起的，黄昏是
黑夜的头发。冉大娘抽空擤
鼻涕时，才发现黄昏逼到了

跟 前 ，她 只 得 匆 匆 收 尾 ，
说：×婆娘，恁早就死了，没
球得出息！那种恨铁不成钢
的口气，听了直叫人心寒。
然后冉大娘脚步一撤，沿着
一条干沟朝山下走。夜色追
着她跑。我不知道冉大娘是
否有头痛的毛病，头上老是
缠着青布帕子，大热天也缠，
这时候，深青的夜色在她头
上层层堆积，堆得那块帕子
像有丈多高，远处望去，冉大
娘就只剩一颗头，那颗头摇
摇晃晃，急速地奔向缭绕着
人烟的村落。

从那以后，我就天天盼
着在我母亲坟前看到冉大
娘。我想听冉大娘说出我们
家更多的事情，比如我祖父
祖母死的时候，我父亲和两
个姑姑有多大？他们是怎么
活出来的？两个姑姑又是怎
么嫁的？两个姑姑的境遇天
地悬隔，大姑嫁到了对河的
马伏山，那个穷法，真是不堪
言说，前两年大姑父到我家
来过，是来找粮的，穿的那身
衣裤，到处孔孔眼眼，给人的
感觉是他啥也没穿；二姑嫁
到了坝下，不仅有吃有喝，还
能生病。在我们那一带，吃
不下饭了，只能躺床上了，气
喘得有一口没一口了，才能
说自己生了病，可我二姑分
明能吃，能睡，能干活，我们
去看她，她摆龙门阵摆到高
兴处，还接连不断地打哈哈，
但她总是说：我病了好些时
候了。生病成了一种身份。
难怪有一阵子，我特别想生
病……此外我还想从冉大娘
那里知道：你以前说我母亲
嫁过两次，第一次嫁给了
谁？你说我母亲要把我父亲
弄死，怎么父亲没死，母亲却
死了？

然而，接下来连续九天，
我放学后都没看到冉大娘。

（六）

渠江两渡口码头的来历
□刘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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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达州同步推送
达州日报社新媒体“掌

上达州”将同步免费推送，
刊登在便民栏的“信息直通
车”里。欢迎在一版报头处
扫码下载“掌上达州”。

本栏目收费标准：
每格 600 元/两星

期、1000元/月，每两格
1000元/两星期。

转让租售 万盛大药房需要租用
仓库：5000—10000 平方
米，交通方便。

电话：13079038555
13330830521

招 租 咨询电话：2377273（周六休）
15182829150（微信同号）
地址：通川区通川中路255号

（文轩书店对面）
特别声明：本报未在报社外
任何地方设代办点

各类遗失广告
注销清算公告

达州日报刊登

（次日上午九点拿报，可快递）
出生证等个人证件遗失可微信办理

便民信息

招生招聘急 售 达 城 桑 树
巷住房一套，24平方
米；急售南外通川南
路（ 原 毛 巾 床 单
厂）地下层（框架结
构），190平方米。两
证齐全，优惠急售。
电话：13981819129

急售房产 好消息
电话热线：0818-2117111

19130793897
19130793895

地址：达州市通川区朝阳路
天泰医药公司六楼

一点开心理咨询
英树纯植物系列化妆

品及彩妆等诚招各市、县级
加盟商及专柜导购数名。
电话：13398336922（王姐）

诚 招
翠屏路黄金地段有一歌

厅急需转让，设备设施齐，接
手即可经营。

电话：15181881598

歌厅转让
位于市郊内有一大型

砖厂转让，如有意向电话
联系，价格面议。

电话：18982857699

砖厂转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