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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仓年久失修，有的墙体已经脱落，有的
屋顶瓦片还会漏雨。透过脱落的表皮你能看
到墙体由黄筋泥、碎石、竹条、稻草和土石灰
夯成。

守护闲置的土圆仓变成了唐昌辉的主要
工作，闲暇时他们一家人也会在粮仓的荒地
上种点蔬菜。

如今，整个粮仓大院变
得孤独冷清，常住户就是唐
家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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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圆仓是个宝，一把泥一把
草，既防鼠又防盗，抗震效果好，
家家户户都能搞……”每天清晨，
这段被 82 岁老汉唐云江熟唱的
山歌，都会从金堂县平桥乡兴平
街一号的平桥粮站飘出。早起泡
杯茶，老人家就会在院子里哼上
几段，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1959 年老人把家安在了平
桥，那年他24岁。上世纪70年代
初，平桥粮站里修起了一排造型
奇特的建筑，5个高大的白色圆柱
体连在一起，5顶像斗笠帽一样的
攒尖屋顶扣在它们的头上，远远
看去就像一排坚固的碉堡，唯独
缺少枪孔和炮眼。“这就是我父亲
山歌里唱的土圆仓，立在这都有
47 年了！”48 岁粮站工作人员唐
昌辉是唐云江的儿子，上世纪80
年代末他“接班”父亲的岗位，把
家也安在了平桥。

平桥粮站建于1964年，隶属
原高板区粮站，是金堂县当年重要
的粮仓之一。平桥乡五六十岁以
上的老人现在都还记得当年排队
交公粮的盛况：一个个挑着箩篼、
背着背篼来交公粮的村民，在粮站

外排起一两公里长的队伍，比过年
还要热闹。2000年过后粮站功能
减弱，原有的20多名员工如今也
只剩下唐昌辉一个人，守护闲置的
土圆仓变成了他的主要工作。

占地6亩多的粮站承载了唐
家父子太多的记忆。“土圆仓每个
直径有8米，能储粮518吨而且还
坚固结实。当年这可是按毛主席
的指示修建的。”说起中国粮食仓
储历史中的这一大创举，唐云江
脸上顿时泛起一层红光。“建造土
圆仓不需要钢材、木材、水泥等当
年的紧俏物资，材料都是就地取
材。”土圆仓的墙体厚度超过 40
公分，修建时工人先把夹板固定
好，中间倒上黄筋泥、碎石、竹条、
稻草和土石灰，然后几个人一组
围成圈，拿着大大的木榔头拼命
敲打，这就是夯土。把土夯结实
了，撤掉夹板，往上递增，一直要
夯到四五米高。等墙体夯实了，
内外糊上黄泥浆，再刷上石灰水，
最后请砖工来结顶。为了防潮，
修建仓底浇筑了 3 层水泥和 2 层
沥青。

土圆仓的穹顶设计利于排

水；穹顶最上方和圆形墙体高处
分别建有通风窗口；粮仓下方四
周分布多条排水沟；粮仓前是一
个大院坝，用于晾晒粮食。整个
粮仓建筑设计布局很是巧妙，通
风、采光、排湿、防火、防水都衔
接得一丝不差。土圆仓的仓体
较高，通常会修两道门，一上一
下。上面的门用于进粮，下面的
门用于出粮，进粮时搭一块跳
板，大家挑着一筐筐粮食从进粮
门往仓内倒。“我父亲回忆，当年
30多位村民修了整整1年多才建
好这排土圆仓。每天从早忙到
黑，1个月工钱也才10块钱，那时
候 硬 是 没 一 个 人 喊 累 喊 工 钱
少！”说起土圆仓的修建者，唐昌
辉很是感慨。

如今，整个粮仓大院变得孤独
冷清，常住户就是唐家人了。值得
庆幸的是，由5个圆柱状穹顶建筑
和4个连接圆仓外墙之间的异形中
式建筑构成的平桥粮仓，在2017年
8月入选成都市第八批历史建筑保
护名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谭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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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粮仓直径都超过8米，

建筑设计布局很是巧妙，通风、
采光、排湿、防火、防水都是衔接
得一丝不差。

土圆仓的穹顶设计利于排
水；穹顶最上方和圆形墙体高处
分别建有通风窗口。

老母亲晾晒南瓜籽的窗
台，原来是粮站的售油窗口，以
前全乡的人都通过这个窗口买
食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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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俩的“土圆仓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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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圆仓”
1969年，黑龙江省明水县

发明了用一把草、一把泥建设
的粮仓———“土圆仓”。它不
需要钢材、木材、水泥等紧俏材
料，造价低廉，技术含量不高又
很实用。当年6月份全国粮食
工作改革经验交流会上，要求
全国各地大建“土圆仓”。

年

金秋十月游苏杭
沉醉在江南烟雨间

古人对苏州杭
州二地的美丽景色
早有总结，“上有天
堂，下有苏杭”，一句
话道尽了苏杭美景
在世人心目中的形
象。金秋十月，华西
旅游俱乐部开启金
秋苏杭专享之旅，带
你一路感受西湖之
美，乌镇之秀，荡口
之雅。

乌镇

平湖秋月时
品味西湖美景

西湖美景从古自今就广为传
颂，对于西湖十景，古人有一段非
常精辟的总结，称其远看“双峰插
云”，近看“花港观鱼”，远听“南
屏晚钟”，近闻“柳浪闻莺”，春有

“苏堤春晓”，夏赏“曲院风荷”，
秋观“平湖秋月”，冬看“断桥残
雪”，夕有“雷峰夕照”，晚有“三
潭映月”。

如果仔细品味这段评价，可见
古人对于西湖之美的赞叹，不仅照
顾到了远景与近景的相配合，还充
分动用人的各种感官，甚至照顾到
了一年中时节的交替和一天中各
种时段的变化。而在金秋十月这
个时间，正是平湖秋月最美的时
节。

水墨东栅路
感慨乌镇之秀

乌镇是江南四大名镇之一，是
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镇。白墙、
黛瓦、小桥、流水，携带着中国水墨
画的气息扑面而来，雕梁、画栋、石

巷、老屋，见证着历史沧桑的风情
画卷映入眼帘。

有人说，经过统一打造后的乌
镇，似乎因太过精致，而少了一份
历史沧桑感与生活气息，本次华西
旅游俱乐部将带你前往原汁原味
的江南风光——乌镇东栅，古风犹
存的东、西、南、北四条老街呈“十”
字交叉，构成双棋盘式河街平行、
水陆相邻的古镇格局。这里的民
居宅屋傍河而筑，街道两旁保存有
大量明清建筑，辅以河上石桥，体
现了小桥、流水、古宅的江南古镇
风韵。

孝义之风存
体悟荡口之雅

荡口古镇似乎一直不为人所
知，那是因为其文化氛围太过浓厚
的缘故，荡口的礼让、孝义之风，代
代相传，但其实并不是说荡口就不
美了。

荡口古镇文物古迹众多，就像
一个露天的大博物馆。古镇内低
层的房舍沿着水道排开，黑、白、灰
的主色调，墙上的泥灰已脱落，青
砖裸露着，不时还在砖缝中生出几

棵枯草残藤，有些房屋的山墙上部
已不完整，透着诉不尽的历史。

“上无苏杭”
双飞7日游

出团时间：2017年10月10日
起每日发团

统一售价：1880元/人
活动赠送：
阆中古城半日游、昭化古镇半

日游
报名电话：
028-86969902 86969771
报名地址：成都市红星路2段

70号四川传媒大厦8楼
李彦

黄金环线：
打造最地道的西欧中心旅
游热线

这里是欧洲大陆的中心，这里
有许多历史悠久或美丽的大城小
镇，我们悉心规划这一条“黄金环
线”，揽尽4国美景和精彩，一路从
法国开始，游览法国、瑞士、意大
利、德国的精华景点，无论是浪漫
之都巴黎，或是廊桥水塔闻名世间
的琉森，还是文化历史并重的罗
马，总能让你找到心目中最爱的景
色。

很多人在旅途中忙于奔赴一
个又一个目的地，却忽略了旅途中
的风景，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本
次旅行将用两段欧洲最美风景线：
集德国巴伐利亚和黑森林地区精
华的浪漫之路、饱览瑞士山水的日
内瓦湖北岸50公里观光路来弥补
你的遗憾。这一次，让我们用眼
睛、用心去感受旅途中未知的风景
和惊喜。

其他推荐玩法（费用已包含）：

玩法1：一段欧铁+两大游船
一样的是风景，不一样的是看

风景的角度，本次旅程为您特别安
排日内瓦——巴黎段欧洲高铁、以
及威尼斯黄金大运河游船、塞纳河
游船；水陆两种体验，换个方式感
受欧洲。

玩法2：阿尔卑斯登顶

被称为“山峦皇后”的瑞吉雪
山位于阿尔卑斯山的前沿，山顶可
以俯瞰近处的琉森湖和远处整个
阿尔卑斯山脉全景，天气晴好时甚
至能看到延伸到德国的黑森林和
法国的平原，乘坐齿轮小火车登顶
的过程本身就是眼睛和身心的享
受之旅。

高性价比：
错峰出游更有品质保障

选择错峰出游的理由大都是
“节后出游，机票价格低”“品质酒
店低价住，选择更多”“交通顺畅，
出行无压力”“人稀景美，漂亮照片
随意拍”等等，究其根本，花较少的
钱，却享受到和旅游高峰时期一样
甚至更优质的旅游服务，无论是从
行程品质还是价格来看，错峰出游
无疑让旅行更有保障。

本次错峰欧洲黄金环线之旅

将采用中国国家航空执飞，由成
都一站直达法兰克福，省去转机
的麻烦。同时行程延续华西旅游
俱乐部的一价全包特质，全程酒
店税、服务费、小费、签证费合计
约 2100 元左右均包含在报价之
内，真正做到“一价全包”，更有在
册的金牌导游带队，他们的讲解
和服务将更深入地带你体味最纯
粹的欧洲。

“一价全包德法瑞意
4国12日品质游”

出团时间：11月18日
统一售价：12999元/人
团队规模：35人
报名即赠：
梵蒂冈VIP通道
全程境外WIFI
旅行充电转换插头

一价全包12999元
畅游西欧中心地带的“黄金环线”

西欧是经典的旅游
线路之一，是有着悠久的
历史和多元文化的目的
地。静静流淌着蓝色多
瑙河、浪漫的塞纳河、传
统的泰晤士河等温润河
水，养育出拥有谦谦品性
的人们，这里还是艺术的
殿堂，出现了许多著名的
音乐、文学、绘画和电影
作品等。而深厚的历史
也在这里诉说着文艺复
兴时期的浪漫主义。本
次华西旅游俱乐部带你
品味西欧的中心地带，用
“黄金环线”将西欧风情
一网打尽。

欧洲美景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thecove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