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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如何担起“时尚第三城”之名？一线大牌越来越多、消费指数常年
领先，更出名的当然是成都妹儿！

不仅人美，而且还会穿衣。论优雅时尚，是成都妹儿天生的基因。
穿越时光，看看上世纪90年代的成都妹子穿着，竟然一点都不输今天的

小姐姐们。
从这组老照片，就可以看出20多年前的成都妹子们，有多“超”多时髦。
瞬间你就明白，啥子是时尚、时髦？不就是一场又一

场的轮回，轮回那些曾经人们追求的经典。
春熙路历来都是成都美女出没的地方，这话说起来

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不是照片里带有浓厚的成都老街气
息，一般人也全然看不出那些已然是20多年前的“新潮
时装”，倘若如今的美女们穿上，也依然可以引领潮流。

黑衣袅袅、长发飘飘、娇小玲珑，美女们从远处来，
又走向远处。让临街打望的小伙子们望眼欲穿。从百
年的春熙路到如今的太古里，繁华的 CBD 街头是这个
城市的天然 T 台，在这条光影交错的时尚大街上，她们

是一道道流光溢彩的风景，几十年来从未改变。
文/图 封面新闻记者刘陈平

1999年夏，成都红星路二段，19
年前的露背装，可以说很前卫了。

1997 年夏，蜀都大道总府
路，穿蕾丝两件套裙装，斜背水桶
包包的女子。

1993年，人民南路主席像观礼
台。不仅有圆边小礼帽，还有现在风
行一时的吊带裙配打底衫。

1993年夏，成都春熙路。女子一
身单薄纱衣，留下一个袅袅的背影。

1998年成都街头。

上 世 纪
90年代冬，成
都春熙路，短
发美女上身
多层叠穿，配
霸气过膝长
靴。就连旁
边的小朋友，
也不输气场。

1998年，松糕鞋加百褶裙，眼熟不眼熟？

扫码上封面新
闻，享受更多旧时
光，看更多老照片。

1997年，成都街头穿透视装的
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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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
□傅全章（龙泉驿）

麻雀是最常见的一种鸟。在乡下老家，人们都叫
它家麻雀。那是因为它与农人最亲近：同在一个屋檐
下生儿育女，同在田间地头劳作。

按说麻雀理应受到人们更多关爱，但在那个以解
决温饱为主的年代，人们把鸟分为两类：吃虫子的鸟为
益鸟，吃粮食的鸟为害鸟。麻雀要吃粮食，所以是害
鸟，是与我们争食的“敌人”。

1950年代初，记得读二三年级时的一天中午，我看
见一只麻雀飞进我家瓦屋檐口的窝里，心里一阵窃
喜。吃力地端来木梯，搭在雀窝附近的檐口，轻手轻脚
地爬上去，迅疾地用手蒙住窝口，伸手捉住了这只麻
雀。

下午上学，我用线拴住麻雀的一只脚，带到学校。
同学们羡慕地围着我，看着这只可爱的长着麻褐色羽
毛和一对圆溜溜眼睛的小家伙。

我正洋洋得意时，班主任老师走来，先是将麻雀把
玩了一下，然后突然将麻雀吊在学校风车把上，用小树
条一边抽打麻雀，一边说：“这家伙坏得很，是害鸟，专
门偷吃农民伯伯的粮食。看我怎么收拾你！”

接着，他用针从麻雀的一只眼刺进去，殷红的血滴
落下来，麻雀瞎了。

同学们惊呆了，我的心在流血，悔恨不该把麻雀带
来。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不敢流下来，怕老师说我
同情坏东西。

事后，我将瞎眼麻雀放在手掌心上，把事先揣在衣袋
里的谷粒摸岀来，放到另一只手心上，将谷粒挨近鸟嘴。

麻雀麻利地衔起一颗谷粒，用舌头将谷粒拨撩横
在上下嘴壳之间，几咂几咂，将谷粒咂破，用舌头推掉
谷壳，将米粒吞下。

放学回家后，我站在屋檐下，看见一只麻雀在瓦屋
顶上鸣叫，我猜想是这只瞎眼麻雀的伴儿在呼唤它。

我将瞎眼麻雀放飞，它一下就飞到屋顶上那只麻
雀的身边，不一会儿又和屋顶上那只麻雀飞到屋后山
林间的一棵青冈树上。

我庆幸它找到了伴儿，又担心它怎么能够生存下去。
1950年代中后期，麻雀遭到了更残酷的打击。根

据上级安排，我们放学后，和包括父母在内的公社社员
一道，拿着一切能发岀声响的物件如锣、盆、响篙之类，
一边使这些物件发岀最大的声响，一边“啊嗬”地大声
吼叫。

麻雀停在哪里，哪里就是锣、盆声和人吼声。专家
们说，这是根据麻雀不能长距离飞行的特点，让麻雀没
有停歇喘息机会，把它们吓死、累死，或是它们飞不动
时由人们活捉了去。

麻雀经历了这次遭遇后，的确少见了。后来，人们
给麻雀平反，说麻雀不只是吃粮食，它也要吃虫子。

人们对麻雀另眼相看了：既然它不是害鸟，不是敌人，
我们也就应该允许它们生存下去，不要再轻易伤害它们。

2000年初，一段时间，我住在城里，河畔的一棵树
上，每到黄昏，会有数以百计的麻雀汇聚其上，叽叽喳
喳，热闹得很。没有谁去伤害它们，它们反而成了一道
景观，每天都有人站在树下观赏。

如今，无论在乡下田间地头、山坡林间，还是在城
市公园，甚至街道上，随处可见这小巧玲珑、麻褐毛色、
小圆眼睛的可爱小鸟。

我居住的城市有一处湿地公园，园内专门辟出一
处稻田，每年都要栽上秧苗，但成熟的稻谷从不收割，
一串串黄澄澄的稻谷全给纷至沓来的麻雀享用。

麻雀在其间飞上飞下，啄食没打过农药的环保食
品，那个乐呵，连人都羡慕。

地球不仅是人类的家园，也应该是鸟儿的家园。

野鸡红
□杨力（金堂）

每到年关，我就想起一道菜，
这道菜有一个不俗的名字：野鸡
红。

几十年前，肚子里缺油少荤是
常态，想吃肉想到骨子里。但寻常
日子里，要满足这个基本愿望并不
现实，唯有过年才可能打顿牙祭。

过年要吃上油荤，平常就得节
衣缩食。到了冬至，这些积累下的
零用就可以割二刀猪肉，码上盐与
花椒浸渍两天，吊在柴灶的上方，
就成了我们常说的腊肉。

年三十，我和弟弟混在一帮玩
伴中放完鞭炮，回家就会闻到温在
蒸格中的腊肉香味，香得我们恨不
得变成一条馋虫钻进蒸格里，饱餐
一顿。

有一年，父母早早做好腊肉，
腊肉每天在柴灶上方明目张胆地
诱惑着我们。我和弟弟打赌，过年
时我吃前半，他吃后半，一举消灭
它。我们天天算计着那块腊肉，仿
佛它就是过年的全部梦想。

一天，这块腊肉突然消失了。
我和弟弟又不敢问，在父母严肃的
神情面前，我们已习惯了保持沉
默，心想着只要年三十那天能在蒸
格上看到它就行。

过年那晚，照例放完鞭炮的
我们回到家里，翕动的鼻子却没
闻到熟悉的香味。我们揭开锅盖
一看，那块被算计了一个多月的
腊肉，在它最该出现的时刻却没
有露面。

父亲把我们叫到一边，神情凝
重地说，老家不久前遇到天灾，为
接济亲人，家里把攒下的零用，连
同那块腊肉都寄了回去。说到这
儿，父亲换了语气说，今晚是过年，
母亲特地做了一道野鸡红犒劳我
们。

我和弟弟听到一个“鸡”字，脸
上的不悦一扫而光。满心期待中，
母亲把忙碌了好一阵的野鸡红端
上了桌。鼻子一翕，隐隐有鸡肉
味，细下一看，一盘子红彤彤的菜，
看得人心花怒放。

我和弟弟急不可耐上前用筷
子扒拉，找啊找啊，找来找去，不见
一丝肉星，全是素啊。

原来，这道名称高大上的菜，
是用芹菜、粉条、红萝卜丝，加红酱
油炒出来的，因为颜色像田坝里偶
尔飞过的野鸡羽毛色，父母就创造
出这么一道令人无限想象的菜名。

多年后，年迈的父母想儿孙
时，就会打电话让我们回家吃野鸡
红。每次我和弟弟都感慨万千，唯
有我们的孩子们，对那盘野鸡红吃
得欢天喜地，三下五除二就消灭得
干干净净。

我的母亲
□杨厉兵（成都）

1947年9月，我不到两岁半时，母亲去世。
邻居张伯娘逗我，你妈睡过去了，不得给你煮饭了。

我踩着小木凳的横杠上说，你们乱说，妈睡醒了会起来给
我买泡粑。

母亲姓黄，生于1911年，出身农家，勤劳、善良。父亲
是中药铺抓药的小工，跟婆婆相依为命，母亲来后，才有
了家的气氛。

婆婆信佛，母亲亦善良，婆媳关系非常好，是张伯娘
和李嫂嫂她们十分羡慕的。母亲的一些事，也是她们后
来讲给我听的。

婆婆绩麻纱、浆布壳，母亲是最佳帮手。她带孩子、
洗衣煮饭，去二十里外挑煤，整天笑呵呵地忙个不停，还
经常给隔壁的孤老太婆买米买菜。整个东岳宫巷子，都
夸赞杨家娶到个好媳妇。

某天，母亲上街买菜，见一妇人用抓挠（竹制抓背痒
用具，也称孝顺）狠打一约摸4岁小男孩，孩子疼得哇哇
大哭。

母亲上前劝说。那妇人道，我打娃儿关你啥事，我是
花了钱的。

母亲愕然。事后打听到，这家人是花钱买娃养大做
家奴的，他家原有两儿两女，所以经常打娃培养听话。

母亲跟婆婆商量后，借了些钱给营山县逃难到大竹
整日用筲箕顶泡粑卖求生活的孩子的亲爸妈，叫他们赎
回来，如果实在困难的话，由我家带大，保证不得打骂。

后来，那男孩果然到了我家，那就是我哥，取名杨泰华。
母亲对哥视如己出，这让后来搬到我们街上的居民

从未感到过我们四姐弟不是一奶同胞。
这甚至影响到父亲对我们的态度——泰华1957年未

考上高中在家学铁匠，1958年，父亲鼓励他考上大竹中学
读高中。1960年、1961年粮食紧张，幸得二姐泰江在地质
队每月寄回三四斤粮票，爸总是要多给点给我哥，理由是
他岁数大、肚皮大些。

我家紧挨二完小外墙，后屋地下是一大阴沟。一次，
我到后边小解，发现阴沟里有人，吓得大哭。母亲赶忙捂
住我的嘴说，前面在抓壮丁，并轻问下边是不是躲抓壮丁
的？

得到实情后，母亲到药铺喊回父亲，将石板撬开，把
那人救了上来。他洗了手脚后，在我家躲到半夜才出门。

我家所在的巷子，是农民赶场卖花生的集市。一次，
一个中年农民在我家门口摆摊，卖到中午还剩两三斤时，
他的同乡走来说，曾老大，你还不快点回去，你妈都死了。

那人大哭，慌忙对我妈说，这点花生不要了，杨先生
娘子，能不能借点钱给我买些香蜡纸烛？

我家也穷，但我妈二话没说，掏出她积攒下来的一点
钱，又找邻居借了一些钱，一并塞到那人手里，催他快
走。那人千恩万谢地走了，并许愿说今后一定来还。

母亲去世后，从此我家缺失善良、勤劳的主心骨。我
什么事都得自己动手，洗衣、做饭、补衣服、扎袜底……

“母亲”二字几乎从我的字典里消失了。
1961年，我读高二时，一天凌晨，一个农民敲响了我

家大门，手上提着一个麻布口袋，里面装着几斤胡豆。
他自称姓曾，说是来赔罪的。我和哥哥都愕然，不知

从何说起。
曾老头讲了母亲借给他钱葬母的往事，并满含愧意

地说，开头那几年确实想还又还不起，生活好点了，又听
说东岳宫巷子拆了。直到灾荒年，才想起杨先生娘子和
杨先生是不是还活着？他找了好几次，问了好多人，才问
到我家来。

知道我母亲早已去世，他说，人死了账未灭嘛，做人
要凭良心！这点粮食，远不够先生娘子借给我钱的利息，
但也许能解得了一点急难……

流淌在时光的河流
□李刚明（金堂）

五六岁时，我经常跟随在爷爷的船上，沿江的码头古
镇、县城就是我心里边大的世界了。

爷爷是那时木船社正式的集体职工，领着工资和供
应粮票，是船驾长，村里人都很羡慕。

吃着公家饭，是村里人觉得很荣耀的事。我也因为
能随着爷爷到大镇上去见了世面，小伙伴也妒忌并羡慕
着。我常常带些新奇的小玩意儿回来，比如万花筒和小
人书（少儿连环画），他们常常是缠着我不放，直到各自母
亲在村院外高声唤儿回家。

一俟船靠岸卸货，爷爷便牵着我走到街上。青石板
的街巷一直延伸很长很长，那时就觉得从来不曾走到尽
头。

毗连的青瓦房、木板铺面，渐次开着肉铺、茶房、饮食
店、百货店、裁缝店、书店、糖果副食店等。

每次爷爷必带我去上两个地方，那就是糖果店和书
店。去书店挑上一两本喜爱的小人书，总是如获至宝似
的，或许那就是为我年少时打开的第一道窗口。

后来上学了，随爷爷上船的日子也就少了，间或在寒
暑假期有那么一两次。

最初的城市印象，对一个乡村少儿就是如此繁华与
美好。大人们也常常叮嘱着：好好读书，才能成为城市
人。

从小学、初中到高中这10多年来，成为城市人，大抵
是学习最直接的动力了。

大哥成为全镇第一个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时，我正
上初中；他毕业工作正式成了城里人时，我迎来了人生的
第一次高考。

因为偏科，几分之差，让我跌在高考的门槛外。父母
要求复读，虽说不情愿，但我还是坐进了复读的教室里。

燕与我同桌，长得端庄秀丽，一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
瞅得人有些发紧。粗黑的两根发辫不经意间总是掠过我
的脸庞或手臂，常常令人心颤得惶恐。

我知道，她欣赏着我优美的文笔和一手漂亮的硬笔
书法，或者说是歆羡我不羁的那份才气。总之，复读的日
子里，我们都彼此留下了美好回忆，至今想来我都深信不
疑。

复读后的高考，我再次落榜，还是因为严重的偏科。
对数理的愚笨，直让我怀疑自己左脑是不是真有毛病。

那年秋天，我怀揣另一梦想，走进了军营。
燕是城里人，父母是大国企干部，那年高考后，她通

过招工，进了父母所在的国企。
年轻时固执绝对的自尊，使我没告诉她自己的去向，

我想祝愿她的是，她能收获到自己幸福的爱情，而不是
我，一个还无法把握命运和前途方向的人。

四载的军旅历练，我不再是飘摇于人生波涛之上的
小舟，汗水与坚韧充盈着自己的内心强大。

写作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志抒发。当写下的文字变
成铅字的那刻起，我对自己的人生又有了另一种规划与
憧憬，不再是仅仅为了成为城里人。

岁月无声，却又那么清晰与明亮。离开部队回到地
方，我办厂经商之余，阅读与写作依然坚持着，一边在为
生活奔波奋斗，一边也享受着生活的馈赠。

世界之大，不再只是那江边小镇，不再是那一隅县城。
又是一个金色的秋日，我独自漫步于居住的小区，空

气里弥漫着浓郁的桂花芬芳，串串白果在秋风中也颤巍
巍探出头来，往日的一片青绿里泛出淡淡金黄。

如今，真正成了城里人，我也正步入人生之秋。
整日里穿行于坚硬的钢筋混凝土之间和面对冷漠的

城市墙壁，我发觉，丢失的曾经拥有才是珍贵无比。
曾经的乡村、田野、河流、木船、青石板的街道和青瓦

木门，早已作古的爷爷，还有那青春的燕，却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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