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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近读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刊载《承
载四川人记忆的老品牌》的报道称，在四
川乐山籍 80 后李先生的记忆中，从小就
是喝峨眉雪长大的，打开瓶盖的一瞬间，

“嗞”的一声，感觉是最幸福的声音了。不
过，从李先生读初中开始，峨眉雪就突然

“消失”了。而 80 后追忆的峨眉雪，居然
会激起一位 40 后的浮想联翩，五味杂
陈！本在我记忆中久已按下“刪除”键的
系列往事，不禁奔涌而来。

名山清泉得有好名字
一切缘起于 1984 年的洛杉矶奥运

会，中国代表团一举夺得15枚金牌，举世
瞩目。在众多中外媒体的竞相报道中，最
为猎奇的是位日本记者，他宣称：中国运
动员的奇迹源于饮用了自带的 5 种饮料
——神秘的东方魔水。这 5 款饮料除有
广东的健力宝外，四川峨眉山矿泉饮料也
在其中。

然而，两三年后，广东的健力宝声名
鹊起，而峨眉山矿泉饮料却“养在深闺无
人识”。适逢1987年5月，轻工业部在深
圳召开会议，时任省轻工业厅副厅长的我
趁参会结束之便，在广东一路奔行，参观
了包括健力宝在内的二三十家轻工企业，
眼界大开。

自粤回川不久，我直奔峨眉饮料厂，眼
前情景冷清萧条，单一的陈旧生产线时开
时停。全厂销售额和利润，不仅在全省数
千家轻工企业中藉藉无名，即便在乐山市
的企业榜单中，亦属一般。唯独的亮点是，
中国奥运代表团赠送的锦旗在会议室赫然
陈列，鲜红夺目。

参观毕座谈，我向峨眉县及工厂领导
介绍健力宝之行的观感。广东地处改革
开放前沿，健力宝厂的领导敢闯敢试，不
满足于只给国家运动员提供饮料，如今已
占领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要知道健力
宝的原料是井水，而峨眉山中的矿泉水是
独一无二的山泉。县、厂领导一致表示立
即行动，果然乐山市轻工局苟局长很快前
来同我商讨，为峨眉饮料厂购置罐装线申

办立项报告；继而峨眉山县副县长杨宗宪
也率饮料厂负责人，找我研究解决有关困
难。然而又过了两年，偌大的四川市场
上，峨眉山饮料依旧是千呼万唤未出来。

在面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处于西部
的县属国营小厂难免起步维艰。1989年
10月决定成立饮料攻关协调小组，我自任
组长，并邀乐山市副市长辜仲江任副组
长。首次协调会上，要给饮料取个好名称，
经过一番脑细胞紧急总动员，我脱口道：

“干脆就叫‘峨眉雪’吧！雪意味纯洁、冰
凉，何况又是千年名山上白雪融化的清泉，
到了大热天，口渴难熬，喝瓶峨眉雪，解渴
又去热！”与会者一致称好，牌子就此敲定。

从“特供”到进军香港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峨眉雪”终于批

量投产，受到乐山消费者的热捧。该厂马
厂长说，当地人不光平时喝，连吃麻辣烫，
都把峨眉雪当成必备的搭配。接着又于
1990年3月18日投放成都市场，荔枝、柠檬
味汽水受到蓉城消费者的喜爱。马厂长喜
不自禁地说，大家普遍反映味道比雪碧更
爽口，尤其是荔枝味汽水已供不应求。

为乘势而上，经我策划组织，饮料厂
筹办，省电视台主持，于6月8日在成都召
开了新闻发布会，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
国食品报等中央和四川等主要媒体应邀
出席，随着宣传效应的扩散发酵，“峨眉
雪”不仅畅销成都与乐山，其他地区的订
货量也直线上升。

不久，陈副厂长前来报告，在成都商
业中心盐市口、春熙路一带，发现有些摊
贩在销售冒牌的“峨眉雪”，乐山市也有类
似现象。市场嗅觉灵敏的制假者固然十
分可恶，却也从另一个维度验证了“峨眉
雪”品牌效应的确立。伴随“峨眉雪”知名
度的水涨船高，该厂的矿泉水不仅成为国
家体育队的“特供”产品，并已走入千家万
户，进入香港市场。

此后，因我被调离轻工业厅，新单位的
繁忙工作使我无暇过问该厂变化，仅在出
差乐山时顺便去过两次。1994年4月，《经

济日报》根据数百万读者的问卷调查，刊载
了“1993年全国市场产品竞争力排行榜”，
我细看榜单，着重扫描四川产品，重庆嘉陵
摩托车、成都前锋淋浴热水器在列，峨眉饮
料厂也映入眼帘，使我为之一振。在五花
八门的矿泉水产品中，峨眉山矿泉水在《读
者心目中的理想品牌排名》和《1993年读
者实际购买品牌排名》中均获第2名，分别
占比8％和7.32%，仅次于传统品牌崂山矿
泉水，超越了第三名法国依云矿泉水。

从突然消失到新生
于是我拨通马厂长的电话，问他知道

排行榜的报道吗？建议他借此良机大造
声势强化营销网络。电话那头传来他的
回话，他已不当厂长，因为最近饮料厂被
一位开眼科诊所的美藉华商收购了。

显然，在收购商看来，这是一笔千载难
逢的好买卖，取之不尽的矿泉水装上瓶子，
就可坐收滚滚财源，赚钱肯定比眼科诊所来
得快来得多！哪知隔行如隔山，仅过一年，
产销量便急剧下滑，由盈转亏，收购商狼狈
得只想插翅脱身。好不容易盼来了救命的
接盘侠：适逢有家公司上市成功未久，老总
正豪气万丈，顺手便将峨眉饮料厂收入囊
中。但这段“姻缘”并未带来“大好前程”。

来之不易并正处于急速上升势头的
“峨眉雪”，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突然在市场
上消失了。

世事吊诡如此，夫复何言？思来想去
只能挥笔一阕《蝶恋花》：

名饮川西谁补缺？
仙水清纯，开发倾心血。
声誉渐隆销势热，甘泉新秀峨眉雪！
孰料枝头通暗穴，桃熟丰收，易主轻松撷。
枉自痴情亏一蹶，未谙世事多奇绝！

记得上世纪末，有人曾跃跃欲试为
“峨眉雪”重整旗鼓，先后有两拨人马来访
所谓“讨教”，可回去后未见下文，此后我
也因退休而不再关注。直到这次阅读报
道后，方知“峨眉雪”尚未绝种，于是不禁
怀着好奇心上网搜索，原来由 2003 年创

办的峨眉山峨眉雪矿泉饮料公司所产；更
意外的是发现有一批80后的“峨眉雪”粉
丝，在网吧上交流着种种感慨：“回忆起当
年，为峨眉雪而疯狂！”“小时候夏天喝那
个真爽啊！”

句句直叩老夫心扉，看来当年的努力
成果并未白费，至少曾因融入过一批80后
的欢乐童年，而化成了他们追忆往昔的一
座无形路标，以至直到今天还能津津乐道
回味起这份舌尖上的快乐。这一切对于当
年“峨眉雪”的所有辛劳者而言，不啻是最
大褒奖，也是宝贵的精神慰藉。

一言难尽“峨眉雪”
□龚炤祥

1990年6月28日在锦江宾馆召开
的峨眉雪新闻发布会上，笔者接受省电
视台主持人任艳的采访。

1990年5月29日笔者日记：上午去
饮料厂主持第六次协作攻关会，红岩厂
玻瓶质量低劣，急需改进。

拱门、青砖、黑瓦、红墙
……西式的拱形窗户结合中
式的额枋，整座建筑中西合
璧浑然一体，一砖一瓦无不
透出一种历经百年沧桑的古
朴优雅气度。华西坝建筑格
局形成至今已有 100 多年历
史，显示着典雅而独特的神
韵，甚至被称为“建筑史上的
奇观”。

英国建筑设计师荣杜易
对于“华大”全校图样的设计
和绘制煞费苦心，他先后在
北京、成都对中国古典建筑
和川西一带地方进行考察，
并对校园基地进行实地测量
和研究，设计出的建筑蓝图
率先将中国古典建筑形式如
飞檐、斗拱嵌入西洋建筑，将
中式屋顶与洋楼结合一体，
被称为“中国式新建筑”。

在敬仰大师之作时，我
们往往忽视了暗藏在老建
筑房顶和屋檐上的那些呆
萌小神兽，它们也被称之为
屋脊兽。

屋脊兽是中国古代传统
建筑中放置在房屋、宫殿等
房脊上的雕塑作品。中国古
建筑上的跑兽最多有十个，
分布在房屋两端的垂脊上，
由下至上的顺序依次是：龙、
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
狎鱼、獬豸 、斗牛、行什。

除了宫殿、庙宇、园林、
官邸等古代建筑屋面上的特
殊饰件，称为“吻兽”，屋脊兽
也作为“避邪物”，传说可以
驱逐来犯的厉鬼，守护家宅
的平安，并可冀求丰衣足食、
人丁兴旺，并以此显示宅主
的职权和地位。它们有的在
屋顶的正脊，有的在垂脊和
岔脊上。
封面新闻记者杨涛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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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狮子作吼，群兽慑伏。吻兽
中的狮子本是兽中之王，是威武的象征，但在此处却是
脊背各有一对飞翼，略带萌状。

正脊两头安放面朝里的龙首形瓦件称“正吻”、“螭
吻”，因传说此兽好吞，故在正脊两端作张嘴吞脊状，又
称“吞脊兽”。

形如鱼状的祥兽。

华西坝老建筑的标志物钟楼。

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将其形象用
于殿脊之上，有种傲视群雄、开拓疆土
的气势。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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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如蝙蝠的瑞兽。

龙是排名第一的屋脊兽。

中国古建筑上的跑兽最多有十个，分布在房屋两端
的垂脊上，由下至上的顺序依次是：龙、凤、狮子、天马、
海马、狻猊、狎鱼、獬豸 、斗牛、行什。

缺牙市民福利倒计时
种植牙全城援助
在国庆大假来临之际，为落实口

腔医疗便民措施，让缺牙市民早日种
上一口好牙，种植牙全城援助，至本月
底 结 束 。 近 日 ，众 多 市 民 通 过
028-96111报名参与，有的获得了免
费做种植牙的名额，有的享受到免费
口腔疾病筛查等援助，得到了实实在
在的帮助。

大假来临，种植牙享援助
援助还在持续进行，即日起，凡

缺牙、牙松动、假牙不适等市民，年
龄在18-100周岁，都可以通过拨打
援助电话报名，申请种植牙援助、免
费数字化三维立体口腔疾病筛查等
援助。

此外，进口树脂补牙，拔牙、做牙，
也可享援助，具体详情，请打电话
96111咨询了解。

淘汰过期假牙，种植牙吃饭香
佩戴活动假牙的市民都有这样

的感觉：不易清洁，咀嚼功能较弱，异
物感强，使用2-5年得更换一副。种
植牙是目前修复缺失牙的优选方式，
坚固稳定，拥有与真牙般的咀嚼能
力，能够充分感受食物带来的美味
感，养护好的话使用寿命可达40年
以上，性价比高。种植牙可缺哪颗种
哪颗，对邻牙无损。半口、全口缺牙
的市民，种植2颗/4颗可恢复。
爱牙行动：电话预约免费口腔检查

国庆来临之际，特面向所有市民，
全额免费提供7项口腔检查：含挂号、
CT拍片、曲面断层全景片、口腔基础
检查在内。每日限前20名，以拨打
028-96111报名的顺序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