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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秋节前夕袁在合川区文联
的组织下袁诗词楹联书法爱好者们沿嘉
陵江岸攀登钓鱼城景区采风创作遥 拾级
而上袁绝壁凌空袁题刻众多袁其中便有陈
毅同志的题诗遥 野陈毅曾经来过合川钥 待
了多久钥 有些啥故事钥 冶带着疑问袁在随
后的日子里袁笔者接连走访了区委史志
办尧档案馆袁才知晓陈毅在合川待过四
个月时间袁演绎了一段颇负传奇色彩的
革命故事遥 今择其二袁以飨读者遥
恢复叶武力与民众曳

陈
毅
在
合
川

1926 年袁 当时为国民革命军第 28
军第三师师长的陈书农受命驻防合川遥
1926 年 12 月 26 日下午袁 陈毅搭乘民生
公司小客轮到达合川遥随后袁他用陈仲弘
之名在陈书农部以政治部组织科长名义
做工会尧群众及学生的革命宣传工作遥
1927 年 2 月初袁师部政治部召开工
作会议袁陈毅提出要健全和改组学生会尧
工会尧农会尧商会袁恢复已停办的不定期
宣传刊物叶武力与民众曳遥 三师防地有合
川尧武胜尧铜梁尧大足尧璧山五县袁共 300
多万人口袁 而部队只有 1 万人遥 陈毅认
为袁如果部队与五县民众正确联合袁就会
有无穷的力量遥
会后袁刊物得到恢复袁每 10 天一期遥
陈毅在 叶武力与民众曳 上倾注了大量心
血袁不仅亲自写了复刊词袁还组织共产党
人自己撰稿尧自己付印尧自己发行袁工作
作风令陈书农钦佩不已袁 也得到了他们
的信任和尊重遥 从创刊到停刊袁叶武力与
民众曳在写尧编尧印尧发的事前事后袁从来
不报送政治部主任或副主任审核袁 但每
期刊载的文章袁 都成为驻合三师对下级
军官定期召开的 野精神讲话冶 的学习教
材遥 此外还普发给五县的中学作为政治
宣传材料袁政治影响深远袁一期出刊多时
可达 1000 余份遥
登钓鱼城吟诗

1927 年 2 月间袁陈毅和政治部的几个同事游了钓鱼城遥 他们从
管驿门渡嘉陵江袁沿八角亭经小白塔上山袁沿途田园春色风光诱人遥
到了钓鱼山上袁看了护国寺的石碑袁知道蒙古大汗蒙哥被据守钓鱼城
的南宋军民炮轰在山下袁大家都不胜感慨袁觉得宋末英雄又何止陆秀
夫尧张士杰尧文天祥袁驻守钓鱼城的王坚尧张珏并不亚于他们遥 陈毅赞
叹守军的民族气节袁沉默了半晌后随口吟了一首诗院
钓鱼城何处钥 遥望一高原遥 壮烈英雄气袁 千秋尚凛然遥
该诗以设问起笔袁 紧接着形象生动地勾勒出钓鱼城的巍峨雄姿袁
为下句烘托壮烈的气氛袁让人眼前出现那悲壮的战斗场面袁从而顺引
出野壮烈千秋气袁千秋尚凛然冶的赞歌遥 这两句并不是他的原创袁而是化
用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吊古之名作叶蜀先生庙曳的前两句院野天地英雄
气袁千秋尚凛然冶遥 这更显示出陈毅对英雄的崇敬尧对钓鱼城的赞美袁表
明他在当时黑暗笼罩下仍满怀壮志豪情袁也彰显了一位伟大革命家的
豪迈气概和渊博知识袁以及他对革命未来的期盼尧对希望的呐喊遥
因革命工作需要袁1927 年 4 月 2 日下午袁陈毅离开合川袁随后去
往重庆袁奔赴更广阔的革命大舞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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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声夺人打广告

的熊长泰尧伍舒芳两家老店袁还有实
力雄厚的广东帮药店壶中春遥 桐君阁
要想一炮打响袁必须出奇制胜遥 许建
安深谋远虑遥 他布置店堂时袁叫人在
注目的门厅悬挂金字对联院野修合虽
无人见袁诚心自有天知冶袁同时委托加
工仿单袁即纸质广告袁四周有松鹤延
年图案袁中间是药名尧性能尧效用尧药
店堂号尧地址等内容遥 桐君阁打广告袁
在重庆属于开创先河者遥
1908 年 11 月袁桐君阁开张袁鼓乐
喧天袁大排宴席遥 但凡路人来看闹热袁

巴县渊今重庆渝中区母城冤商人
许建安袁 早年销售戒除鸦片烟药丸袁
获得暴利袁成为大富翁遥1907 年袁他拨
出一万两白银袁 创办 野桐君阁熟药
厂冶遥 所谓熟药袁指经过加工炮制的中
药材遥 门店设在鱼市口 渊今解放东
路冤袁房屋高大袁装修富丽堂皇遥 他一
方面高薪招揽药师技工袁一方面派人
到全国各地采购上等药材尧 珍禽异
兽袁用以制药遥
当时重庆城内已有大小中药店
铺上百家袁其中包括已有 200 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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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建安有抱负袁 一开始就以北京
同仁堂尧杭州庆余堂尧广州陈李济尧汉
口叶开泰为标杆袁争创一流中药店遥在
选料上袁他要求精益求精遥人参必用高
丽参袁鹿茸非西藏产不用袁熬制虎骨胶
只挑四大骨曰治疗重病的安宫牛黄丸尧
大活络丸尧苏合香丸所需原料袁均采购
自广东尧香港尧南洋曰加工方面袁要求精
细制作袁丹尧散以及芳香性药物袁都用
玻璃瓶包装袁内附说明书袁外套纸盒袁
美观漂亮袁便于携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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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涛骇浪稳掌舵
伙计就会向他们散发仿单袁 热情介
绍遥 那天正遇巴县衙门处决罪犯袁许
建安趁机派人置办香烛纸马袁到刑场
敬神挂牌袁扩大影响遥 民众一传十尧十
传百袁满城争说桐君阁遥
开办初期袁桐君阁每年冬季当众
宰杀一只梅花鹿袁 制作 野全鹿丸冶一
批袁彰显药材高档曰从江西太和县购
买的白丝毛乌鸡袁也当众宰杀袁制作
野乌鸡白凤丸冶袁以示正宗遥 这些做法袁
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袁以至于坊间流
传院野要买好药袁就去桐君阁遥 冶

真材实料创名牌

桐君 阁药 物 真材 实料 袁 服 用 后
疗效好袁赢得口碑和市场遥 每天从早
到晚袁前来买药的顾客络绎不绝袁店
员接应不暇遥 许建安请名医陈玉书
编著了叶丸药提要曳一书袁印制 20000
册袁凡到桐君阁买药的病家袁免费赠
送一册遥
许建安去世后袁由曾会嘉继任袁发
扬野货真价实尧童叟无欺冶传统遥 有一
年袁一艘运送药材的木船搁浅袁日晒雨
淋十多天袁药材运到重庆多有变质袁曾

会嘉下令全部焚毁遥 有的股东担心分
红打折扣袁前来劝说他将就使用袁说是
制成药丸后看不出来遥曾会嘉说袁病家
或许看不出来袁但是苍天在上袁不可欺
心袁必须销毁遥 此事传出袁病家对桐君
阁愈加信任遥该店业务蒸蒸日上袁经售
的成品膏尧丹尧丸尧散有 240 余种袁炮制
饮片渊煎剂冤达 400 余种遥 此后经理由
许建安侄儿许致君继任袁他虽是外行袁
却尊重职工意见和建议袁稳步发展袁年
年盈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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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袁桐君阁尧光华尧国新尧
胜利尧 亚西五家药房酝酿协商袁决
定合并遥 桐君阁资产占三分之一以
上袁 店名定为 野重庆桐君阁制药
厂冶袁经理张鹤林袁副经理陈席璋尧
黄荣显遥 此期间成品药从 100 多种
发展到 200 多种遥 此后数年袁桐君
阁参加西南贸易部举办的物资交
流大会袁购进不少紧俏药材袁同时
也将参茸丸尧活络丹等成药销往西
藏袁盈利甚多袁股东皆大欢喜遥
1955 年按国家政策袁桐君阁公
私合营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遥 上世
纪六十年代初期袁 企业产值 1300
万元袁职工近 300 名遥 1987 年桐君
阁成为全国首批股份制试点袁1996
年桐君阁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抗战时期袁 桐君阁经理由许家
聘请代理人蓝肃雍出任遥 他早年在
桐君阁做学徒袁以后搞过账务袁熟悉
情况遥针对战时现状袁他在沙坪坝新
建简易厂房袁堆放药材和制造药品袁
使职工和药物得到安全遥 在品种上
去繁就简袁以销售成品丸药为主袁如
夏天的牛黄清心丸尧紫血丹袁冬天的
地黄丸尧归脾丸等遥 敌机常来空袭袁
市民不便熬药袁 往往随身携带桐君
阁成药袁服用方便遥 因此袁原被广东
帮壶中春占据的云南尧贵州市场袁也
被桐君阁取代遥
抗战中期物价上涨袁 桐君阁又
调整策略袁采取存货不存钱的办法遥
后来法币贬值袁药材价格水涨船高袁
不少药店亏损倒闭袁 桐君阁却稳坐
钓鱼台遥
当然袁 桐君阁也经历过惊涛骇
浪遥 地方军阀割据袁连年混战袁无论
胜入败出袁 都要横征暴敛袁 大肆勒
索遥 1923 年袁桐君阁被军阀挪用的
款项高达 2.5 万银元袁 若不是紧急
募股 2 万元袁必垮无疑遥 1931 年袁因
资金被挪用和拖欠袁 桐君阁资不抵
债袁改组后好不容易才渡过难关遥

中药行业不倒翁
挂牌上市遥1998 年与重庆太极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产重组袁实现
优势互补袁强强联合遥
如今袁桐君阁集中药材种植尧
采购尧加工尧销售一体化遥 旗下中
药材公司袁获得国家批准袁可以收
购麻醉药品罂粟壳尧毒性中药材尧
野生动物尧甘草尧麻黄草等遥 2012
年重新对旗下三个中药饮片厂进
行了贵细礼品尧 精品中药和传统
饮片尧 中药小包装饮片的产品定
位规划遥 对川渝市场营销进行整
合袁 使桐君阁中药品牌得以进一
步打造遥
桐君阁中医馆尧中药样板店尧
中华老字号药店袁 常年开展用药
咨 询尧名 医坐 诊 尧四季 养生 尧代 客

熬药等服务袁 成为全国 野中医坐
堂冶模式的成功典范遥 近年来袁中
药 材及 中 药饮 片销 售 高 速 增 长 袁
2012 年销售近 14 亿元袁成为全国
同行业排头兵遥
一家百年老字号袁历经坡坡坎
坎尧潮起潮落袁能坚持下来走到今
天袁靠的就是始终如一的诚信遥 桐
君阁恪守野修合虽无人见袁诚心自
有天知冶的祖训袁在中药材尧中药饮
片尧名贵细药材的选料尧生产尧销售
环节中袁始终坚守野品贵不减物袁制
繁不省工冶的道德底线袁这才奠定
了自己在医药界的崇高地位遥 从这
层意义上讲袁桐君阁的故事在今天
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遥

有“县志癖”的王梦庚
白市驿自明清时期设驿站袁商贾云集袁素有野白日场冶之称遥 在这
里袁至今流传着野二王冶写诗的故事遥 清代巴县知县王尔鉴尧重庆知府
王梦庚袁他们一前一后写了白市驿遥
王尔鉴喜欢在崖洞上题咏袁有一次他出发去白市驿袁却因为在佛
图关的摩崖上刊刻诗词袁耽误到暮色降临袁只好猛赶五十里夜路遥 路
上仆人嘲笑尧轿夫嗔怪袁但他却悠闲地欣赏沿途风光遥 叶自佛图关夜
行白市驿曳中野时断时续听溪声袁若隐若现看云树冶袁就写出了他一路
所见的美景和怡然自得的心境遥 而王梦庚则在叶白市驿曳一诗中直书
晴空下的古镇景色:野迢递征程近袁崎岖驿路重遥 成周巴子国袁季汉蜀
王封遥 新涨渝江阔袁晴阳远黛浓遥 涂山何处是袁禹迹秀灵钟遥 冶
据叶新津县志曳记载袁王梦庚勤于政事袁没有辜负野尔俸尔禄袁民脂
民膏冶遥 叶犍为县志曳收录有王梦庚所作的叶重修万福桥记曳袁从中可看
出他是务实和为民的一个好官遥 王梦庚为犍为人怀念的主要原因袁
是他对犍为渊今隶属四川省乐山市冤文化的贡献遥 一是他诲人不倦尧
奖掖后学袁野尤勤课士袁月三试于署袁亲加评阅袁诸生环侍如师弟然冶遥
他每月三次在犍为县衙考课县内的莘莘学子袁督促他们精进学业袁进
步成长遥 犍为文风昌盛袁与王梦庚的勤于教导不无关系遥
二是续成县志遥 兴于嘉庆十八年渊1813 年冤尧成于二十一年的嘉
庆版叶犍为县志曳由王梦庚主修并作序遥 这部县志袁校勘精审袁刻板优
良袁全书共有卷首和十卷正文袁分别是图考志尧方舆志尧建置志尧食货
志尧祀典志尧官师志尧选举志尧人物志尧艺文志尧丛谈志遥 值得注意的
是袁这部嘉庆版叶犍为县志曳就是在王梦庚来犍为当年就开始编纂的遥
他刚一上任袁就把修志提上议事日程袁而且亲力亲为袁可见他是把编
纂县志当成了一件大事来做遥
道光二十二年渊1842 年冤袁王梦庚因政绩突出擢升重庆知府遥 甫
一到任袁马上下令属下各县收集资料袁由自己主修尧寇宗主撰完成了
道光叶重庆府志曳九卷遥
但令人遗憾的是袁这位有着野志癖冶的野王知府冶却没有见到自己
亲自鉴定的叶重庆府志曳刊行遥 道光二十三年渊1843 年冤六月袁仅署理
重庆知府一年之久袁王梦庚就因病去世了遥 而由他主修的这部叶重庆
府志曳是清朝整个重庆府唯一的府志袁其价值自然不言而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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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
启动《改革记事》征编

史讯

近日袁为进一步打造政协文化品牌袁巴南区政协组织召开了专题
文史工作会袁以会议为契机袁以培训为抓手袁安排部署了十四届区政
协文史资料叶改革记事曳征编工作遥
据悉袁十三届巴南区政协共征集文史资料 400 余份袁先后编辑出
版发行了 22 辑叶古镇丰盛曳尧23 辑叶巴南文化史话曳袁并再版了叶杨沧
白传曳遥
渊王 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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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的那些碑文题刻
一座城市与一个人一样袁有着历史的印记遥 历史
虽去袁然而文化的传承却生生不息遥 据叶沙坪坝文化
志曳所述袁许多到访过沙坪坝的古人以碑文的形式记
录下了这些文化记忆遥 本文选取部分碑文题刻展示遥
来看看遗落在民间的这些文化名片吧遥
姓名院宝轮寺田界碑
地址院磁器口宝轮寺
2000 年 4 月出土袁刻于清乾隆年间遥 该碑记述了
白崖镇宝轮寺自宋真宗咸平年间以来的历史遥
姓名院示定章程碑
地址院磁器口宝轮寺
于 2000 年宝 轮寺 山 门的 重修 工 程中 发现 袁现

已断为四段袁 文字仍可基本辨识遥 刻于清道光十
八年渊1838冤遥 碑文为往返嘉陵江渡船的相关章程袁
其中涉及各类船只准载的人数尧 每人应收取的费
用等内容袁对于研究清代磁器口地区的经济发展尧
交通运输尧 民风民俗等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遥 此
碑也从侧面印证了磁器口自古作为水码头的重要
地位遥
姓名院禁止宰杀耕牛告示碑
地址院磁器口
刻于清道光八年渊1828冤袁为重庆府巴县县令所
立遥 碑文内容涉及禁止宰杀尧贩卖耕牛袁以及相关处
罚规定等袁对于研究清代磁器口地区的农业发展尧乡
规民约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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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院叶禀遵示禁曳碑
地址院歌乐山镇政府大院
2006 年被发现于歌乐山镇高店子小学内袁 现存
放于该镇政府大院内遥 立于清道光二十五年渊1845冤袁
为重庆巴县县令发布遥 碑文大意为院歌乐山高店子地
区由于客商往来频繁袁外来人口增多袁盗窃抢劫案件
频发袁因此颁文规定不许不法之徒来到高店子袁当地
寺庙尧客栈等不得收留尧招募不法之徒袁如有发现尸
首袁需报官袁不得私自掩埋遥
姓名院野请君一念冶石刻
地址院歌乐山东麓
位于清代连接成渝的古驿道要要
要巴县大路 渊民
国称川东大路冤旁的崖壁上遥 题刻为一篇清朝遗存的
劝世文袁大意是劝诫世人不要打家劫舍尧抢劫路人遥
姓名院飞雪岩题刻
地址院土主镇
分布在坐东向西袁高 6 米尧南北长 12 米的巨型石
壁之上遥 现存有石壁文三则遥 石刻之间有摩崖像三
龛袁分别为佛尧罗汉尧观音遥 除野飞雪岩冶和观音龛外袁
现存石刻及造像均为南宋时期所刻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