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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川桥下有位
七旬“修 脚 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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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 随着岁月的流逝，“修脚”这个行业
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修脚师傅也难以
寻觅，但家住达城滨江风景小区的李永清却
不弃老本行，16 年如一日， 坚守在他的修脚
摊上。
近日， 在达城滨河游园通川桥下石梯
边，戴着老光镜的李永清坐在小凳上，将一
位太婆的脚轻轻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用酒精
棉签反复对脚趾消毒后，他拿着修脚小刀开
始细心地给太婆削脚趾甲与老茧。 待两只脚
修完，便给太婆揉起脚掌来，最后又帮太婆
穿好鞋袜。“谢谢，谢谢，好安逸哟。 ”太婆说
她姓王，今年 90 岁，家住达城文华街，是幺
儿子陪她来修脚的，每次修脚后都感到特别
的舒服。
“手艺好不好，全靠师傅的手巧不巧，这
下该轮到我了。 ”家住达城柴市街的吴大妈
说，李永清为人忠厚诚恳，不但修脚技术好，
也从不乱收费，所以回头客多，她便是李永
清的常客之一。
“收了钱就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李永
清说，许多人看不起“修脚匠”这行道，觉得
低贱没出息，特别是有些怕脏怕累怕丢人的
年轻人，更受不了这份苦与
“洋罪”。
今年 72 岁的李永清， 原住在达川区堡
子镇，世世代代以务农为生。 上世纪八十年
代初， 李永清来到达城拜师学艺修钟表，先
后在达巴路口、 老车坝与凤凰头等地摆摊，
由于达城人口多，生意也挺不错。 九十年代
后，随着电子表、传呼机以及手机的普及，修
表行业一下变得冷清不景气，正当李永清一
愁莫展时，一次偶然机会，他结识了一位姓
肖的修脚老人，通过数十天的观察，修脚生

意虽不体面，但天天有收入，经过思前想后，
李永清决定放下面子，拜老人为师。 谢师后，
李永清便将修脚小摊摆在了滨河游园的通
川大桥下。
“桥下摆摊，无论春夏秋冬都可以遮风
挡雨，夏天更凉快。 ”李永清说，他每天清晨 5
点起床，早餐后便带着工具箱来桥下，生意
好时中午不回家，一直要忙到晚上 7 点才收
摊，一年四季风雨无阻。
李永清在桥下摆摊已有 16 个多年头，请
他修脚的顾客数以万计。 虽说修脚没啥技术
含量，但也是个细活马虎不得。 李永清每次为
顾客修脚需要半小时左右，遇到脚趾畸形，老
茧厚或有脚病的顾客，修脚时间会更长。
“五年前修次脚，李师傅收三、四元，现
在物价上涨，每次收 5 元一点不算贵。 ”一位
姓张的老人说， 比起有门面的店铺便宜多
了，更不像那些算八字的全是糊弄人，还漫
天乱要价。
修脚中， 李永清也遭遇过不顺心的事。
三年前，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修脚后声称无
零钱，掏出一张百元钞票给他，当时顾客多，
李永清没细看，补他 50 元后，约定剩余的 45
元下午来取， 但男子离去后便再没回来，收
摊时李永清才发现是一张假钞。 另一次，一
个男子修脚时对李永清出言不逊，引起不少
市民的反感，李永清不但没生气，还礼让三
分，仍笑着为他服务。
“和气生财，退一步自然宽，忍一忍万事
无。 ”李永清说，修脚工作不存在低贱与否，
自己不自卑就行， 更不能与顾客发生冲突。
他虽年过七旬， 但视力与手上工夫还行，他
会将修脚行道一直干下去。
（本报特约记者 赵明阳）

达城二马路电力公司以东， 洲河花园以
西，滨河游园以北，原达州市委党校办公楼以
南的地方，叫做炮台梁。 这个炮台梁，倒与白
莲教有些关系。
清朝嘉庆年间，四川、陕西、河南和湖北
边境地区发生白莲教起义 （又称川楚白莲教
起事、川楚教乱），以打击清军，反抗清朝政
府。嘉庆元年（1796 年）正月，湖北枝江白莲教
首领张正谟等人率众最先起义。 在湖北白莲
教起义的影响下， 四川各地白莲教教徒也纷
纷响应。 当年 9 月，达州白莲教教首徐添德在
亭子铺祭旗起义，紧接着，东乡（今宣汉）县白
莲教教首王三槐、 冷天禄也在桃花乡揭竿起
义， 人数一度达 2 万多人。 为了反抗清朝政
府，徐天德与王三槐合作，组织 4000 多人，于
嘉庆二年 4 月 15 日进攻罗江口（今通川区罗
江镇），随后又攻破东乡县。 迁移后的东乡县
衙门所在地大成寨再次被攻破。
据传， 徐天德在取得这次战役胜利后便
回到了亭子铺。 在老家，他仔细分析了形势，
进行了认真反思， 认为东乡只不过达州的一
个属县而已，虽然攻破了东乡县衙门，但州衙所在地达
城仍被清朝的达州知州刘佳琦所控制。 这让他寝食难
安。 为了尽快攻破达城，他与三弟徐天寿、四弟徐天培、
舅舅王学礼、大弟子王登延等高层商议。有人提出，继续
与王三槐、冷天禄合作，调集上万白莲教教民，围攻达州
城，截断城内官府粮草，这样就会不攻自破；也有人提
出，小队攻城，探听虚实，里应外合，出其不备。徐天德觉
得大队人马出动，除自身粮草难以解决外，还会暴露行
踪，打草惊蛇，因此采纳了小队作战的建议，指派人称
“
三王爷”的三弟徐天寿亲自率队。
当天夜晚， 徐天寿领命率 30 名精干勇士， 带着铁
铳、鸟枪、大刀等武器，摸黑翻雷音铺，过七里沟，穿三里
坪，走麻地园，到州河上渡口（后仙鹤寺，今仙居楼处），
租船顺利过河到了滩头河坝， 并悄悄来到南门河坝，准
备趁第二天一大早开南门时冲进城，一举夺下州衙。
东乡县被攻破后， 达州知州刘佳琦深感事态严重，
达城危在旦夕，于是安排重兵日夜把守，坚闭城门，以防
义军偷袭。 这天暗夜里，正在城楼上巡逻的兵士发现城
外人影晃动，便大声问道：
“
深更半夜，谁在城外？ ”不见
回答，举枪打来。这一枪对准的恰好是徐天寿。徐天寿反
应灵敏，迅速躲开，毫发无损。 徐天寿见事已至此，命令
义军立即还击。霎时间，南门口铁铳鸟枪齐鸣，呐喊之声
震天。
由于城内守军占据有利地形，人多势众，南门久攻
不破。徐天寿觉得到了天亮，对义军很不利，不但破不了
城，而且义军有可能有来无回，葬身于此，便调虎离山，
攻西门，但西门也有重兵把守，再转东门，同样遭遇。 夜
攻达城没能如愿，徐天寿只好带着义军，在天亮之前仍
从滩头河坝上渡口渡河返回亭子铺。
滩头河坝上游北边有座无名的山梁，前面是条通往
东乡县的官道，右下是座名叫滩头桥的小石桥，右前是
南外进城的重要渡口上渡口，左上不远的地方则是明月
江与州河汇合处的小河嘴渡口。 这座山梁居高临下，既
可防止南外、磐石方向的白莲教渡河进出达城，也可控
制达州与东乡县白莲教的往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于
是，清政府在山梁上的平地安防了一尊大炮。
当时，清朝政府由于内忧外患，国库空虚，之前只在
达城东、南、西、北四座城门上各安防一门大炮。 没有多
余的大炮，就近将东门那门大炮移到山梁上。 为显示大
清朝的威力，达州知州刘佳琦邀请名流、绅耆在安放那
天到场观看。大炮安放好后，朝着上渡口、小河嘴渡口放
炮。一炮打出，火光四射、地动山摇，震慑力不小。白莲教
知道大炮的厉害，都不从小河嘴渡口和上渡口过河。 从
此以后，这里有了炮台梁的地名。
过了很多年，达州升为绥定府，并设了附廓达县。有
一次，几个土匪带着武器，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从达城珠
市街抢劫来的珠宝、银两，用马驮着，大摇大摆朝东乡县
走去。当他们到达炮台梁时，忽然听到“
轰隆”一声炮响，
坐在马上的匪首顿时魂飞魄散，跌落马下，其余的喽啰
也吓得屁滚尿流，匪徒们丢下珠宝逃之夭夭了。
（郑景瑞）

广告

客户至上守承诺 及时赔付暖人心
—中国人寿万源市支公司理赔报道
——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壮年便要做好老年的准
备，强健时则要做好疾病时的计划。 当有一天真的生病或发生
意外的时候，才不至于拖累父母妻儿，使自己在遭受肉体痛苦
的时候，还要让家人为此背负沉重的债务，背负沉重的人情。
2020 年 9 月 3 日， 中国人寿万源市支公司理赔岗收到了
一份重疾理赔申请，经核实，该客户张某恩，男，于 2012 年 1
月 5 日在该公司购买了：国寿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于 2020
年 8 月 6 日确诊为肺癌。 调查人员接到案件后，第一时间对客
户的信息进行了核实，并且走访慰问了被保险人，协助客户整
理理赔资料，办理理赔手续，仅仅一周时间，客户便收到了该
公司的理赔金 9 万元。 9 月 17 日，理赔岗和公司渠道负责人组
织了现场理赔，在理赔会上，被保险人家属情绪激动，对公司
和工作人员都表示了万分感激。 一场重疾，差点拖垮了这个原
本幸福的家庭，面对一笔笔大额费用，是保险公司为他们送去
了救命稻草。 她不停地说道，保险是个好东西，用最少的钱获
得了最大的保障。 这场不幸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但是保

险在最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提供了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其实生活中， 除了疾病还常常有些意外伤害毫无征兆的
不期而至，没有保险保障，亲人不但遭受精神上的打击，同时
还将面临经济上的窘迫与困境。 如果事先准备适当的保险，无
疑筑起了一道坚固的经济保障防线。
家住万源市溪口乡喻家梁村的周某华，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在万源市溪口乡往竹峪镇方向的路上发生意外交通事故去
世。 该被保险人系贫困户，政府为其投保了政策性扶贫保险，
经调查人员的核实，该被保险人符合理赔条款，随后便通知了
其家属准备理赔资料，在最短的时间内，为这个原本就困难的
家庭送去了 4 万元理赔金。 公司工作人员与当地村干部工作
人员沟通协调，到被保险人家中进行了慰问和看望。 这笔钱虽
然不能彻底的拯救这个家庭，但将大大减轻暂时的经济压力。
保险提供的保障， 是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应该考虑配置的
风险管理工具，是有爱心有责任心的人首选的保护伞，为每一
个客户送去保障，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邱志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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