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挑担卖凉拌鸡花费百万救子，“王鸡肉”走红：

拒绝捐助 我有能力救儿子！

新温江人
住在温江不孤单

当初小龚购房时，地铁4号线正在
修建中，光华公园地铁站距离她的新
家1000余米。几个月后，成都4号线一
期开通了，温江城区与主城区零距离。
如今她出门往东800米就是伊藤洋华
堂，再走大约几分钟就到了盒马鲜生。
与此同时，以百亿级光华商圈为中轴，
温江城市慢行系统串联的“15分钟公
共服务圈”已然成型。

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小龚就在微
信群吆喝一声，亲戚朋友就邀约去“北
林”游玩。小龚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虽然是外地人，但是近两年亲
戚朋友来温江居住、创业的有点多，聚
会时两张桌子都快坐不下了。幺姨住
在归墅；幺爸住在御景湾；弟弟住在青

云台；表弟住在洲际春天，还有表弟同
学、表弟的姨妈……亲戚朋友的规模
还在不断增长中。

下班后，小龚也会出门到江安河
走走。河岸杨柳依依，水绿交融，移步
闻香。明年，温江将进入双地铁时代，
成都地铁4号线、地铁17号线将穿梭温
江城市腹地。半小时直达双流国际机
场；一小时直达天府国际机场。温江区
致力打造的“学到温江”“健康到温江”

“舒适到温江”三大民生品牌深入人
心。在温江区，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
成都嘉祥、成都东辰外国语全国百强
学校远近闻名；同时，还聚集了华西医
院温江院区、八一康复中心、药明康德
罕见病医院、前海人寿医疗综合体等
11家高端医疗机构。

更重要的是，温江是一座产业发
达的健康之城，全域布局建设成都医

学城、成都都市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园两大功能区，做强承载、要素、服
务、环境、政策等五大支撑，培育了让
高校、企业、人才“想进来、宜生存、离
不开”的优良生态。类似小龚这样的新
温江人，正在成倍增长。

从古至今
温江生态吸引才子佳人

温江区寿安镇至今仍在陈家桅
杆，可追溯到清朝温江人的故事。
据史料记载，陈家桅杆的主人是清
代咸丰年间翰林陈宗典及其子武举
陈登俊。桅杆是我国科举制度的产
物，相当于现代的学位服和学位证
明书。按照中国“光宗耀祖”的传统
习 俗 ，家 里 有 人 考 取 功 名 做 了 大
官，门前才可立桅杆。陈氏父子竖

两根双斗桅杆于门外，这是荣誉、
庄严和威武的一种标志。

当然，陈家桅杆不是温江唯一，还
有赖家桅杆。温江文史研究者王晓刚
在其著作《鱼凫王国的兴亡》中称：“从
古蜀人迁徙的路线可以看出，不论古
蜀人从汶川翻越九顶山到虹口，还是
顺岷江主流沿江而下，他们出山进入
成都平原的第一站无疑是温江的鱼凫
城，并在此站稳脚跟积蓄力量，从而扩
张拓展……”

据介绍，发源于高山雪谷的江水，
流到温江就开始温润起来，于是美其
名曰：温江。温江代表成都平原生命存
在形态和生存特点。漫长农耕时代的

“金温江”，是天府之国的典型体现。见
证温江历代人文荟萃的宋代文庙，至
今还屹立在温江最繁华的闹市。

见证“北林”变迁
温江人无新老差别

对小苟这种创业者而言，吸引他
的不止是温江闹市的文庙，还有温江
家的味道。来到成都的7年时间里，小
苟搬了6次家，最短一次住了几个月，
最终选择在温江置业。用小苟的话来
说，有了小孩之后，就有了情怀。“北
林”就是自家后花园，167平方公里生
机盎然的生态大公园，20万亩郁郁葱
葱的花木，7000多个星罗棋布的川西
林盘，350公里串珠成链的生态绿道。

“每次北林出游，都能感受到温江
的变化。”小苟如今已是一家知名视频
公司高管。九坊宿墅、成都淼兮帐篷度
假酒店等高端民宿如雨后春笋，生态
绿道越来越长。四川首座高标准场馆
金强国际赛事中心正在修建中。同时，
北林还云集了新桃源康养村落、凤凰
康养文旅小镇、星光影视文旅城等知
名项目。“窗含西岭千秋雪”放眼可见，
进可享都市繁华、退则拥田园静谧的
宜人风光触手可及。

2019年11月23日，小苟所在的小
区迎来一件大事情。当日，成都市召开

“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成都论
坛”，聚焦社区治理中的重要议题，并
同步举行了5场分论坛。其中，“城乡社
区健康邻里关系塑造分论坛”在温江
区恒大城社区“蓉城驿站”举行。在论
坛上，温江区正式发布了《温江区城乡
社区发展治理规划（2019-2035）》，这
标志着全国首部区（县）级城乡社区发
展治理规划成果正式诞生。小苟作为
小区居民，对此深有体会。恒大城社区
党总支书记王宇告诉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恒大城社区由整个小区构
成，着重打造了“资源共享平台、协商
议事平台和组织孵化平台”，从平台和
机制上，促进邻里和谐关系的构建。小
区甚至成立了一家“社区报社”，8个

“编辑”，40多个“记者”。交流多了，温
江人就分不出新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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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千年前说起，
住在温江是一种幸福……

一个地方文化的发达与当地的
地理、人文、经济环境相互作用。梁
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
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
的共业也。”无论是鱼凫古迹、陈家
桅杆，还是国色天乡、北林绿道、幸
福田园、鲁家滩湿地公园，都代表温
江城市文化的灵魂。

穿过岁月的时光走廊，2015年
5月，距离小龚四川大学研究生毕
业还有4个月，她和男朋友就迫不
及待在温江区丽晶公馆选了一套
93平方米的房子。与身边的年轻人
一样，小龚将家安在温江。地铁4号
线开通，让温江人与IFS、远洋太古
里只有一杯茶的距离，而新崛起的
光华商圈正在占据温江人心里的位
置。2009年，小苟孤身一人到成都
谋生，住过成都很多地方，2016年
也选择在温江置业。

四千多年前四千多年前，，传传
说鱼凫王在温江建国说鱼凫王在温江建国。。
两千多年以后两千多年以后，，李白撰文李白撰文
追问追问，“，“蚕丛及鱼凫蚕丛及鱼凫，，开国开国
何茫然何茫然！”！”而杜甫则站在温江而杜甫则站在温江
口某个水槛写下口某个水槛写下《《江上值水如江上值水如
海势聊短述海势聊短述》，》，其中其中““为人性僻为人性僻
耽佳句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语不惊人死不休””流流
传至今传至今。。大约三百年后大约三百年后，，宋代宋代
理学家朱熹路过温江理学家朱熹路过温江，，挥笔写挥笔写
下了脍炙人口的下了脍炙人口的《《温江道温江道
中中》：“》：“温江离温江离省近省近，，民俗民俗
倘称饶倘称饶。。处处是流水处处是流水，，
时时当渡桥……时时当渡桥……””

温江城区 摄影 田相和

新桃源康养村落 摄影 张志强 鲁家滩湿地公园 摄影 张志强

“王鸡肉”本名王精明，因27年前挑扁担在
成都温江售卖鸡肉，遂以“王鸡肉”自称。现在老
温江人一听到吆喝声，就知道他来了。“王……鸡
……肉……”刚到下午4点，站在成都温江区赞元
街拐角，很远就能听到“王鸡肉”的叫卖声。

他把当天现杀现宰的鸡肉切成小坨，淋上
秘制高汤、红油海椒、花椒粉，从罐子里倒出的
油酥花生米配上清香的葱段和芹菜段，再用勺
子在烩瓢里快速翻转，就算是人里三层外三层
地围着，走过路边第四层的人也会探过头来，

“啥子哦，好香！”
“你好，我是在抖音上看了你的视频专门从

德阳来买的，3点过就到了。”“我是从广州来的，1
点过就到了呢！”近来，“王鸡肉”的摊前聚集了很
多慕名而来的人，每天都像粉丝见面会一样。而
他最多只是笑笑，手中翻转的勺子从来不停，并
指挥一众围观“粉丝”，“排好队，排好队……”

王精明说，他在温江卖拌鸡卖了27年，在这（赞
元街）都已有10年了。作为温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十
大名小吃之一，这个“门面”，也是当地政府特地给他
划定的。每天早上从9点到11点他会挑着担子出现
在白马庙街，11点半到12点半，则在来凤路十字路
口，到了下午4点，又会出现在赞元街街口。

如今儿子骨髓移植成
功，虽然还要熬过2-5年的
复发期，但他觉得，只要儿
子健康，这些付出都是值得
的。虽然后续每个疗程都还
有6000多元的费用，但他表
示，靠自己可以解决。

在 王 精 明 儿 子 的 眼
中，父亲也是给了他第二
次生命的人。除了凑齐巨
额医疗费，当时在骨髓移
植后出现严重的排异反应
时，也是父亲一直在身边
鼓励。儿子王茂琪说：“之
前觉得年轻人应该出去闯
一下，但现在觉得，爸爸一
辈子的手艺我应该传承。”

起初王精明并没有打

算把儿子生病这个事情公
之于众，还是儿子的病友
把这事儿发上抖音，大家
才知道的。在抖音上火起
来之后，每天慕名找他拍
视频的人很多，有的人让
他喊两嗓子，他忙不赢就
说，“我是专业卖鸡肉的，
不是专业打广告的！”

有人调侃“王鸡肉，你
火了哦！”他也端起烩瓢，不
紧不慢地说，“早在 2013 年
我就火了。”接着，他慢慢细
数，“四川电视台、成都电视
台、温江电视台、成都全搜
索……都报道过我，抖音才
火好久？我靠的是我的鸡肉
吃饭，不靠网红！”

““王鸡肉王鸡肉””
火了火了？？抖音上抖音上，，与与

““王鸡肉王鸡肉””相关的相关的
视 频 达视 频 达 100100 多多
个个，，最高的一个最高的一个
视频点赞数达视频点赞数达
259259..55万万，，评论数评论数
达达 22..44 万万。。看着看着
每天慕名而来每天慕名而来
的食客的食客，“，“王鸡王鸡
肉肉””说说：“：“抖音才抖音才
几年几年？？我我20132013年年
就火了就火了。”。”

这次走红这次走红
是因为他在儿是因为他在儿
子患白血病后子患白血病后，，
靠着双肩挑着靠着双肩挑着
担子卖拌鸡担子卖拌鸡，“，“结结
清清””100100 多万医多万医
疗费疗费。“。“王鸡肉王鸡肉””
说说，“，“人贵自立人贵自立，，
我凭双手可以我凭双手可以
撑起这个家撑起这个家！”！”

靠手艺
不靠网红

以前，不愿在父亲身边
跟着跑的王茂琪，一周前，
也开始跟在父亲身边帮忙，
也开始学习父亲的拌鸡手
艺。由于身体还在恢复期，
他只能做些“牵口袋”的轻
巧活儿。但儿子比父亲健
谈，对每个买了鸡肉的人都
不忘说声“谢谢”，把每个食
客都照顾得很周到。

儿子也给父亲建了微
信群，在群里通知父亲的

“出工”情况，有来自新疆的
顾客说，愿意花30万来学习

“王鸡肉”的手艺，但王精明
不肯，“就那么大个摊摊儿，
以后品质保证不了，别个不
会说我拌菜难吃，而是说王
鸡肉难吃。”虽然王精明不
收徒弟，但还是会把技术传
给儿子。对于之后会不会开
店？“我是不会开，要挑起卖

一辈子。”他转头看了眼儿
子，“这要看他。”

今年刚 20 岁的儿子也
早有他的打算，现在先跟着
父亲好好学技术，“名片都
印好了，等病好了，就准备
着手开店。”王茂琪笑着说，

“先学着吧，你别看着简单，
其实可难了，都学了一周
了，还是有点‘抠脑壳’”。

下午 5 点半左右，王精
明卖完鸡肉准备收摊了，看
着还陆续有人来问“就卖完
了吗？”他只能赔笑说，“哎，
对不住，你明天早点来嘛！”
他现在有点烦恼，外地来买
鸡肉的人越来越多，本地的
老买主却“照顾不到了”，他
担着担子往前走，心里却有
点内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挺 章玲 摄影记者 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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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去年8月，几乎每天上岗的“王鸡肉”却
突然消失了一个多月，再次出现时，头上的白发
多了很多，吆喝声也不如之前洪亮。与王精明相
识二十多年的谭育春，也是今年在女儿处才得知
了王精明的家庭变故，“那个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小娃娃，咋就得了白血病了？”背过王精明的鸡肉
摊，谭育春开始抹眼泪。

2017年，王精明唯一的儿子因发烧、呕吐久治
不愈，被确诊为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突如其来
的变故并没有打倒王精明，他一边挑着担子上街
叫卖，一边用自食其力挣来的辛苦钱为儿治病。面
对巨额医疗费，王精明坦言，他哭过。但哭过之后，
他又重新鼓励起儿子，“你要有信心，就算老汉儿
只有一根扁担两把切刀，砸锅卖铁都要给你治。”

给儿子治病，前前后后花了100多万，除花光
自己的积蓄外，还差点卖了房。最后向亲戚借了
二三十万，才保住了房子。大家最开始也不理解，
现在通过各种筹款平台都可以筹钱，他为何那么

“固执”？
王精明坦言，儿子生病后，确实有很多筹款平

台问他需不需要帮助，包括当地政府，但他不愿接
受，“再苦的日子都过来了，这算什么？”王精明说，

“我有能力救儿子，我凭双手可以撑起这个家。”

王精明今年46岁，个子不高，但担起两
个箩筐走起路来依旧很“得力”。30多年来，
他的扁担只有一根儿，已被磨得细小光滑，
箩筐早已用烂两三副，右肩因为多年担挑
子，也被磨起印子。有人专门称过他的箩
筐，“有130多斤。”

每天上午和下午，他的箩筐都是满满当
当地出去，干干净净地回来。遇到熟人，他还
会多摆上两句，“他们说我这箩筐里挑的不
是鸡肉，而是对一家的责任……”谈起这些，
王精明仿佛干起活来，也特别有劲儿了。

王精明是都江堰石羊镇的一位农民，9
岁失去父亲，从小跟着爷爷长大，家里不富
裕，他家是村里最后一家安上电灯、吃上馍馍
的人。过惯了苦日子，他15岁就开始独自奔
波在青城山、都江堰售卖凉拌鸡，后经人介绍
来到温江，专做红油拌鸡肉。虽然只有小学文
化，但王精明说，从小家人就教导他：人穷志
不穷、人贵自立。到了温江后，通过自食其力，
他也娶妻、生子、买房子，日子越过越好。

据王精明儿子王茂琪讲，一年到头，父
亲休息的时间并不多，“就算过年也要卖到
大年三十上午。”

爸爸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他的手艺我应该传承儿子说儿子说

有人想花30万学手艺被拒
不收徒弟只传儿子父亲说父亲说

食客慕名而来
每天都像粉丝见面会

结婚、生子、买房
从苦日子到好日子

遭遇家庭变故
一根扁担撑起一个家

不少人前来购买鸡肉，儿子帮着爸爸维持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