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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重庆市北碚区，生态环境优良，科教
文化基础好，是国家首批风景名胜区、全
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区、国家卫
生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区、全国先进文
化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曾
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被联合国人
居环境署授予“迪拜国际人居环境良好
范例奖”，是名副其实的两江创新高地、
生态宜居北碚！

近年来，北碚区抢抓两江新区开发
等重大机遇，努力建成生态宜居城区、高
新产业基地、科教文化高地、休闲度假目
的地的现代化城区，经济保持平稳快速
增长，交通得到大力改善，城市品质不断
提升，招商引资势头良好，社会民生扎实
推进，呈现出发展势头蒸蒸日上、发展劲
头热气腾腾、发展格局生动活泼的局面。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繁荣文艺
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
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的精品力作。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全面展示北碚区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特举办“美丽北碚”征文大赛活动。

本次征文大赛以“美丽北碚”为主题，
标题自拟，体裁包括散文、特写、随笔、诗
歌等，每篇字数在1500字以内、诗歌50
行以内为宜。北碚的改革发展之变、山水
环境之美、风俗人情之乐、社会和谐之音，
皆为创作素材。

本次征文大赛预计刊登30篇。欢迎
市内外作家、诗人、文艺爱好者们踊跃参
加。征文结束后，由主办和承办方共同组
成评委会，评出获奖作品若干，向获奖作

者颁发奖金及证书。优秀作品将结集成
书正式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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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邂逅了一本名叫《明珠安稳》的
书，笔者邂逅了綦江安稳镇。在巴渝大地
的版图上，安稳镇如同散落在莽苍大地的
一粒种子，千百年来历经发芽、开花、结果，
讲述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和故事，记录着属
于自己的艰辛与荣耀。

也许，很多人都没有留意过安稳。但
是，走过渝黔高速公路的人，走过渝黔铁
路和 210 国道的人，都应该与安稳相遇
过。因为，安稳是由黔入渝第一镇，素有
綦江“南大门”之称，是西南出海大通道上
的重要节点，堪称镶嵌在渝南黔北交界的
一颗明珠。可以说，向北走进安稳，就是
走进了四川盆地；向南走出安稳，就是走
出了四川盆地。即便你只是匆匆的过客，
只是不经意瞟了那么一眼，但安稳镇已经
成为你人生旅途中的一部分，永远也无法
将它抹掉。

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
有值得关注的东西，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
用眼睛去发现。当你走进安稳，那伟岸雄
奇的九盘山便会势不可挡地闯入你的视
野，让你无法躲避，也无法逃避，只能迎面
而视。那九个圆形山包，像一个个圆盘子
倒扣在山顶，让人感叹天地造化之奇妙。
而从山中穿过的川黔公路，形成很多个

“之”字拐，让人倍感人工力量的伟大。
虽然九盘山只是大娄山的余脉，没有

名山的响亮声誉，但这里却是兵家必争之
地，曾饱经战争风云的洗礼。今天，当你眺
望满山青翠，聆听徐徐风声和鸟鸣，也许不
会将九盘山同硝烟弥漫的战场联系起来。
但九盘山的历史却告诉你，硝烟曾在这里

升腾：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义军，曾
假道九盘山与明朝军队周旋；蔡锷将军率
领的护国军，曾在九盘山与北洋军血拼
……虽然硝烟已散尽，但那一段又一段不
平凡的峥嵘岁月，却已定格成九盘山的石
头和历史。尤其是抗战时期修建的川黔公
路，那一个个“之”字拐，仿佛在告诫人们：
历史不能忘记。

历史总是那么深沉，但历史并不都是
硝烟。在安稳境内，与历史相伴的还有众
多的文化遗存，以及独具魅力的人文景
观。这里是我国研究早期古生物代地层重
要地区之一，曾发掘出众多古生物化石。
虽然我们不可能幸运到能捡到化石，但站
在这里遥想一下远古的生物，那种悠远也
许会令人着迷。而当我们靠近扶殿庙的时
候，打量庙前那座清代保存下来的化钱炉，
似乎隐约闻到了清代的香火气息，那个上
香的古人正跪拜叩首；当我们行进在安稳
境内的盐马古道，那马铃声、马蹄声、马夫
的山歌声、马儿的嘶叫声、店家邀客的招呼
声以及人们的欢笑声，似乎正随风而至，让
人分不清过去和现在。

漫步在安稳境内，你随时都会碰见一
个扛着锄头的农民，他可能刚刚锄完地头
的草，正唱着山歌往家走。你跟在他身后，
走进一处农家小院，发现他瞬间变成了民
间艺人，开始埋头创作独具地方特色的綦
江农民版画。在这里，如果你有足够的兴
致，可以一一领略到蓝印花布、扎染、蜡染、
木雕、木板年画、石刻、剪纸、挑花、刺绣等
传统民间艺术散发出的光彩与魅力。如果
你恋恋不舍，完全可以把它们放进自己的
行囊带走，它们便成了你的珍藏。

不知不觉间，你已经闯进了景色可与
“重庆小山峡”媲美的牛舌口峡谷。九峡
七滩让四公里长的峡谷变成了人间仙景，
催生出原生态峡谷奇观。沿河谷漂流而
下，不断折返弯曲，惊险刺激，可谓是“千
回百转一线牵”，眨眼便是新世界。一路
涉水所见之物，既充满灵性又充满了野
性，那峥嵘的山石，嶙峋的怪石，连绵的剑
竹，清澈的河水，飞泻的瀑布，翔游的鱼
儿，随处可见的钟乳石，诗意般的雨雾，让
人目不暇接，只能一个劲地惊叹：神山奇
水，魅斧神工！

从牛舌口峡谷出来，也许你应该去品
尝一番安稳羊肉汤锅、蒋家辣子鸡、布衣山
寨烤香猪的美味，让自己口舌生津。当然，
你也可以在安稳场找一个茶馆，喝两口盖
碗茶，不管是毛尖茶还是沱茶、老荫茶，都
足以让你沉静下来，漫不经心地听别人摆
龙门阵。如果你想离开，随时可以起身走
人，但茶馆还在原地，安稳镇的龙门阵
还在继续。
(作者单位：中国中医药报重庆记者站)

时间，会在空间中消失
比如此刻，在我凝视你的瞬间
日子突然凝固 记忆开始背叛四季
除了冰，除了雪，天空高远而临近
云很轻，也很低，仿佛唾手可得
仿佛一切存在近似虚无
一切虚无又逼真得如同手足

这是通向纯粹生命的密道
只有信仰的歌声可以抵达
风，突然静止，只有白
看得见的却看不穿的白
如同等待几千年
依然没人出场的戏剧
我突然站在我的对面
以一池透明的净水
展开所有的前世今生

这是看得见灵魂的地方
我从卑微的低处走来
获得5700米的高度
这是必须仰望的高度
在茫茫的冰川
一页页翻开的书籍笔法坚挺
灵魂洁如雪，如玉，如云
没有一丁点杂质
一切肮脏的念头都不堪一击

这是透明而宁静的世界
几番轮回才能相遇
由此 我不再相信一切昏暗
一切欺骗 一切邪恶 一切背叛
与一切伪善 只有真
如针尖一般将平庸刺醒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
向往纯粹的光明
在这里 所有的背影都没有阴影
我不觉得冷，而是热，
热的雪正在点燃整个世界
我突然热泪滚滚
而滚下的已不是泪水
而是透明的冰雪 冰清玉洁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党委宣传部）

幼年时，我离开妈妈寄养在乡下外婆
家。那时物质生活贫乏，舅舅家七八口人，
一顿饭围着一口大铁锅，锅里名曰红薯稀
饭，却舀不出米来。没吃饱，外婆不准吭
声，我偏闹，吵着还要吃。外婆用竹篾条抽
我，我撒腿就跑，外婆绊倒在田坎边。

后来外婆生病，家里买肉给外婆补身
体。午饭时，表哥喊我进外婆房间，外婆坐
床上，把肉端给我，叫我悄悄吃。那时真不
懂事，居然把肉吃完了。饭后招呼村里小
伙伴到田间，坐麦垛上，小伙伴围着我，我
讲城里的故事。小伙伴听得津津有味，其
实我并不知道城里是什么模样，我从妈妈
寄回来的水果糖联想、编织着远方的故事。

后来我离开乡村，长大以后物质生活逐
渐丰富起来，那个年代离我越发遥远，而我
对远方亲人的思念留在那如花的麦垛里。

八年前单位组织扶贫，干部与偏远贫困
山区生活困难村民结亲，给予一定帮助。
我们结亲的地方在石柱县沙子镇。这里离
主城两百余公里，单面行程三个多小时。
沙子镇四面环山，镇上房屋错落建在山
上。一条小河穿过小镇，河水流淌湍急。
刚下过雨，河水卷起黄沙，浑浊呈黄褐色。

在镇政府活动室，十九名帮扶对象等
候着我们。我们带去了红包、米、油和一些
旧衣服，亲手交给自己的帮扶对象。

我的帮扶对象是一对残疾夫妇，走近
他们，便想起我的童年，忆起远方的亲人。

他们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看起来羞
涩、朴实。男的年近六十岁，手指残疾。女
的年近五旬，患小儿麻痹。两个女儿远嫁
他乡，他们每月获得政府低保生活费补助
九十元。女的腿脚行走不方便，我欲帮她
扛米，她坚持不让。

一年以后，第二次去沙子镇，她远远看
见我，笑着迎过来。她脸色红润，精神挺
好，腿脚依然不利索。她递给我一个塑料
编织袋，里面装着送给我的白果和小白
豆。她老公患气管炎，走路累，没有来。

我去看望她家，帮她搬东西。她家坐落
在山腰上，背靠山，山后是高速公路。家门
前穿过一道单车道公路，对面是一条小河。

她家住房宽敞，上下楼有八间房，收拾

干净。她到家后径直往厨房走，说
给我烧开水。家门对面有间矮房，
隔着马路，是她家猪圈，外面围着稀
稀拉拉的栏杆。女主人煮了半铁锅
白生生的醪糟汤圆，喊我进去吃。
我坐灶台边，端着汤圆吃起来，汤圆
糯又甜，很好吃。女主人甜笑着看我
吃，劝我多吃点。我让他们一起吃，他
们不肯。

坐厨房里，透过屋门望见楼道外吊晒
着的两长排玉米，乳黄衣还留在上面。米
粒饱满，呈金黄色，明亮、耀眼，给灰暗冷清
的房子增添了生机。此时我的眼眶湿润
了。灶口蹿出红的炭火苗，狭小的厨房变
得温暖起来。

我与他们素不相识，起初从名义上的
亲戚，到认识亲近他们，看似是相对富足者
对于贫困的扶助，而他们的坚守与自强却
触及到我心灵某个贫穷的地方。年复一
年，他们过着不变的日子，生活如门前流淌
的小河，安宁而充实。

他们没有因物质贫乏丧失自我，两夫
妇如门前的玉米，朴实善良，发出金色的
光芒。

离开沙子镇，车向城市方向驶去。乡
亲身影远去，青山远去，金黄色的花，红的
花在心中开放，一种情愫在心底萦绕。

我已经放不下你们，大山中的亲戚！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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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晚报副刊月度好稿奖
（2017年10月）

标题 作者 发表时间

陈家湾记事 吴向阳 10月11日

食物的意义 罗夏 10月14日

北碚豆花好安逸 陈远鸿 10月21日

香喷喷的臊子面 杨智华 10月24日

母亲的酒酿 宋燕 10月25日

美丽中国 系列宣传活动 北碚 篇

中共重庆市北碚区委宣传部 主办
重庆市北碚区文联、重庆晚报 承办

美丽北碚
征文大赛两江创新高地

生态宜居北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