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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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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文

重庆市渝中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北碚，好一幅民俗风情画。
北碚，好一首现代交响诗。
走进北碚，也就是走进了重庆的城市花

园。那是一座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长廊。我
无数次来到北碚，都为这里宁静、优美、祥和的
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流连不舍。奔腾的嘉陵
江水如玉带般绕城蜿蜒而去，又像一幅巨型山
水诗画，把历代诗人的雄放诗篇次第打开：杜
甫的“花远重重树，云轻处处山”；李商隐的“千
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冯时行的

“借问禅林景若何，半天楼殿冠嵯峨”；张纯一
的“松风明月韵流泉，九峰苍翠耸江边”……碚
城书香横溢，款款流淌着唐诗宋词的韵味。

漫步在城区街道上，我常常怀疑自己是
漫步在北欧城市。那高大的梧桐树，卓尔不
凡，冠盖如荫，好似一幅写意画。那一栋栋
精致的西式建筑，在山水环抱中飘逸出一种
格外动人的建筑美。想上世纪二十年代初，
实业家卢作孚独具慧眼，利用森林温泉峡谷
之美，开发打造这一片美妙之乐土。时隔经
年，北碚已建成一座宜居的现代化大都市，
成为“现代中国缩影”。鼎盛时，曾有数千位
社会名流，选择在此栖居。老舍在老舍旧居
写下了《四世同堂》，梁实秋在“雅舍”里创作
了《雅舍小品》……

提到北碚，不能不提到缙云山，这是北碚
一张响当当的地标名片。如今更是风光旖
旎，韶华再发。我每年夏季常常会携友人到
缙云山纳凉，置身于蓊郁葱茏的森林怀抱里，
沐浴在满满馨香的绿色空气中，凝望狮子峰
横亘的巍然和峭拔。头顶蓝天，脚踏白云，有
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尤其是下山后，我会
依依不舍，常常一个人踟蹰在缙云山脚下，仰
望山顶上那一缕缕漂浮的白云，遥想8大古
刹和晚唐石照壁、明代石牌坊、宋代石刻的幽
远和古韵，以及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川东佛教

圣地”缙云寺和白云观、绍龙观等道教文化
园。佛道相融，和谐共生，这些深厚的历史文
化都融入了我的血脉，受益终身。

时代的变迁，终会再次改变一个城市的
命运。北碚，依然在历史的进程中一次次抓
住机遇，华丽转身，惊艳亮相。

我再次走进北碚，走进水土。一座座精
致的科技楼扑面而来，传统与现代交织，历史
与未来接壤。同一座城市，自清朝康熙年间
设镇以来便书写过三次华彩乐章：清朝时因
设置塘汛管卡有“白天千人躬首，夜晚万盏明
灯”之誉；抗战时有“北碚豆花土沱酒，好耍不
过澄江口”民谣见证。如今更是风华绝唱，走
进世界前沿，瞬间使人恍如隔世。

2010年，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挂牌，定
位为“水土高新生态城”，以“两高三心（即高
新技术产业区、高端人群居住区；数据处理
中心、医药服务中心、电子信息软件研发中
心）为发展目标。7年多的攻关，7年多的拼
搏，大数据及云计算服务、光电显示、半导体

集成电路、生物制药及数字化医疗设备、机器
人及智能装备制造五大主导产业聚集区，犹
如五翼齐发，在1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纵横
驰骋，扶摇于广阔天地之间。

这是何等动人的一首又一首现代交响
诗，在北碚上空经久鸣响，缭绕不去。

一个城市，有了文化，就有了诗魂；一个城
市，有了高科技，就有了神韵。水土高新园凭
借北碚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自然风景，打造
高科技城市特色，使水土高新城迅速崛起，并
成为这个城市最闪亮的一颗科技明珠。这也
是“创造奇迹、创享未来”最诗意的注解。

临别时，我再次徘徊在缙云山脚下。仰
望山顶，云蒸雾腾，景象万千，气势磅礴，令
人遐想悠悠。倏然，我想起了臧克家的一句
诗：“登山千条路，同仰一月高”。一个城市
的建设和发展，犹如登山一样，只有找到自
己最适合的登山道，才能用最快的速度到达
山顶，一览无限风光……

（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长）

那次他和我一起，参加我的同学聚会。
在渝北中央公园，同学提出给他和我照合
影。冲着前面举起的手机，已经远远比我高
出一截的他表现出少有的亲昵，把手搭在了
我的肩膀上。我侧目注视那只我曾牵过的
手，掌面宽大，手指修长，已完全是一个成年
男子的骨型。

不禁感慨时光飞逝如电。不知不觉间，
今年他就十八岁了。酒桌上，我和同学开玩
笑说，如果现在要用拳头教训他，如果他要还
击，我大概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

回想2000年的一个晚上，当他从娘胎里
来到这个世界上时，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去抱
他。或许是用力过度，或许是姿势不对，反正
我一抱，他就在我怀里“哇哇”哭个不停。当
我用手去触摸到他温温软软的小手时，他手
指间传递给我的细细的力量，让我初为人父
的幸福和喜悦，如同春风拂过四月的湖面。

在之后的几年间，他胖乎乎的小手，时
常带给我无穷乐趣。清晨，我还没醒来，他
就淘气地摸我胡茬、挠我耳朵；我掏出香烟，
他在身边抢过打火机，给我点燃；我喝醉酒，
他悄悄端一杯水，摇摇晃晃地递过来；走累
了，他一定会叽歪着爬上我肩膀让我“打马
马肩”，双手就像薅草一样扯我的头发……
尤其让人气恼又好笑的是，当他的愿望没得
到满足，或我们无视他的表达和要求时，他

一边哭闹，一边手舞足蹈。
至少在他小学三年级以前，他都特别喜

欢让我牵着他上学、回家。初上幼儿园，他咬
着嘴唇，神情紧张，即使把我的手心攥出汗也
不放。一番好说歹说，他终于肯放手了，但频
频转过来的小脸上，是怎么也擦不完的泪水。
放学后，当他站在校门内搜寻到人群里的我
时，憋红着脸挤出校门，挥舞着小手狂奔过来，
兴奋地一把拉住我的手……阳光下，我们一
长一短的两个影子，绝对是人间最美的画。

握住他温温软软的手，看着他灿烂的笑
脸，我觉得，所有的劳碌、辛苦甚至委屈都烟
消云散、不值一提。那几年，我每天拼命工
作，一心想用自己的苦干苦熬混出个人样儿，
对他基本属于“放养”，很少过问他的学习和
心事。我知道他是孤单的，因为他曾埋怨过
我对他太不关心太过冷漠。而我，也写过一
篇《孤单的儿子和忙碌的我》表达自己的愧
疚。我心里清楚，随着他渐渐长大，终会有一
天，他会不愿意再牵着我的手，会挣脱我的
手。一个人出门，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回家。

我以为这很遥远，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如今他的手，会握笔，会捧书，会拿着手

机玩游戏玩到半夜，以后还会牵某一个女孩
的手，但基本不会让我再牵着他。而像合影
时他搭着我肩膀的那种亲昵，这么多年来也
不过三四次。

但作为一个父亲，看着他掌面宽大、五指
修长的手，看着他俊朗的脸上长着的几颗青
春痘，看着他渐渐成长为一个男人的模样，心
里怎能没有欣慰和自豪？因此当他的老师在
群里说，每位家长要准备一封信或一件小礼
物，在学校即将举行的成人礼上交给自己的
孩子时，我激动了好几天，心中似有千言万
语，最终只形成了这些文字。

“十八而至，梦想以行。”在几天后的成人
礼上，面对一片年轻和激情的海洋，我不知道
我会对他说些什么。但我知道，成人礼一过，
他就要面对接下来的高考，面对人生许许多多
的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论述题。我能做
的，就是在他成长的路上，目送他走向梦想和
未来。 （作者单位：大足日报社）

春天里万物复苏，柳绿花红，百花盛
开。这个大花园里有端庄的山茶花、漂亮的
玉兰花、艳丽的桃花、美丽的杏花……其中
我最喜欢家乡的紫玉兰了。

瞧啊，紫玉兰已经在盛开了。我先轻轻
地从地上捡起了一片花瓣，看见它就像一把
紫色的勺子。这让我似乎感到肚子有些饿
了，因为勺子是可以用来盛食物的。再看树
上，有的还是花骨朵儿，像话筒；有的只开了
两三片花瓣儿，它们就像其它花瓣的姐姐，
每天都告诉妹妹们外面的新奇事；还有的花
瓣全开了，微风吹拂着它，它就提着紫色裙

子在风中翩翩起舞，在阳光中沐浴。一朵朵
紫玉兰就像停在树上的蝴蝶，跳着美丽的舞
蹈。远远望去，它们还像一个个小小的紫色
灯泡。

紫玉兰的叶子呢，这时候还很小很小，
就像一只只蝴蝶的翅膀。叶子为什么这么
不明显呢？可能是因为很害羞吧。等花谢

的时候，叶子才慢慢长大了，就像一个个士
兵挺立在树枝上。

看着看着，我突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
朵紫玉兰，穿着美丽的紫色裙子。微风吹
来，我，噢不，还有这个树枝，甚至这棵树上
的所有紫玉兰，都在跳着优美的民族舞，有
时候还会引来蝴蝶们的观赏呢。风过了，我
停止了舞蹈，静静地站在那儿。蜜蜂告诉我
它早晨丰收了多少蜜；蝴蝶请我教它跳舞；
还有正在学飞的小鸟飞到我身旁，告诉我它
还不能飞过这棵树的沮丧……突然有人在
喊我的名字，我才醒过来。

我喜欢这个万物生长的春天，更喜欢家
乡的紫玉兰！

（作者系南岸区江南小学六年级学生）

如歌岁月
——写给毕业

三十年同学会
陈刚

一

时钟，敲响一去不返的音节
脚步，怎能迈进同一条河流
匆匆的岁月
透过一路的风景
滚滚红尘，风雨阵阵
思念在四季轮回中萌芽
留守一份别样的感动
三十年的风沙啊
凝聚成樱桃般的记忆
三十年的同窗之念啊
涅槃为历史长河中的片片红叶

二

挤过成人高考的时空隧道
共同的命运将我们五十位集结
百年修得同船渡
五世修得同窗读
缘分的种子生长出玫瑰花
校园里荡漾着经典的老歌
留下奋斗的三原色
操场上，青春的炉火激情四射
教室里，把梦想码成厚厚的汉字
图书馆，给美好的未来按揭
病床旁，洋溢着无尽的关切
圆顶舞厅婉约一段流年的情怀
樟树林，把酒邀明月
桃园宿舍是温馨的家园
岁月如歌，透明清澈
友谊如灯，永不熄灭

三

三十年前的六月
阳光洒满离别的苦涩
轻轻挥手，紧紧拥抱
说好彼此坚强不流眼泪
可是，最后还是哭了
就这样，从此天各一方
风信子经常传来消息
你的坎坷，使我心急火燎
你的成功，沸腾着我的热血
多少回梦里相见
多少回时空穿越
千生百世，缘起缘灭
同窗苦读的同学啊
情与情是那么的真切
心与心流淌着温暖的血液

四

岁月无痕，静静流淌
飘零的落叶，不是根不挽留
而是风的不懈追求
班集体这棵葱郁的大树啊
好似老书记和老班长的请帖
终于，带着三十年的期待
相聚在母校开满鲜花的季节
深情拥抱不相识
回眸一笑鬓如雪
聊不完的前尘往事
说不尽的离情别绪
一声声问候
搜索无法忘却的忘却
一次次碰杯
碰撞三十年思念的炽热
心中，往事如烟
眼中，温馨如故
饱经风霜的脸啊
散发着丁香花的味道
多了许多淡定和稳重
多了许多睿智和体贴

这是何等动人的一首又一首现代交响诗，在北碚上空
经久鸣响，缭绕不去。

北碚的交响诗
刘建春

感悟人生 当他的老师在群里说，每位家长要准备一封信或一
件小礼物，在学校即将举行的成人礼上交给自己的孩子
时，我激动了好几天，心中似有千言万语，最终只形成了
这些文字。

零零后已十八
李美坤

看着看着，我突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
朵紫玉兰，穿着美丽的紫色裙子。

紫玉兰
邵英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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