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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两江

“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人生境界
真善美，这里已包括。”

这是经典的《小城故事》歌词，也是璧
山的真实写照。词坛泰斗庄奴来到璧山后
曾经由衷感叹：“原来，美丽璧山就是我心
中的小城故事！”

这块温润深绿的璧玉，仅与主城一山
相隔，车程不过40分钟，但是繁华中并不
喧嚣。时光如水，她在温暖的怀抱安谧地
享受花香和阳光。一年四季，姹紫嫣红，绿
意盎然。这片土地上，河流蜿蜒，如飘逸的
裙带；群山逶迤，如淋漓的水墨画；大大小
小的湖泊宛若颗颗翡翠，镶嵌在青山绿畴
间，妩媚动人。古老的寺庙，西式的教堂，
隐没于这片神奇山水之中。这座秀美小
城，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风情。置身于这
样唯美浪漫的小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人生何其美好！

诗意天堂秀湖公园

2017年 10月 5日，中央电视台的栏
目组来到重庆，对璧山秀湖公园进行了现
场直播。这座开放的公园，以奢华的绿意
和弥漫的祥和，让电视观众惊艳：小城之
中，居然还有占地面积1500亩的国家湿
地公园。

秀湖环绕，静水流深，一年四季，鲜花
盛开，空气芬芳。树之荫，湖之畔，暖阳下，
微风中，既可独游山顶，如一朵流云，看书
发呆，写诗画画；亦可与心爱之人牵手并
肩，小径漫步；或者三五亲人，相伴聚玩，谈
天说地。这里的自然、文化、建筑、雕刻完
美结合，呈现出“天人合一、山水融动”的意

境，秀湖公园成为了璧山人诗意栖息的美
好家园。音乐喷泉，环岛小路，空中廊桥，
亭台轩榭，真可谓一步一景，每一个细节都
恰到好处，每一株植物都赏心悦目，每一声
鸟鸣都让人沉醉。置身其中，如在天堂。
这个湖泊环抱的公园，终年荡漾在花海之
中，美得让人心碎。

生活在璧城的人，天天享受着这从容
不迫闲适舒服的生活，内心保持一片绿洲，

逍遥于尘世之外，与喧嚣的世间隔着一段
距离。

时光沉淀，不张扬，不浮夸，如诗如画
的小城，承载了一个又一个真善美的故事。

青山依旧青龙湖

这是大自然的恩赐。在璧山的土地
上，青龙湖犹如一面巨大的宝镜，镶嵌在青
山之间。清澈碧蓝的湖面微微泛起波澜，
似乎在诉说一段远逝的传说。

千年之前，这里曾有一场惊心动魄的大
战。蒙哥派他的十万铁骑久攻钓鱼城不下，
于是派一支精壮人马绕道重庆，准备溯嘉陵
而夹攻钓鱼城。途经璧山，眼见此地两岸高
山，险峻异常，便安营扎寨，休养生息。某一
天，突然杀声四起，滚木擂石，飞箭如雨，蒙
哥的兵马择路而逃。后人不禁赞叹：看似如
此不起眼的山寨，却如铁围！这就是被旅行
家赞为“川东小峨眉”的铁围寨。

战马踏浪归，青山依旧绿。那一段传
说，已化为满山烟雾，在每个清晨和黄昏飘

荡。震天动地的呐喊嘶鸣早已消散在密林
深处，徒留当年的城墙、哨楼、炮台、栈道、
宋大师府、女儿营、宋街等遗址。满山草
木，风轻云淡。偶有樵夫的歌声飘然而至，
惊起一湖微澜。

暮色如纱，轻轻覆盖钻石般的湖水，将
一山诗情画意和古老历史再一次沉入湖
底，让人生出幻梦无限……

纯白意境露德堂

在璧山正兴，有一座纯白色的哥特式
天主教堂坐落在波光粼粼的水库旁，远远
望去，像一座欧式小镇的城堡，显得平和而
神圣。

雪白的墙壁，典雅的画像，神秘的无影
柱，高高的十字架，都刻记着这座教堂风云
变幻的百年历史。

这座别具一格的教堂在田园乡村里营
造出一份异域的浪漫。生活与命运交汇，
身躯与灵魂相见，昨天、今天和明天融合。
这里的每一片落叶与新枝都在表达着人生
的真谛。

高高的露德堂，无数的光与影折射出
纯白的意境。教堂外，风缓缓地吹，河水无
声地流淌。偶尔有人路过，花篱下残留着
虫子的薄鸣。

（作者单位：璧山区来凤中学）

叮当叮当叮当……清晨
五点半，手机闹钟准时敲响。

闻之，我一个鲤鱼打挺，
下床落地。简单洗漱后，穿上
轻便运动鞋，飞身出门。

十余分钟后，晨光熹微中
的梁平机场到了。放眼望去，
一马平川的机场跑道上，晨起
跑步的男女老少已有不少，我
算是迟到了。

由于来的路上已热身，我便加快了
步伐，从椭圆形的机场跑道中间部位切
入开跑。尽管机场宽阔，空气凉爽，微风
拂面，但中速跑步约三十分钟后，全身已
经发热冒汗，我便放缓脚步改为快走。
快走又是半小时，锻炼的目的也达到
了。心情好的时候，我还停下来，远远地
观赏在跑道中间草坪上晨练瑜伽的美女
们。她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运动服装，将
专用地毯铺在草坪上，在地毯上或压腿，
或弯腰，或舒臂……真还是机场晨练队
伍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在打望美女的同时，我也静下心来打
望我心仪的梁平机场，犹如端详久别的恋
人。

重庆市梁平区，“四面青山下，渝东米
粮仓。千家竹叶翠，百里柚花香”。梁平
机场就坐落于素有小平原之称的梁平大
坝以北。呈长长的椭圆形，机场跑道约两
公里，跑道宽约60米，跑道中间和外围近
百米范围内全是浅浅的绿草。

据《梁平县志》记载，梁平机场，旧称
梁山飞机场。1928年，由时任国民革命军
第21军军长刘湘始建。抗日战争时期，由
于梁山机场是大后方最前哨阵地，日军视
为眼中钉，派出战机在梁山机场上空进行

了133批次狂轰滥炸，近1000人被
炸死。侵略者的血债罄竹难书。

1952年，梁山机场改为梁平机
场。上世纪六十年代又整修加固了
机场，改机场碎石跑道为混凝土跑
道。今天，梁平人闲暇时间喜欢到机

场的公共开放区域来走一走，健健身。
梁平机场亦是我儿时成长的乐园。

我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紧邻机场的梁平
县城呱呱坠地，可以说梁平机场看着我亦

步亦趋长大成人。那时还是
幼儿的我，不知道伴我成长的
机场饱经沧桑，曾经遭受日寇
蹂躏轰炸。只知道每日夕阳
西下后，盼望着牵着父母的大
手，邀约三五个小伙伴来到梁
平机场玩耍。机场可大了，我
们在宽敞的跑道尽情地疯，尽
兴地叠人马，稚嫩的欢笑声洒
落一地。

机场真是我们的聚宝盆呀，宝贝可多
了。我们在机场草丛中寻找狗尾巴草摆弄
成各种动物，用一种根茎修长的草编成公
鸡斗草。还在跑道中央草丛中左一脚右一
脚伸展踢动，浅草中一会儿飞出一只蚂蚱，
一会儿蹦出一只千担（一种尖头蚱蜢），一
会儿跳出一只小青蛙，我们追逐着，嬉闹
着，快乐着……

稍大后，我听大人讲了梁平机场的
历史，从此淘气的时候少了，来机场疯的
时候少多了。雨过天晴后，我们结伴来
到机场，为的是在浅草中寻找美食——
地木耳，绿绿的、薄薄的、软软的，像银耳
一样大小，营养好极了。浅草上生长的
地木耳也最干净。不到一个小时，我们
都能抹上半篮子。回家用水清洗两遍，
从泡菜坛中抓出酸辣椒、酸姜，炒上一盘
酸辣地木耳算是开洋荤打牙祭了，那美
味至今难忘啊！

后来我与梁平机场一度分开了。待我
离家求学重回家乡后，眼前的梁平机场更
是焕发了勃勃生机。我一家人常常骑着自
行车来机场兜风、散步、玩耍，锻炼锻炼身
体。还去离梁平机场不远的全国第二高石
塔梁平文峰塔观赏美景风光。

据资料记载，梁平机场的历史很不简
单。日寇侵华，轰炸梁平机场时，中国空
军、苏联空军、美国空军联合抗击。梁平机
场像一个刚毅的战士，勇敢地托起正义的
力量。抗战时期在这里，涌现出王光复、周
志开、库里申科（援华苏联志愿空军飞行大
队长）等空军英雄。

我倾心深爱的梁平机场，我每天抚摸
轻吻的梁平机场，伴随我度过童年，让我在
英雄的感召下长大成人。

(作者单位：梁平区委宣传部）

早上在江边走路
蓝花楹开了
与你的一树欣喜并肩站立
看河流从远方奔来
旋即离开
我们没有别过头去
天空也没有转身
从中读取你的给予
如同一种默契
从你的身上
我闻到自己的香气
虽然我们珍藏着旧时光
怀念也不少
但还有新相逢在如梦初醒
我看见一个字
你的胎儿
那是一粒露珠的脉动符号在闪光
同时，我还
听到你在轻声发问——
我有盛开
你有凝望吗？

时间常常把我磨损

时间常常把我磨损
当我在秒针上走路，在快乐
或者记住忧伤
在爱情的湖水里春波一样荡漾
在诗中做梦
那么多的白云在头顶悠悠远去
一只飞鸟掠过
总有刹那的莫名惊诧
这是每个人都会的，但却有人不知
而我更愿在磨损的响动中
与时光至少打个平手
因为我们站在一起
时光也会退缩
（作者单位：
重庆化医控
股【集团】
公司）

你是
一条斑斓的翡翠项链
悬挂在峡谷……
我好想取你戴在颈上
惹女孩子心儿痒痒……

你是
一根纤细绵长的藤蔓
盘绕在崇山……
我好想采你缠它成舞绳
让心爱的姑娘欢跳不止……

你是
一条通体明亮的青蛇
蜿蜒在峻岭……
我好想画你养它在凡尘
叫南来北往的人惊叹不已……

你是
一弯全身皎洁的弦月
横卧在武陵山洼……

乌羊坝题句

乌羊坝，大地的一部神奇天书
金、木、水、火、土
五行皆备的宝地
自盘古开天地
你就静默地雄峙于此

松风是毫笔，峰峦是笔架
子溪是墨水，龙潭是大砚
白云是纸张，洞酒是灵思
飞鸟是书体，乌羊是文字
层岩是风骨，榛楠是架构
虎豹是插图，山脊是书背
峡谷是书页，芷兰是书边
樱花是书签，星月是印章
雨露是印泥，残阳是落款
五谷是装帧，蓝天是封面

今天，你来补金，我来燧木，他来汲水……
乌羊坝啊，人间的一轴至美画册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丰都县作协主席）

这座秀美小城，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风情。置身于这样唯美浪漫的小
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人生何其美好！

看似一幅画
听像一首歌 梦桐疏影

我倾心深爱的梁平机场，我每天抚摸轻吻的梁平机场，伴
随我度过童年，让我在英雄的感召下长大成人。

轻吻梁平机场

徐文峰

蓝花楹开了
（外一首）

江娃

龙河，
一条天赐的河

（外一首）

孙江月

▲璧山秀湖公园 朱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