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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两江

“……古来贤达士，初亦愿躬耕，意
气或激越，邂逅成功名。”我是默诵着陆
放翁的诗句去梁平，一路烈日骄阳，但一
到竹乡，阳光也变得温柔和腼腆了。竹
海位于梁平西北部，成片竹林35万余亩
之巨，绵延百余里。竹海地势较高，我们
乘坐的中巴车穿行其间，只觉车窗外连
天涌翠，碧浪无边。漫山遍野的绿色、清
澈的湖水、曲折的林间小道，以及那坐落
竹海的古朴民居，更添了几分神韵。

梁平百里竹海温暖湿润，这里生长
着近百种竹类，寿竹最多。寿竹高大挺
拔，在笔直的主干末梢，才节外生枝，枝
上长叶。我平视所见的是无牵无挂的劲
健的竹干，抬头才见随风婆娑飘逸的竹
叶。在竹林中行走，觉得很方便，没有羁
绊，而高处丛生的竹叶遮天蔽日，如同无
数把巨伞撑开，阳光从“伞缝”漏下来，别
有韵致。苦竹比寿竹柔弱一些，末梢细
细的，倒垂下来，像要在竹海中钓鱼。此
外，墨竹、观音竹、凤尾竹、罗汉竹、人面
竹等各具姿态。绿色调配得千变万化，
明绿、淡绿、翠绿、深绿、墨绿……随意点
染，浑然天成，全无斧凿痕迹。自笋至竹
一年定型，这种“一年青”竹子，主干上还
有一层薄雾似的白灰，两三年后青翠可
人。老了以后，主干变黄，更显沧桑。竹
叶从淡绿到深绿，飘落之时枯黄，翻飞似
蝶。竹笋竹荪为竹海美味，皆鲜美可
口。我们在竹海吃的竹筒饭，香溢舌根，
历久难忘。经过绵密的竹根的过滤，从
山崖岩缝里渗出来的水被称为竹根水，
甘甜清香。试想，入夜，在竹楼小坐，用
竹根水泡一杯清茶，看窗外修竹两三竿，
听林间蛙声一阵阵，禁不住浮想联翩，想
起苏东坡，想起竹林七贤，想起娥皇女英
……是的，在中国传说故事中，能被赋予
深厚文化内涵的，竹是为数不多的植物
之一。最初，竹在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人
们砍下竹子做成弓箭猎获野兽，这是先
民们最主要的生存方式。后来，竹子融
入了更多的精神内涵，承担了更多的文
化责任。汉字最早的载体是竹简，史书
因而被称为“汗青”；形容罪恶滔天的是

“罄竹难书”。竹因高风亮节而成了清廉
正直的代表。“梅兰竹菊”合称四君子。
竹是常见的诗画题材。“胸有成竹”的典
故出自宋代画竹高手文同；郑板桥画墨
竹闻名，他有一首题画诗可概括传统意
义上竹的性格：一枝复一节，千枝攒万
叶；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

天生万物，代代衍化，无论是谁，都
应有个灵魂。竹也一样，竹干中，空空
的，隐清白浩然之气；竹节处，鼓鼓的，显
耿耿孤傲不屈之节；竹叶间，沙沙的，涤
无尽浮华红尘之恋，竹林里，柔柔的，卷
丝丝春花秋月之帘。偶在竹径行走，一

瞬间，灵台清澈，明心见性，清
风掠过，血气舒展。那浩浩荡

荡的清气，使人触觉到弃
绝杂念的禅界，这禅
界，是古往今来多少
儒生佛子追求的境
界！士大夫讲究气
节，所谓刚正不阿，
清介耿直之操守
也，唯遇高风才亮
得名节。何谓高
风？即霜寒之风。
愈是霜寒，愈是清
冷，竹干愈挺得笔
直俊拔。古人将孤

松、寒菊与傲竹并称“岁寒三友”，百代千
朝，称颂不绝。当知竹子除了这似水的
柔情，还有那倔强阳刚的一面。

在梁平竹海，最震撼我的，是那种一
竹倒下，万竹爬起，前赴后
继，勃勃向上的生命
力。竹生笋，笋破
土而出，再成为
竹 ，一 年 独
立，二年成
长，五年成
林 ，十 年
成海，如
此循环，
如 此 繁
衍，如此顽
强！在万
树丛中，论
气 势 ，看 阵
仗，说意志，比
坚韧，唯我竹君
也！

在梁平竹海，竟然少有
杂树。无论多粗多壮多有来
头的树，只要你不是竹子的同类，就必然
会被竹之千军万马层层包裹，压干养分，
困于孤城，枯死绝地。竹阵剿灭入侵之
树，不留一丝痕迹。天下植被，说到万众
一心，团结一致，患难相助，荣辱共生的
群体意识，也唯我竹君！

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
竹。凡清雅之士，都在庭院里种几棵
竹。佛祖释迦牟尼刚出道时，讲经的
第一座寺院，也是全世界的第一座寺
院，就是竹搭的，叫“竹林精舍”。观世
音菩萨也一样，拜观世音的都知道她
身后有一片紫竹林。这梁平竹海，古
时名士来了不少，陆游、梅尧臣、范成
大……破山禅师选择梁平这方净土弘
法布道，梁平双桂堂名播天下。古之
贤士，他们觉得做人比做官更重要。
人格比功名更珍贵，因此有飘然出世
之感，这便是竹的高洁。

在今天，竹子顽强的生命力，可贵
的团队精神与竞争意识尤其让人称
道。在梁平竹海，从未见过孤零零的
一根竹子，竹从来都是一片一丛，相依
相携，荣辱与共。同时，你会发现在梁
平百里竹海之中，绝少树木，因为竹笋
一旦破土而出，就会啪啪拔节迅速占
领一片天空，并把根向四处渗透，争夺
养分和空间。缺乏竞争意识的树木节
节败退。竹林茂密处没有杂草，更无
灌木。这些才是竹的灵魂，竹的精髓，
竹的奥妙，竹的精神所在。所谓竹的
精神，乃竹乡人的精神，中国人的精
神！

离开竹海，竹的清香，竹的苍翠，竹
的飘逸，竹的豪放，特别是竹乡人的真
诚，热情，仍久久萦回，挥之不去。

梁平竹海，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康
寿福地。

我将一阙《行香子·梁平风情》送给
了梁平诗人彭敏：

绿水环村，青岭停云。格桑花，漫溢
清芬。楼房瓦舍，古朴时新。看栋成街，
街通路，路无尘。

人勤家富，品善心纯。好风情，和美
温淳。吾侪造访，温馨盈门。品米米茶，
茶连酒，酒提神。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副秘书长、重
庆市诗词学会副会长、《散文家》杂志执
行主编）

太阳隐去，只有风，从竹海之门穿过。
风来自哪里，没有人知道。我只看见，

凡是被风吹拂过的地方，翠竹都在集体弯
腰。它们是在向风致敬么？

越是挺拔和高洁的竹子，越有谦卑和柔
韧的品性。

我站在竹海的东大门眺望，感觉自己也
成为了一棵竹。只是我没有竹子长得高，我
太矮了，风吹不到我，它只能吹在替我挡风
的竹子上。

竹子懂得保护比它弱小的事物。
那天的风吹得实在是猛烈，它抱着竹子

的头拼命地摇晃，试图将竹连根拔起。可那
些竹子挣扎着，一棵挨着一棵，牢牢抱成团，
任凭凶悍的风怎么吹刮，它们都咬住青山不
放松。我抬起头，看到风把竹子的骨节越拉
越长，似乎都快接近苍穹了，但就是不断裂。

竹子知道，它们要用骨节支撑起整个天
空；也要用骨节，连接起一条返回大地和故
乡的路。

那一刻，我好恨那场风啊。我很想用一
根粗粗的绳子，将风捆起来，扔进竹丰湖里
喂鱼。或将风揉碎，敷在水面上，给竹丰湖
当面膜。让这强悍的风也能体会到别样的
美好。

可风不会听我的话，我奈何不了它。它
仍在跟竹子撕扯、扭打，从这片竹林刮向那

片竹林。有几只不知名的鸟雀惊飞而起，被
卷入风的漩涡之中，发出凄厉的长鸣。但他
们仍在突围，不停地扇动翅膀——因为它们
的巢还筑在竹林深处呢。

我围着天星塘的竹林慢慢地转动，像转
经一样。我相信再狂的风也有过去的时
候。我用手抚摸竹身，我发觉竹子在瑟瑟发
抖。那些竹子可真瘦啊，每一根都像是从我
的身体里逃跑的肋骨。

瞬间，我感到不是竹子在发抖，而是我
的身体在发抖。那正在与风搏斗的，也不是
竹子，而是我自己。

我跟百里竹海一样，遭遇了一场大风的
袭击。

然而，谁又没遭遇过风暴呢？倘若风暴
来了，你躲是躲不过去的。唯有像这些顽强
的竹子一样，勇敢地面对和抗争就是了。

你看，那竹海丛中，不是已经有万千的
竹笋冒出了头么？它们比老竹长得更高更
壮也更结实。

我正遐想间，大风已被新篁的尖刺给吓
跑了。百里竹海重又恢复了平静，远远看
去，只有一片绿色，环抱着梁平这个“中国寿
竹之乡”。

梁平 韵竹 耕夫

竹海位于梁平西北部，成片竹林
35万余亩之巨，绵延百余里。竹海地

势较高，我们乘坐的中巴车穿行其间，只觉
车窗外连天涌翠，碧浪无边。漫山遍野的绿色、

清澈的湖水、曲折的林间小道，以及那坐落竹海的古朴
民居，更添了几分神韵。

游梁平（四首）
梅疏影

游古梁竹海
摇动千竿玉，
须眉绿意生。
入山忘道远，
有竹使人清。
忽遇沾衣雨，
欣听打叶声。
淙淙相应和，
幽涧有琴鸣。

礼古梁竹海观音洞
古洞空山里，
香烟袅竹林。
绿云舒倦目，
清磬警尘心。
瞻拜慈容在，
弘传愿力深。
风吹闻密响，
如对海潮音。

登古梁滑石寨
天女纺锥落，
年深化作磐。
曲环依磴道，
勾锁赖阑干。
郁郁浮云渺，
巍巍故垒残。
绸缪欣未雨，
下顾俯层峦。

再过双桂堂
漫问西来意，
和南乾竺师。
慈风嗟引领，
浊世感支离。
大士遗双桂，
南天秀一枝。
诸天花若雨，
说法想当时。
（作者系青年诗词

家、重庆市诗词研究院
成员）

竹子知道，它们要用骨节支撑起整个天空；也要用骨节，
连接起一条返回大地和故乡的路。

百里竹海的风吴佳骏

古老和现代，历史和未来，在相互交融和发展中，使这座千年不倒的滑石古寨
鹤发童颜，青春焕发。就像寨顶上那从古老颓圮的城墙里伸出来的一枝枝嫩绿的
新芽，在无声地传承着古寨悠久的历史文脉，使之成为一座滋养后世的精神家园

走进千年古寨
——滑石古寨刘建春

总有一些“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古寨让人
动心，总有一些最原始、最传统的“文化明珠”
让人惊艳。这不，几次到梁平，都只知道梁平
是一个非遗大区，尤以“梁平四绝”梁山灯戏、
竹帘、木版年画和癞子锣鼓蜚声中外。当听
说去看滑石古寨时，我还真有点蒙，还真不知
道有一个建于宋代年间的军事要寨滑石古
寨。孤陋寡闻的我，汗颜不已。

当我们驱车来到滑石古寨时，在进寨前
却面临两条路的选择。近道可以从后面上古
寨，但道路很艰险，石梯的垂直度有80多度，
大有华山一条道的险峻感，令我们望而却步。
绕道从正面上古寨，路的坡度平缓些，没有那
么陡，但要多走几里路。我们选择了绕道行。

小车经过一片葱绿的田野和明净的水
库，远远地便看见一块天然巨石把古寨托举
在蓝天白云下。巨石拱卫，山峰耸立，寨旗猎
猎，古寨巍然。依然有一条垂直的石梯一直
伸向洞开的大门，有一种上天庭之感。我们
一行人缓缓登上一条宽不盈尺的折字形石
阶，越过三道寨门，在山顶一道寨门门楣上还
清晰刻写着“未雨，嘉庆二年”字样。

滑石古寨之美、之雄奇，可用山险、水绿、
石奇来形容。一是山险。以平坝上突兀拔起
的一座高260多米的孤峰为佐证，孤峰呈纺
锤形，四面悬崖，峰顶平地有6000平方米。
峰西是一堵倾斜约75度，近10万平方米的
完整石壁。在上山时看见的那条坡度高达
80度的百步石梯，从山上往下看更是惊心动
魄。石梯垂直而下，宛如一道天梯，大有“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二是水绿。山下两
座清澈透明的水库，虽无烟波浩渺、气蒸云霄
之势，但在苍翠的青山环抱中却宛如两颗明净
的绿宝石，在灿烂的阳光下，波光粼粼，碧水荡
漾。三是石奇。巨石如船，托起古寨如巨舰起
航；小石如刃，直插云天如利剑出鞘；有的平坦
如砥，姿态安详；有的如瀑而泄，尽显锋芒；有
的凹槽像井，端方厚正。形态各异，簇拥着古
寨顶天立地，傲立于山川绿野之中。

古寨初建于宋淳祐二年（公元 1242
年）。南宋名将余玠主持防务，为抵御蒙军入
川，在这样一个光秃秃的山坡上用双手垒砌
了古寨。因寨前大片山石裸露，陡峭光滑，故
名“滑石寨”。嘉庆年间，为防白莲教战乱，又
将后寨加以不断扩建，即使是白莲教数万义
军几度攻占梁平大部，但县里200多座寨堡，
却让4万多百姓保以平安。民国年间，为防
匪患，又新修了五层碉楼，使之更加完善。作
为军事要寨，这确实是易守难攻的最佳选择
点。古代建寨人的智慧和高明，即便是在现
代化的今天，也令我们叹服不已。

古寨历经上千年风雨不倒，但历史的沧
桑在古寨却历历可见。当年的木质房屋早已
荡然无存，而石墙则保存完好，四周建有墙
垣，可以看见每道墙体上都设有射击孔。当
年清军的军火库就位于古寨寨顶，又称“老坳

子”，是当年存放军火、武器的地方。最高处
是烽云廊台，它居高临下，虎视四野，让人依
然感受到战争氛围，那不愿触及的双方厮杀
的惨烈战争场面，似乎又在一瞬间恍然出现。

滑石古寨经过历代的维修加固，犹如一
道天然屏障，护佑梁平的黎民百姓，使之得以
休养生息；护佑梁平的山川田野，使之山河依
旧壮美。

站在山顶，极目远眺，有着“第一禅林”之
称的双桂堂巍峨佛殿尽收眼底。在明媚的阳
光辐射下，双桂堂佛殿闪射出熠熠光亮，犹如
一道道佛光，与古寨交相辉映。我突然想到，
滑石古寨之所以能镇守一方，是否也得益于
禅林圣地双桂堂的福报呢？其实，真正细想
一下，那是梁平人民众志成城、聚沙成塔的意
志，形成了一道铁壁铜墙，才使梁平这块宝地
免遭生灵涂炭之苦。

伫立古寨，思绪纷呈。中华几千年的物
质文明积累，使这片广袤土地上形成了无数
映射着中华民族文化之光的古寨村落，它们
以古朴的民风、独特的建筑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成为当地的一个独特景观。像安徽的天堂
寨，系“吴楚东南第一关”，建于元代年间，距
今已有六百多年。其古街、古井、古码头、古
建筑、古民居、古集市，构成了典型的皖西风
格。而位于重庆市忠县城的石宝寨，建于明
万历年间，距今已有四百多年，寨楼依山而
建，飞檐展翼，也极为壮观。至于位于四川西
部甘孜的丹巴藏寨更是深藏于横断山脉中的
世外桃源，独具一格的乡土民居，古石碉楼，
惊现出丹巴的神奇和美丽。

在漫漫的崇山峻岭中，不知还有多少古
寨藏于深山老林，鲜为人知。它们几百年甚
至上千年如一日的安静从容，像山上的那些
石头一样，静静地沐浴在天光日月、风声雨声
中，看着花朵的悄然绽放，听着暴雨的润物无
声。一旦发现，宁静的日子被打破了，这一片
被弃之不用的废墟便几经修缮，完善了最初
的模样。于是，这个昔日默默无闻的古寨便
成为上天赐予的珍宝，成为这个景区最耀眼
的一颗明珠。在漫漫岁月的无尽洗礼中，这
些古寨便孕育成一个个军事文化遗址，被后
来人参观学习、景仰膜拜。

如今的滑石古寨，为揉进现代元素，已经
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景区。除了主体项目滑
石古寨外，还增加了886米长的高空速滑、摔
碗酒、打糍粑、水上乐园、三D越野车、网红
桥、网红蹦床、喊泉等一系列互动体验性项
目。上游千年古寨，下玩现代游乐。古老和
现代，历史和未来，在相互交融和发展中，使
这座千年不倒的滑石古寨鹤发童颜，青春焕
发。就像寨顶上那从古老颓圮的城墙里伸出
来的一枝枝嫩绿的新芽，在无声地传承着古
寨悠久的历史文脉，使之成为一座滋养后世
的精神家园。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长）

梁平行吟（组诗）
彭敏

游百里竹海
海洋旋转
鸿鸟翩然
绿喷薄而出
你的前世和今生
于竹海凌空上演
注：百里竹海，位于重庆

梁平区境内，全国五大竹海之
首，被授予“中国森林氧吧”。

夜不说话
夜不说话
我不说话
黄果兰，婆娑参天
站在双桂堂四方井中
把香气披在肩上
泄露给人间
禅意化为一朵朵一瓣瓣
零落成泥
铺满大道之形
注：双桂堂，位于重庆梁

平区境内，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被尊为“西南佛教禅
宗祖庭”。

参禅
面对竹海
一个老和尚在参禅
我穿堂而过
过客穿堂而过
我把背影留给老和尚
南山把背影留给我

寻
远涉千山万水
找不到栖息之所
心魔是蛇，一生纠缠
回到原点
爱在阑珊灯火涅槃
白了发须绿了荒原

又见爸妈
又见爸
红色对襟与满面红光
交相辉映
我的目光跟着亮起来
又见妈
她呆滞的目光
让我的泪光暗下去暗下去

离
风走，云飞
一闪而过的风景
相思在加速度中发芽
在一场演出之外
在洪荒之泪的淹没里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

理事，重庆市文联及重庆市
作协全委会委员，现供职于
重庆市文联）

竹韵 冯建新 摄

▼竹海仙居 蒋维 摄

▲百里槽之秋 曾卫民 摄

▼竹海天池 李文勇 摄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红岩》杂志编
辑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