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里竹海·康寿福地A04~05 2018年7月12日 星期四
主编 胡万俊 责编 钟斌 美编 黄明强 责校 罗文宇 黄明强

晒稿会网址：sgh.cqwb.com.cn/index.php 投稿邮箱：cqwbfk@163.com

重庆市渝中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让生活 下来慢 两江

梁平的由来，原本是高梁山下一平坝，听
着就诗意。又闻三山五岭，两槽一坝中丘陵起
伏，两山之间，原本源自古代湖泊沉积而成，而
今万竹成海，成山，成千军万马之势，藏在山
野，绵延百里。

百里竹海因此而得名。
去竹海，得带一支瘦笔，一双慧眼，心空荡

荡地如纸如竹，方可入境。林中移步，幽簧婆
娑，随处劲竹。看青杆碧叶，直抵云天，自然心
神抖擞，健步如飞。

踏着一阶石径，浅草没足，空山鸟寂。一
滴源自竹梢的露珠，嘀嗒嘀嗒，不经意地叩击
在额头，伸手轻轻拂去。抬眼绿波攒动处，那
寿竹、金竹、方竹、丝竹、斑竹、慈竹、桐竹、箭
竹、水竹、刺竹、楠竹、罗汉竹、凤尾竹、白夹竹
……碧波翻卷，六月的鹧鸪，杜鹃正振羽引吭，
高歌入云。

这时梁山八景之一的狐狸嘴上飘来几朵
白云，我一直疑心这云是声声鸟啼唤来还是那
竹林上空的清风吹到山脚下来的。狐狸山海
拔1180米，为梁平西境最高峰，悬空临崖，一
览众山。可极目远眺可神思如鬃，策马狂奔。
最好是手有神鞭，将马群般的起伏群山赶到夕
阳西下，炊烟缭绕的福寿村里去。

那些房前屋后，腌着嫩笋，劈竹编箩，砍竹
制筏，削竹制笛的村民，那些用石缝山涧里层
层过滤，密密浸出的竹根水淘米，洗菜，养鸡喂
鸭，浇灌庄稼的山里人，喝着甘甜沁凉的竹根
水泡出的一碗米米茶，踩着沙沙，沙沙的竹林
小道，走着走着，竹之清雅竹的温润竹的挺拔
竹的谦逊，丝丝缕缕的气息自然融入你的呼
吸，你的行走，你的举手投足……

梁山的竹，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竹，村人爱
竹、惜竹、敬竹已非一朝一夕。修竹当窗，竹报
平安，这不但是古代先贤们的审美，更是寻常
百姓的一种吉祥象征。

春天新竹蓬勃，林中笋尖耸动之时，郑板
桥有诗入画：“春雷一夜打新篁，解籜抽梢万尺
长。最爱白方窗纸破，乱穿青影照禅床”。

明月湖边，我站在这块巨大的蓝宝石上，
看头顶群山飞龙般起伏连绵，一朵游云徐徐飘
来，悬而不落，若隐若现。脚下是宽阔浩渺的
一湖碧绸，天光云影，缥缈生烟。一行白鹭，一
轮玉月，一枝倩影绰绰的凤尾竹，在月下独舞，
在水面疾书，好一派“一片水光飞入户，千竿竹
影乱登墙”。

我非板桥，亦非东坡，但我羡他们爱竹，画
竹，写竹，心性如竹，淡泊名利，相忘于江湖的
人生和品性。

游走百里竹海，总觉与一谦谦君子，一缕
竹魂时时相遇。这竹，岂止是梁平坝子的竹，
百里沟槽的竹，观音洞边的竹，荔枝古道的竹，

古寨堡垒的竹，它更是从古至今，可入画入诗
入境，令八大山人、石涛、东坡、板桥信笔挥毫，
直抒胸臆的竹。当地人给百里竹海的竹起了
个好听吉祥的名字——寿竹。据说寿竹村的
老人们个个鹤发童颜，慈眉善目。这让我突然
想起昨天明月湖观景台边遇见的一群结伴赶
集的老妪，据说她们都是附近村里的村民，赶
集回家的路上走得额汗腿倦，坐在湖边小憩。
我正举着相机捕捉湖光翠影，突然一个发里插
花的老妪的背影将我吸引。梳得乌亮花白的
发髻小巧地绾在脑后，一朵雪白的栀子花，或
许还带着几滴晨露几声鸡鸣，稳稳地插在发髻
边。我移过镜头正想抓拍，老婆婆起身迈步，
说说笑笑地和几个同伴离开了。有些遗憾，但
更多的是惊喜，难怪这里的老人长寿，七八十
岁还有我行我素的爱美之心。老人手中的栀
子，竹林村边的栀子，那只用采栀子花的手做
清香扑鼻的竹筒饭、竹毛肚、竹笋鸡、米米茶给
我们品尝的手，竹海人家最朴素坦荡的美，令
我心生敬意。

我一直后悔没有起个大早，跟随一行的摄
影家队伍天蒙蒙亮就去拍竹山云海。从田捷民
先生的镜头里，我惊讶那抽象的，写意的千变万
化的竹，忽而百竹凌空，如天星散落，忽而疏影
翠染，水墨千山，峰仞起伏。呵——镜头里的竹
海，真是神形奇绝，虚实相生，世外天工。

竹山，平湖，柚园，农家。一条绵延9公里的
环湖路，把一座“天池”之称的竹丰湖揽在怀里。

湖水如镜，竹影幽簧亭亭摇曳，风吹竹林，
惊起阵阵嘀嗒嘀嗒的叶露。空谷浓荫处，只听
山泉细流，竹帐轻舞，墨绿、翠绿、黛绿、翡翠绿
的竹幔里，我和一只蟋蟀，几只蚂蚁一样，贪婪
地吮吸着林中甘露。“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
啸。”我在一个作家笔下，读到竹，原本是箫与
笛的前世，由它手工制作的简单乐器可以发
出悠扬悦耳的丝竹之乐。难怪古代的“丝竹”
之意源自这片竹林，眼前这一株株瘦瘦空空
的竹。

启功先生一生爱竹、画竹，竹堪称诗书画
“三绝”之一。我见过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拍
的一张“抱竹图”。胖胖的启功先生置身竹林，
生性宽厚的他微笑着，自然地眯缝起金丝眼镜
后一双和善的眼，他的整个身体向前向左倾
力，双臂紧紧搂着一株浑壮结实的楠竹。此
刻，那双画花鸟，写书法的手也孔武有力，牢牢
地抓住一杆青竹，人与竹，再无法分割了。这
张照片看得我眼睛潮湿，我想启功先生如果还
在，这百里竹海，将是他“我有胸中十万竿，一
时飞作淋漓墨。为凤为龙上九天，染遍云霞看
新绿”的心之向往。

（作者系《散文家》副主编、《现代青年》最
佳专栏作家）

竹海之门
风入长林，竹梢摇摆抱团笑；
鸟衔春色，花蕊芬芳自在开。

天星坊亭
琴飘竹径山尤静；
夜溅蛙声梦亦香。

观音洞
一

竹林蔽日清凉境；
梵韵绕堂曼妙音。

二
竹海山头，穿寺彩云镶法席；
观音洞口，临风青鸟会经声。

濯静亭
山深竹海留云住；
心洗玉泉任梦轻。

书春坊
雨里看烟岚，水流新韵山流翠；
竹中窥夜色，雾似青纱月似盘。

画馆艺境
竹沥蝉鸣欣雨霁；
风随蝶舞伴琴声。

寿星
何能长寿？抟春而住无烦恼；
哪是福根？聆鸟而眠远俗尘。

长亭
竹海烟波，正是梁山开画境；
田园山水，莫非此处是桃源。

织春亭
穿竹风尤绿；
织春雨送青。

竹海云梯
登梯直上欣攀顶；
伸手轻松可摘星。

万石耕春
放眼春光，叠翠千山飞紫燕；
流金岁月，丰收一曲动银镰。

集句联
琅玕振晓风，出寺马嘶秋色里；
怪石凝云气，尽情歌在竹枝中。

滴翠亭
秀色可餐，梁山云竹万竿绿；
风光如画，木屋灯笼一点红。

竹丰湖
小憇山间，暮删山色宜镶月；
横看湖畔，绿净波光好染衣。
（作者系重庆市楹联学会副会长）

一
连天苍翠望无涯，
一霎风吹雾若纱。
如此湖山宜小住，
幽篁深处试新茶。

二
山前山后尽葱茏，
翠影迷离一望中。
坐到深宵人静后，
满天明月伴清风。

三
雨后清风拥翠岚，
茫茫竹海画中看。
连山百里浑如醉，
未必渝东让蜀南。

四
远路连荒野，
驱车绕树行。
风过云气冷，
雨后水烟轻。
夹岸青山秀，
横塘碧浪盈。
竹阴苍复翠，
暗暗动诗情。

五
巨石成峰上接天，
悬崖磴道鸟盘旋。
云中犹有碉楼在，
俯瞰群山入野烟。

（作者系重庆市诗词学会副会长、重庆
市诗词研究院院长）

曾有这样的说法“天上瑶池，地上寿
海”。我今天来到的寿海位于梁平百里竹
海腹地的大塘村，近千亩古木成荫，郁郁葱
葱，堪比世外幽林，景色甚是壮观。最妙是
那五个瑶池般精巧的小小盆地，恰似星辰
散落林间，溢满了诗意的清新和灵性。这
里百姓多高寿，成片寿竹环绕其间，故名

“寿海”。
在这样一个灵性而神秘的地方，女子

宜素裙，宜布鞋，徜徉林间，翩翩起舞，自己
竟恍若仙子。即使盛夏骄阳似火，步入林
间，一抹轻盈而温柔的清凉也如丝丝细雨
爬上心尖。她的凉爽幽静、景色宜人，使她
成为了艺术家们灵感的发源地。

若是有缘，你或许会偶遇一位高寿的
老者林间抚琴。他是梁平的古琴爱好者之
一，也是这里的常客。清晨，竹叶沙沙，雨
滴成诗，古琴声时而悠扬委婉，引人入胜，
时而宽阔苍凉，凄然悲切。在《忆故人》幽
远的琴声里，我恍惚看到了一代古琴大师
竹禅，诗云：“老僧年迈七十七，终日手中不
释笔。纸长丈二犹嫌短，信手拈来涂粉
壁。”这位双桂堂的第十代方丈不仅音乐造
诣颇高，诗、书、画、印也是自成风格，更以
爱竹、画竹闻名。还曾为慈禧画像，也留下
过“妙笔画观音”的一段佳话。然而，携大
笔一枝，纵横天下的他却尤爱梁山，想来与
双桂堂的佛学深厚和梁平的竹韵幽香，定
是密不可分的。

寿海植被保存良好，不仅有竹林成荫
蔽日，更保存有多种珍稀古树。夏季蝉
鸣于枝头，如一支支交响乐，此起彼伏。
兰草野花栖于竹根，随风起舞，吸引了众

多艺术家们到此采风创作。当你遇见背
着画板前来写生的艺术家，欣赏了他们
用一枝枝画笔，将一片片绿意朦胧，耐心
地绘满诗情画意，不禁会感叹：艺术当真
是德行的宝库。

在清道光年间，梁平曾享誉巴蜀的花
鸟画家方炳南，一生钻研绘画和工艺美术
事业，改良竹帘编制工艺，高超的画技，让
梁平竹帘更加高雅精美地呈现在大众的视
野。他勤奋刻苦、执着追求的精神，影响了
一代又一代的梁平艺术家，成为了他们不
懈努力、潜心创作的楷模和标杆。

漫步林间，抚摸着一根根不屈不折的
竹，脑海里满是薄如蝉翼淡如烟的梁平竹
帘。据辞书记载：竹帘画，在细竹丝编织的
帘子上加上书画的工艺品，产于重庆梁
平。早在宋代，梁平竹帘就被列为皇室贡
品，饮誉天下，有“天下第一帘”之称，如今
已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时，
文人墨客们在竹帘上诗词书画，总会倍感
风雅。如今，梁平竹帘深受大众喜爱。这
浓浓的艺术氛围，所彰显的梁平独特的人
文气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怎能不让梁
平人自豪，更加发奋图强呢？

瞧，这一步一景皆韵致，满目的艺术气
息，真好似一位恬静优雅的女子，轻移莲
步，从薄如蝉翼的竹帘画中款款走来。粗
看淡淡的，若隐若现，细品浓浓的，却是抹
也抹不去的精致。迎面走来几位朋友，有
的提着非洲鼓，有的拿着相机，有的带着茶
台。他们告诉我，今天，这里有一场古诗词
音乐诵读会。

（作者单位：梁平区文联）

一
虚怀持劲节，何惧乱风摇。
奋葆铮铮骨，昂然不折腰。

二
寒冬摇翠影，霜雪蕴精魂。
新笋发春雨，出林秀古村。
谦恭缘有节，坚韧岂无根。
纵使高千丈，长怀大地恩。

三
万竿摇动翠波连，
沐雨经风彰蔚然。
乱石扎根无后悔，
寒梅结伴有前缘。
短阶深院霜痕浅，
长岭高坡月影偏。
纵使凌云仍抱节，
赢来骚客好诗篇。

1
我听到声音
从岩石的眼眶里出来

轻灵如烟，刚刚还衔在神的眼角
甘美如果实，在心灵的贡桌
浑圆如落日，刚刚走下天空的阶梯

2
声音在相互孕育
在生长，在发芽，在从泥地里嘟噜着外冒

远处：雨后的笋子，在沉默中破土而出
每一株都是还未长大的佛
——它带来最初的善念和最后的审视

3
庙：岩石中的殿堂
声音的殿堂，雨点和风的殿堂

磕头的长者直起身
身体里，滚落下一地的经声

4
经声如瀑：高挂岩前

庙外站着的那人，他有一颗等待淋湿的
灵魂

5
石阶上
两滴雨水，像两个光头的小沙弥

牵着手
蹦跳着，一路小跑下去——人间

6
经声过处：百里竹海都是道场
云朵打开虚无的天书

经声过处：每一株竹子都是肃立的香客
手捧住锈迹斑斑灵魂

7
水里有月，风里有烟
伤口中有痛苦和盐，生活中有一团乱麻
雨珠里有泪珠，竹子里有孤独

我和佳骏站立着，像两句偈语

8
穿过木鱼，拆散声音，让其浮于大千之中
穿过经卷，拆散文字，让其化于微毫之中
声音非声，吟诵非吟
一种气息，一种另外的无处不在的呼吸
在心灵的交叉处，留下神圣的空白

聆听者垂手而立
——经声，在耳朵里建筑寺庙

9
菩萨在后，沉默如涌

远处：几滴雨水像几个虔诚的香客
跪于尘埃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重庆

文学院专业作家）

梁山的竹，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竹，村人爱竹、惜竹、敬竹已非一
朝一夕。修竹当窗，竹报平安，这不但是古代先贤们的审美，更是
寻常百姓的一种吉祥象征。

梁山品
雨馨

海联稿 徐叔林

梁平采 五首

瞧，这一步一景皆韵致，满目的艺术气息，真好似一位恬静优雅的女
子，轻移莲步，从薄如蝉翼的竹帘画中款款走来。

林画苑

海 韵竹竹 耕夫

观音洞
（组诗）

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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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 竹

竹

风

悟

竹丰夕照 颜正华摄

竹林悠悠 冯建新摄

竹海小镇 王正坤摄

百里竹海 田捷民摄

陈仁德

陈丽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