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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慢生活·老重庆

重庆有这么一座古镇，承载着重庆
最悠远的记忆，滚滚长江奔流不息，深深
的小巷曲折蜿蜒，明清式古建筑遍布，宅
院沿江建立，参差错落。这里的每一个
僻静处都略带些文雅。漫步走在老街
上，时光似乎还停留在过去的生活。可
供人暂时离开城市的繁华与喧嚣，让疲
惫的身心略微休憩一下，觅寻古之幽思。

它，就是马桑溪古镇。从古镇下行
至江边，马桑溪遗址和马桑溪渡口遗址
与长江紧紧相依，江水轻轻拍打着江岸，
静静诉说着大渡口区的“义渡文化”。渡
口前草木一岁一荣枯，有几分宠辱不惊，
更有几分古道热肠。

据史料记载，清道光、光绪年间，马
桑溪一带江面宽阔，江水和缓，由当地乡
绅和民众集资设渡，供往来船只停泊，又
聘请船工免费运送人们推舟过江，“义
渡”从此名声远播，“义渡文化”也逐渐成
型。

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朝天门
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桑梓。
如果说，朝天门拥有空间的辽阔，那么，
马桑溪义渡可追溯数百年渺远的时间。
在过去的光阴里，义渡的船用一根长竿，
撑起了两岸人家的日子。日出日落，生
老病死，轮回在这桨声与光影里。

有了义渡，马桑溪方圆数十里民众
在此渡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扎堆
成群，人烟开始聚集。尤以黄昏时分，人
声鼎沸，劳累了一天的乡民成群结队，谈
笑向岸边走去。这里成为乡民心灵休憩
和食宿之地。

为了方便等船，乡民们自发组织在
渡口岸边修建了凉亭、安放了石凳。数
百年后还能听见：你扛着走这边，他走那
边，小心点。吆喝声、抚慰声，声声分
明。众志成城方能同舟共济啊，马桑溪
义渡从最初一个人的义举，演变成了众
人的义举。

一路走来,岁月舍不得遗忘这里曾
经的繁华。现在，一个新修的“待渡亭”
立在长江边上，供人参观欣赏。当和煦
阳光再次抚过这片土地时，马桑溪渡口
又恢复了本来的生活气息。

在渡口漫步的时候，恍惚间能看到
最初开设义渡的前人身影。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
义渡丰碑一座，让后人去思考。

清道光年间，一位士绅模样的男子
站立于大渡口的马桑溪江边，他青衫飘
飘，淡眉舒远。阳光均匀地洒在江面，人
来人往，一派风和日丽的景象。

看到过往乡民中有人拿不出足够的
船钱无法渡江，满面愁容，男子不禁皱了
皱眉。

不久之后，这位来自马王乡的士绅
在马桑溪江边买了两艘小船，摆渡过往
的老百姓，分文不取。

1936年，这段历史被一代儒宗向楚
写进他主编的《巴县志》：“大渡口河渡，
清道光时马王乡士绅捐购田业一股，年
租二十余石，置船二艘雇人推渡。”

这位士绅的名字无据可考，可是他
的这一义举，却开启了马桑溪百余年的
义渡文化，也令马桑溪后来因为义渡而
冠绝四方。在传统社会中，地方乡绅大
都愿意为地方设渡修桥，方便桑梓。这
其中，有道义，有仁义，有忠义，有正义，
是对乡邻和社会的责任与担当，这符合
传统儒家思想的道德要求。

义渡文化能够延绵数百年，除了传
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有一种
人格力量的贯注。这种力量便是一种
魂，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
面上的代代滋养与传递。一旦散了魂，
即便山水再美，渡口再多，也成不了大气
候。

曾经有一位诗人认为：“关于义，有
大义、小义之分。大义一般指关于集体、
民族、国家的义举，小义则是关于友情亲
情的乡里之情。如果说，古代的义渡发
于乡里之义，那么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江
南沦陷，国家重器逆流而上，义渡在此时
又合于国家之义。”

200多年来，马桑溪，这个曾经以义
渡闻名的地方，在国家危难之时，担负起
了复兴中华、抗击外敌的民族大义。

作为码头的马桑溪古镇，最值得骄
傲的历史，应当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8 年，汉阳钢铁厂曾从这里登
岸。抗战全面爆发后的第二年，东部众
多大城市相继沦陷，为了保存民族工业
的实力，中国的重工业被迫西迁重庆。3
月1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兵工署联
合组成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将汉阳钢铁
厂等迁到重庆，选址大渡口，建立大渡口
钢铁厂。汉阳钢铁厂内迁时，装载着大
量大型机器设备的民生公司轮船冒着敌
人的猛烈炮火，艰难驶向大渡口。一部
分机器设备从这里上岸，再由人力搬进
新厂。

大渡口钢铁厂建立后直至抗战胜利
期间，承担了全国95%的钢铁供应。汉
阳钢铁厂迁至大渡口之后，渡口成为军
事工业重地，客商来往因此中断，马桑溪
就此完成了作为渡口的使命。

义渡，渡的是“诚信”“坚持”“道
义”。马桑溪和大渡口的文脉，早已透过
历史时光的绵长酝酿，化作了人们的大
爱与情怀。

悠悠古渡口，见证了这片土地生生
不息的至善至美，成为无尽山水长卷中
点睛的一笔。

（作者系大渡口
区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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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大地，层峦叠嶂、沟谷连绵、江
河纵横，大自然天工造物，形成了众多
的天生桥。204万年前巫山人的发现，
表明我们的祖先已在这片土地上生息
劳作。漫漫历史长河中，先人最初通过
山涧溪流时，是从水中凸现的石块上跨
越，这种被称为跳磴的石块是重庆的原
始桥。同时，古人还利用一种独木桥跨
沟过崖。久而久之，在长期的劳动实践
中，慢慢学会了建桥本领。

根据重庆地区多次考古发掘和清
理出的砖拱结构葬墓推算，至迟在东汉
时期开始有石拱桥出现。三峡之瞿塘
峡西口因险隘易守，历代在这里设置拦
江浮桥和铁索，作为防御工事的情形屡
见不鲜。这应算是重庆境内最早的“长
江大桥”。

重庆现存古桥700多座，以石拱桥
为最多最常见。重庆现存最早古桥为
荣昌施济桥，7孔石拱桥，建于北宋仁宗
皇佑二年，距今近1000年。清同治十
年建成的万州陆安桥为单孔石拱桥，是
至今发现的重庆境内最大跨径古石拱
桥，因桥中间部位比两端高出很多而如
驼峰，又称之为驼峰式拱桥，其造型堪
称一绝，被茅以升编入《中国的古桥和
新桥》、英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
瑟编入《中国科学技术史》。

重庆近代桥梁仅有百余座，主要为
中小型石拱桥，但也开始修建钢筋混凝
的现代桥梁。1938年12月，重庆最早
的钢筋混凝土板梁桥在南岸区懋广公
路上建成，取名洋灰桥。洋灰是水泥早
期的俗名。

1949年新中国成立，重庆人自力
更生，克服资金、技术等重重困难，相继
在长江、嘉陵江上建起第一座桥梁，开
创了重庆现代桥梁建设的先河。1997
年重庆直辖后，桥梁建设突飞猛进。全
球共有四类桥梁，四个大项的桥梁冠军
有三项在中国，其中有两项在重庆，因
此重庆被誉为“中国桥都”。重庆现拥
有各类桥梁13000余座，取得了15项
世界第一、7项亚洲第一、14项中国第
一的优异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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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属平行岭谷地貌，江河溪流纵
横，流经境内的长江与嘉陵江、乌江切
割众多山岭后，汇聚—起向东奔流。长
江在境内顺流680多公里，嘉陵江横穿
重庆约152公里，乌江从西南流入约
230公里，造就了重庆获得“桥都”这一
美誉的自然条件。

抗战陪都时期，重庆就有了修筑长
江、嘉陵江大桥的构想：东水门与龙门
浩之间拟建长江大桥，在沧白路与水府
官间建嘉陵江大桥。

但建桥提上议事日程是在20世纪
50年代初，《重庆市城市建
设规划轮廓初步意见》《重
庆地区城市初步规划》先
后出台。1959年10月22
日，重庆境内长江上建起
第一座大桥——白沙沱长
江铁路大桥，北接成渝铁

路，南连川黔铁路，从
此拉开重庆跨江
大桥建设的序

幕。接着，
嘉陵江上
第一座大
桥——牛

角沱大桥于1966年 1月 20日建成通
行，揭开了城市交通发展的篇章。1972
年，乌江上也建起了第一座大桥：涪陵
建峰乌江大桥。

跨江大桥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重
庆长江上第一座公路大桥——重庆石
板坡长江大桥，重庆人习惯称为长江大
桥。未建桥之前，长江南北两岸市民与
车辆完全依靠轮渡过江。平均每天过
江人次超过 10万，车辆多达 5000 辆
次，运输十分繁忙。重庆港区冬季多
雾，夏秋多洪水，轮渡时常停航，交通中
断。1966年开始选址建设重庆长江大
桥，几经踏勘，最终选定建在石板坡，于
1977年12月26日破土动工，1980年7
月1日正式通车，为带挂梁预应力混凝
土T形刚构桥。桥南两个桥孔特别加
宽，便于轮船通航，成为全国同类型桥
梁的最大跨径。2006年重庆石板坡长
江大桥复线桥建成，其跨径创世界同类
型桥梁之最。

重庆的桥梁建设纪录一次又一次
刷新。1997年万州长江公路大桥建成，
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径混凝土拱桥，使中
国拱桥建设水平跃居世界首位。2001
年重庆大佛寺长江大桥建成，为双塔双
索面混凝土斜拉桥，其跨径和塔高均刷
新同类型桥梁的亚洲纪录。2007年重
庆菜园坝长江大桥建成，为公轨两用预
应力Y型刚构与中承式钢箱系杆拱组
合式桥梁，跨径居世界同类桥梁之首。
2009年，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建成，是
重庆新的标志性建筑，跨径为世界拱桥
之首，被称为世界第一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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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是一座山城，道路盘旋曲折，
大街小巷爬坡上坎，注定成就城市立交
桥的发展。

1930 年冬，渝简马路（即成渝公
路）巴县段山洞老鹰岩下建成一座公路
石拱桥，车辆沿老鹰岩盘山公路上行，
先从桥下驶过，然后通过360度大圈再
行驶到桥面。这桥为节省路程而修建，
是一种跨线性质的桥梁，属简单的立交
桥，因此成为当时四川省乃至全国第一
座立交桥，长期以来被称为“四川公路
第一桥”。

20世纪40年代，重庆在地方铁路
北川铁路、綦江铁路上开始建设少量跨
线的分离式立交桥，20世纪50~60年
代又在成渝铁路上建起几座跨线的分
离式立交桥，但无互通式的立交桥。

随着20世纪80年代重庆城市交通
建设的快速发展，重庆城市立交桥开始
起步。1980年7月1日，重庆长江公路
大桥建成通车，配套同步建成的桥头两
座环形交通通道拉开了互通立交桥修
建的序幕。而1985年9月底建成的牛
角沱立交由2条主要相交道路和8条匝
道、4个人行地下通道组成，完全实现了
道路间的互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重庆
第一座立交桥。如今重庆已建成互通
式立交桥270座，使用功能、建筑规模
与类型都迈进了全国城市立交桥建设
的前列。

立交桥把城市引入快车道，一个
圈，一个环，一个岔，都是城市这部交响
曲必不可少的音符，奏出醉人的华章。

重庆还有很多地方以桥命名，观音
桥、化龙桥、杨公桥、陈家桥、上桥、新
桥、长生桥、八桥等等，桥已融进了城市
的肌体，成为都市的器官，有了它脉络
就更畅通。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桥
梁》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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