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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走四方

重庆市渝中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美丽中国 系列宣传活动 璧山篇

璧山高新区杯
和美璧山 有奖征文大赛

璧山高新区管委会 重庆晚报 主办
璧山区作家协会 承办

茅莱山，一座孤山，平行坐落于缙云山
脉和云雾山脉之间。最高海拔不过八百
米，长度不过四十多公里，离璧山老城区不
过二十里地。却有仙女的灵秀，有金佛的
神韵，有双枪老太婆剿匪的奇迹，有上千年
的历史文化沉淀。

史书《元和志》《寰宇记》记载：县有一
孤山，西北二面险峻，东南二面稍平，土人
号为重壁山，因以名县。《郡志》称茅莱山周
长两百余里。可见茅莱山与璧山的渊源。
璧山唐至德二年建县，距今有一千二百年
历史。可以说，茅莱山是璧山最原生态的
一张名片，独一无二！

那年我上山参加灭火，从缙云看茅莱，
犹如龙蟠虎踞，横卧在璧山平坦的土地上，
抓铁有痕！下乡调研那回，从云雾看茅莱，
犹如长城一隅，城墙上似有几处烽火台，上
万军民枕戈待旦！我一直在期待，当身处茅
莱山的时候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惊喜！

连晴多日，四月的太阳赶上了六月的
火辣。约上诗人老傅和熟悉文庙的老彭上
茅莱山，一路上他们给我辅导不少有关茅
莱山的故事：山下有座庙，主殿供奉着赵延
之老将，曾经有个高僧，香火旺旺旺……从
双星大桥出发，驱车半个小时，爬过一段盘
山机耕道，就进入茅莱山庙里的停车场。
乱石铺地，杂草丛生，几尊石像不规则摆放
着，色泽暗淡，不见人影。拾级而上，突然
汪汪声起，两条小黄狗蹦出门槛，直冲而
来。有人惊叫往后退，被我一把拽住：越退
越追咬。一中年人慢条斯理出门打招呼：
狗不……不……咬人。看上去矮小憨厚，
神态有些木讷。这才注意到一脚踏在庙门
口约二十米长的石板桥上。这桥为何叫奈
何桥？木讷人回答不知道。地府才称奈何
桥。心里想着，绕过桥头，弯下腰，十米见
方的水塘中间居然垒成四个圆形的石拱，
小巧玲珑。说是放生池，不见鱼儿游。让
我惊讶的是，这么个小水凼居然从不干枯。

走进院内，主殿早已不复存在。空荡荡
的坝子上，被砸断的石雕散落一角，立着的一
块小石碑风化开裂，碑文难辨年月。香火台
星火全无，香火特有的味道都淡去了，两边单
薄的木门上挂着一副铁丝扭成的门扣随风摆
动，屋檐下坐着的一位老者，似睡非睡打量着
我们一行不速之客。只有正前方一竹木小瓦
房供奉的菩萨，还象征着这里依然是个庙
堂。里面四根六米高雕刻有龙案的石柱，三
根都是拼接的。冷落破败超出想象。

唯独倚重的山形没有变。站在院坝中
间仔细仰望，恍然置身大足石刻。高耸的石
壁上勾勒出三块巨型人体形状，呈古铜色。
正中一位略微靠前，左右两边肩臂紧贴，似
亲密战友生死相依。一致向前，威武雄壮，
有战无不胜的豪迈，大义凛然的气概，镇守
一方的神圣！这不是人工雕刻，这是自然生
成。换个角度看，整座山峦像南海的一座岛

礁，像长江上的璀璨明珠石宝寨，像田园里
的一座天然盆景，像三尊活佛端视远方普济
天下。惊叹这鬼斧神工，简直是神来之笔！
唐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赵延之担
任巴州令，辖区匪患严重。他率领百姓和军
队将其击败，被提升为合州刺使，兼渝、合、
昌、资、泸等州经略巡抚使。后来赵延之带
领全家人到茅莱山修炼，疾终于此。老百姓
为纪念这位英雄，在此建庙，取名普济寺。
咸通二年（861年），夷贼在合川作乱。兵不
厌诈，危急关头，传赵延之回来了，土匪顿时
全线溃败。从此，赵延之被誉为璧山神，茅
莱山及其普济寺在渝西及四川东部地区产
生很大影响。

茅莱山的神韵，赵延之的气魄，老百姓
的意愿，天人合一。也许，这座绝壁，才堪
称真正的璧山神，肃然起敬！

从后门出去，行走在盘山的羊肠小道上，
人显得格外渺小。崖缝里跳出的花枝丫，似
仙女娇柔的手指。下面陡坡地带的青杠树
使劲往空中伸长，密密麻麻成片成林，朝气
蓬勃，像准备冲锋的将士，似列队欢迎的方
队，怦然心动！一椭圆形巨石上直接凿出的
路梯呈之字型，更窄，偶生恐高感。屏住呼
吸贴住石壁上行，现一道两米宽的道口，两边
半人高的土坯墙长满了杂草。“这就是当年屯
兵的寨门”，老傅说，我们翻过山口了。

眼前漫山遍野清一色的茅草，当地人
叫丝茅草。从脚撩到脸，划伤皮肤，有轻微
瘙痒并疼痛感。“有野蜂”，不知道谁大叫一
声，一只拇指大小的马蜂拉直后腿嗡嗡飞
离。“去年夏天，消防在这片桉树林里除掉
九处马蜂窝”，那位木讷人说出了一句最完
整的话。老彭唏嘘一声，半开玩笑催促木

纳人到前面带路，他却一个劲地招呼往前
窜的宝贝土狗退回到自己跟前。心中嘹亮
得很！时针已指向下午四点，天空灰蒙蒙
泛着光亮收藏了太阳。是要下大雨的征
兆。几秒钟的犹豫很快被登高望远的欲望
所征服，一马当先，一溜烟，坚定地站在了
茅莱山的巅峰。

这里土壤贫瘠，植被稀疏。
球形的石头顶部容纳不下十个人，不

敢往下越雷池半步。发黄的茅草与石头唇
齿相依，像老虎头上披着的毛顺其自然。
放眼望去，东边的缙云山和西边的云雾山
若隐若现，轻微起伏，海市蜃楼的感觉。路
途上见到的一个个山丘全部与平地拉成了
直线，一片春意盎然，郁郁葱葱。那是蔬菜
基地在鼓掌，那是水果基地在朗读，那是苗
木基地在伴舞，那是昆虫王国在歌唱，绿水
青山在回荡。银灰色的水库一座连着一座

从四面延伸，那必定是茅莱山蕴涵的水源
在依次滋润人间大地，让万物生长让南河
涌动；必定是茅莱山挤出的甘甜乳汁蜕变
成的一颗颗珍珠，串起璧山不断叠加的和
美城市和乡村，共同演奏璧山人民的小康
进行曲。茅莱山，宁可自己吃亏也绝不让
百姓受苦，宁可自己挤干最后一滴水，也要
让璧山成就水城绿城一生之城。茅莱山，
宛如一面旗帜从天而降，魔术般镶嵌在半
空中，照耀人间，护卫平安！

老傅情不自禁朗诵清代知县黄在中写
的一首茅莱山的诗：

仙女翱翔龙卧稳，神翁隐见鸟飞回。
山前山后朝还暮，云白云红去复来。
今天虽然没有看到朝阳和晚霞、白云

和红云在山前山后交替出现的美景，但我
仿佛看到了秀湖和湿地姐妹俩伸开双臂，
一手挽着汽车露营地公园，一手挽着东岳
体育公园，捎带枫香湖儿童公园满载鲜花
和绿草朝茅莱山走来；看到了红宇、蓝黛、
龙润、德润、金冠、众泰等高新产业大军向
茅莱山致意；看到了璧山医院、璧山中学、
御湖小学的师生员工在向茅莱山挥手，看
到了红星美凯龙、六旗游乐以及北纬29度
植物园等高端项目在向茅莱山微笑。璧山
发展的一张张新名片正在回报茅莱老人焕
发新的荣光！

绕过青杠林的下端，走过一段土路，倍
感曲径通幽，路边的柑橘枇杷垂手可得。若
是阳光撒下来，路边席地而坐，感受简单就
是幸福的真理，该是多么惬意！再次走进庙
堂，才意识到山顶站立的位置根本看不见近
在咫尺的绝壁景观，甚至壁上的树木花草也
被一叶障目。这龙神虎威居然藏而不露又
如大家闺秀，他们依托大自然特殊的环境，
按照自己特有的方式融入璧山，默默奉献。

之前在屋檐下静坐的老者追到停车场主
动搭话，说自己七十有五，守护这座庙数十
年。说今天很有缘分，坚持把自己二十年前
掏钱请人专门为茅莱山书写的十多副对联一
一背诵出来，生怕藏在自己脑海里仅存的文
脉丢失。布满老茧的一双大手本能地有节奏
有力度地比划着，激情燃烧，每一副对联对应
的殿门都丝丝入扣滴水不漏。额头上三条刀
刻般深深的皱纹，让我不由自主地再次回望
重壁山，感受坚韧执着和期盼……

茅莱山小，却有着小而美的天赋！茅
莱山不孤单，她牵手一座城！茅莱山是人
间天堂，是平安符，是幸福岛！壁山到璧
山，有诗有远方……
（作者系第二届重庆晚报文学奖获得者）

仲春时节，东莞的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绿
得醉人，一步一景。这被誉为“南天圣地、百粤
秘境”的集生态观光、娱乐健身、宗教文化为一
体的景区，令人耳目全新。亚热带暖风将连绵
的山峦披上绿甲，让千年古树百年老林葱郁。
一片墨绿，一片深蓝，一片紫褐，似起伏的海
浪、威武的勇士。观光车在直通山顶的盘山道
上蜿蜒缓行，布满各种奇异想象的美妙图案壁
立山岩。随处可见灌木山花，鲜翠欲滴的雨林
绿荫掩映。一切令人心旷神怡，这是绿色的记
忆，绿色的梦。

我感叹有这等眼福，贪婪地吮吸清新的山
林清气。

此行还真是有缘，正筹拍由我编剧的电影
《产房》时，恰巧有幸来到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
参加“中外作家交流营”活动。《产房》展现的是
被誉为送子观音的产房护士长的故事。在这
里耳闻目睹了观音山的美景，让我对电影《产
房》更是信心满满。

观音山是景区，更是充满了中国文化中国
故事。

景区的董事长黄淦波先生是实业家，更是
有深厚底蕴的文化人。他招呼我们围拢，面对
临空打坐莲台的慈祥观音塑像讲说。“观音山

有生态美景，有佛教、道
教、儒学等文化积淀。人

不在于取，在于舍，你有条件
舍这是你的荣幸。《地藏经》说，舍一

得万报，人生尽在舍得间……”他还给我们讲
解观音是如何不惧千难万险，执着修行成佛的
经历。黄先生不只是解说，更是讲人生奋斗的
励志故事。

观音山飞檐翘角的三圣殿、藏经阁在大山
的怀抱中，被菩提树等浓密的绿树包绕，氤氲
霭气，有如仙境。藏经阁内，珍藏有儒家、佛
教、道学的著作、佛经，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
包容。

“包容是有利于吸收多元文化的。”当年
重庆著名的实业家卢作孚先生也说过这
话。我生活的重庆也是一座包容之城，早先
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后来的抗战大内迁，
都有利于促进吸收多元文化。这次中外作
家汇聚观音山，共赏佳景，互话文学，用歌声
用诗词用书法直抒情怀，畅谈友谊。在藏经
阁门前，中外作家还植下了四棵友谊树。勃
勃生机的树苗，见证了作家诗人们共同的绿
色记忆。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四月

路过那些很新的树叶
我常常驻足凝视
花儿已经无声地凋谢了
我依然在那种春天日渐

消瘦的心情里
固执地守望

时光太匆忙
每天都有惆怅如约而至
那些很平常的风景
总能以不同的方式
让我在喧闹中默然无语

你曾答应过我不会让我
把你找不见

这样的歌声一次次在耳
边萦绕

对着远去的云彩
那个承诺依旧无比坚定
任时光老去
我在这里等你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茅莱山小，却有着小而美的天赋！茅莱山不孤单，
她牵手一座城！茅莱山是人间天堂，是平安符，是幸福
岛！壁山到璧山，有诗有远方……

茅莱山畅想
张树金

在藏经阁门前，中外作家还植下了
四棵友谊树。勃勃生机的树苗，见证了
作家诗人们共同的绿色记忆。

绿色记忆 王雨

十年（外一首） 程龙

我在阅读那些路程
那上面写满了季节的喜悦
或者伤感
车辆依然如我们一样奔忙
把岁月一段一段抛在了昨天
转眼匆匆忙忙的故事
就是十年

那些阳光以及月色
那些陪伴的树和花瓣
闪耀着每一个期盼的光芒
沉醉在每一个无与伦比的瞬间
深深浅浅的
在诗意与诗意之间如水般弥漫

一次又一次
某些风景总在笑脸的记忆里
悄无声息地走到眼前
一次又一次
忍不住在泪水的模糊里默念
那句从青丝到白发的诺言

你在哪里
眺望和惦记成为无法更改的习惯
十年的守候
开花的诗句没有停顿和疲倦
十年的行走
终于明白哪怕永远那么远
也要走到永远

▲茅莱山惊现“人头像” 朱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