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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两江

有朋友要从外地乘飞机到重庆，在电
话中说：“听说重庆机场到北碚很远，怎样
走才方便一些？”我告诉他：“也不知道你是
从哪里听到的消息，所谓的很远应该是老
黄历了。重庆机场到北碚现在有很多条
路，而且都很通畅。”

这件事倒使我想起了我所经历的北碚
道路的变迁。

条条道路通罗马，但首先得有道路。
我也听到农村人有一句口头禅：要想富，先
修路。人们都知道道路的重要。关于路，
比较经典的是鲁迅的说法：“世界上本来没
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变成了路。”这一说
法暗含着独辟蹊径的意味，远远超过了文
字本身。我说的是实实在在的路，是可以
开车的路。在快速发展的现代都市，仅有
乡村小路肯定不行，甚至仅有普通公路也
是不行的。

北碚位于重庆主城，嘉陵江穿城而过，
周边都是葱翠的高山。我喜欢这座相对独
立的城市，有山有水有文化，安静而不浮
躁，适合读书、写作、过日子，时常以生活在
这座类似森林的城市而自豪。但是，因为
大山的阻隔，北碚的对外交通在过去一直
不够便捷，使这个都市中的天堂被封闭在
一个小盆地里，难以施展“拳脚”。外地朋
友一听说北碚离主城核心区的距离，第一
反应就是“好远哦”。在飞速发展的时代，
北碚肯定不能就按照这个样子一直延续下
去。它需要融入外面的世界，也需要外面
的人来到这里。

一个地方往返机场的道路便捷与否，
往往决定这个地方是否吸引人。在北碚生
活了三十多年，我亲眼见证了北碚到机场
道路的几次变迁。

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北碚到主城核
心区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国道212，
沿着嘉陵江边过观音峡，经井口、双碑到沙
坪坝；另一条是更老的路，经歇马、青木关
翻越中梁山到沙坪坝。后者的路途较远，
一般人不会选择。我读大学的时候，每次
到沙坪坝看望同学，乘坐的都是在国道212
往返的公交车，速度比较慢，时间比较长，
要停靠很多小站，因此把沿途的小地名都
记熟了。虽然北碚也属于主城，但很多北
碚人都喜欢使用“进城”这个词，这一方面
说明了北碚的偏远和交通的不便，另一方
面也包含着当时北碚人的“乡下人”心态。

当时的重庆机场在巴县的白市驿，不
过几乎和我无关。那时年轻，没有机会乘

飞机。我和机场的第一次接触是间接
的。1986年 10月，长沙诗人于沙应邀到
西南大学开会，我和王珂带着接人的牌
子，乘车近两小时，到上清寺的民航接待
处等他。按照预约，他在白市驿机场乘车
到此与我们汇合，再一起转车到北碚。我
们不认识他，又没有电话可以联系，等了
好几个小时，车子来了一批又一批，天都
快黑了，仍然没有见到他。我们担心错过
了回北碚的末班车，无奈地返回学校，结
果发现他早已到了学校的宾馆，说是没有
见到接人的牌子。

我和机场的真正接触开始于江北机场
在1990年初开通之后，因为工作原因，乘
机和接机的次数逐渐多了起来。当时，北
碚去机场主要走国道212，到沙坪坝之后经
石门大桥，过红旗河沟上机场高速。但是，
如果遇到桥梁维修，路程会更远，需要经过
沙坪坝、牛角沱，过嘉陵江大桥到观音桥，
再经过红旗河沟上机场高速。当时的汽车
不多，一般情况下不会堵车，但如果遇到修
路或者事故，可能就会耽误行程。有一次，
一位深圳的朋友从北碚返程，我提前4小时
出发随车送他到机场。后来，吕进先生告
诉我，对方到达后就给他打了电话。我回
想了一下，当时我还堵在回校的路上，回到
单位的时间比朋友飞回深圳的时间整整多

出了两个小时。
记不得具体年份了，北碚的嘉陵江左

岸从朝阳桥到水土修建了一条水北公路，
打通了北碚经悦来到两路的交通。北碚和
机场之间的往返就方便了许多，一个多小
时就可以赶到。不过，由于是普通公路，弯
道多，路面不够宽，速度肯定也就快不起
来，非常考验驾驶员的技术，乘车的人也缺
少舒适感。

重庆的内环快速在2002年开通。接
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北碚到机场主要是经
过国道212在沙坪坝的杨公桥上道，沿内
环快速直接转到机场高速。汽车在高速公
路上飞奔的那种感觉真是不错，让人体验
到现代化交通带来的畅快。更快的感觉来
自兰海高速北碚段的开通。从北碚直接上
高速，一路飞奔到机场，既畅通又快捷。至
少北碚人不再抱怨偏远了，在周末的时候，
很多人也从渝中、江北、沙坪坝甚至更远的
地方来到北碚，享受优美的风光，品味厚重
的文化，体验现代都市的慢生活。

2009年底，重庆绕城高速开通。这是
一条环形高速公路，北碚是全线的三个参
照点之一。当时，这种突然到来的便捷让
我非常激动。趁着到江津参加一个活动的
机会，我和家人沿着这条将近190公里的
道路绕行一圈，而且每到一个服务区都停

下来，细细体会一番，仿佛一下子到了一个
陌生的世界。这大山阻隔、大河分割的城
市居然变得这样便捷，过去要大半天甚至
一整天经过多次转车才能到达的地方，现
在不经意间就到了。很多过去只是在地图
上见到过的地名，一下子就出现在眼前。
这实在是一个奇迹。从北碚到机场的距离
和时间自然缩短了许多，成为主城到机场
最便捷的地方之一，我身边的朋友们乘坐
飞机似乎也成了家常便饭。不只是到机
场，重庆所有的出城高速都是和绕城高速
相连，从北碚经绕城高速可以快捷地转到
任何一条高速上。

如今，从北碚往返机场还不只是绕城
高速，从蔡家跨越嘉陵江到寸滩港的公路
也已经开通，人们俗成“中环快速干道”，距
离比绕城还近。歇马隧道已经打通，稍待
时日，北碚人可以通过这条隧道一路畅通
地到达机场和港口。如果愿意，我们还可
以直接乘坐轻轨到达火车北站和机场，甚
至到达重庆城区的很多地方。那种深入地
下或者飞翔高空的感觉，也是一种别样的
体验。道路的畅通使北碚的城市范围扩大
了许多，大山和大山之外的很多地方在过
去真的可以称为荒山野岭，可如今已经是
道路纵横，高楼林立。蔡家、水土，这些对
老北碚人来说曾经有些遥远的地方已经成
为现代化大都市的组成部分。有朋友私下
说，你们北碚这些年来似乎没有多少变
化。我感觉他们说的只是原来的城区，那
其实只是北碚老城区的一部分。我告诉他
们，这种说法不准确，只有穿过山、跨过江，
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这座城市在保持文化
底蕴、自然风光的同时所发生的令人瞠目
的变化。

有一天，女儿打电话问我在忙什么。
我说准备进城开会。女儿突然哈哈大笑：

“老爸，你还在用‘进城’这个词啊？！”我意
识到自己说得不准确，北碚本来就是主城
啊，“进城”应该是一个历史概念了，只是由
于过去经历太多，嘴上说得多了，就成了一
种习惯。我马上对女儿说：“我改，保证
改！”她又送来一串惬意的笑声。

新一代的北碚人似乎对这座城市有了
和我们这代人不一样的感受和感情。道路
还在不断延伸，未来的路应该会越来越宽
阔，越来越通畅。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副主席、西南大学
教授）

“养儿莫学石匠，天晴下雨在坡上”。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解的这句话，偏偏我
的父亲就是个石匠。

在记忆里，父亲的石匠手艺派上用场
还要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老家
王家坪是以水田为主，两沟夹一坡的地形，
把两条沟里的水都借堰渠引到中间那一坡
上顶的水田。到了六七月水稻大量需要水
时，还是不够用，遇上伏旱就更不得了。于
是，大队就安排在对面半山的位置去修水
库，我的父亲就是在修水库的时候，初略地
学会了石匠。

的确，修水库的漫长岁月，父亲他们那
些派去的工，无论天晴下雨打冬下雪，都得
在那个修水库的工地干活。那时没有大型
机械，土石方全靠肩挑手抬。遇到石头大
了撬不动抬不起，石匠就上。在石头上用
钢錾子打一排洞，然后把铁楔子放在打好
的洞里，用手锤楔紧，再把二锤抡圆了甩起
来地捶打铁楔子。铁楔子渐渐楔进去，石
头被楔得有了丝缝，这样子就把石头开成
了两半。如此这般，把分开了的石头再分
成几人能抬得起的块头。

那时父亲几乎都是早出晚归。遇到下
大雨，工地上实在不能干活，就在家铣錾
子。铣錾子也是一个技术活，事先要准备
一堆上好的炭火，一个连接炭火的风箱。

把用钝了的钢錾子回火，看到錾子尖烧红
好了，取出来像铁匠打铁一样，把用钝了的
錾子尖再锤得更尖。锤好后又放进炭火里
烧红，最后取出来放到一个有水的盆里。
盆里水不能太多，刚好能掩到新打造出来
的錾子尖就行，錾子顺着盆沿靠着。等一
个木盆的边沿靠得差不多满了时，铣錾子
就基本完工了。

后来父亲学到了精细一些的石匠手
艺，比如修石磨。那时几乎家家都有石磨，
推磨也是每一天的家务活。石磨也会被自
己磨钝，然后丢进去的粮食就磨不细了，这
时就得请石匠来修磨子。修石磨可不像在
山上开山破石，得细致耐心，并且需要更好
的錾子。一种尖的錾子一种扁的錾子，都
比开山破石的那种要小要细。把石磨的上
盘搬下来，石匠坐在磨沿上，先用尖錾子修
下盘磨的磨齿的沟，再用扁錾子修磨齿的
棱。修好后再找板凳把磨的上盘翻过来，
同样的工序再修好磨的上盘。最初父亲觉
得，修石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自家磨子被
他搬开，自己借了修磨的錾子尝试着修。
可是修完上下磨盘再装好，推起来却不大
对头，磨子重得几乎推不动。父亲只好请
来一个“师傅”，原来，在修那些石磨的齿轮
时，是有些讲究的。棱的高低沟的深浅要
都一样，这样的石磨推起来省力，磨出来的

粮食也粗细均匀。
在那个年代，家家户户新建房子时下墙

脚，是离不开石匠的。那时的房子都是土木
结构，墙脚全是用条石，把上好的青石修得
四棱上线的，条石越长越好，八个人抬或者
更大的。那时农村建房需要的工匠多，木匠
做门窗，瓦匠砌墙，石匠是最先出场的，负责
基脚。又是最后来收尾的，负责做好门槛外
的屋檐坝子，包括铺檐水石。也有讲排场的
要做一套石雕大门，门槛石上雕花，门槛石
两头有各种造型的门墩石，再加上青石门方
和带有雕花的石门楣。这一套做下来光工
钱就不得了，一个石匠需要半个月才能完
成，关键还要主人家自己有上好的石料。父
亲从没有单独接这样的活，包括自家建新房
时，也是跟别的石匠一起做的。

后来有了机械，建房也很少用石料。
父亲的那些钢錾子在角落里锈迹斑斑，很
是落寞，父亲也早已不用天晴下雨都在坡
上打石头了。

（作者单位：重庆市铁路中学）

▲盘龙过江 王飞 摄

我拉着风的手
轻柔地
说：请让我带着我的灵魂
随你去远游吧
我愿保留光阴的空白，放下一切

尺度
就如不让什么填满我
无论是俯下身悠闲地关注草叶
倾听花开
还是抬起头，仰望流云
遥看起伏的山峦
我都有波平浪静的心境，在初夏

的前端
直至疯狂的蝉噪
感到处处是花园，步步有爱
在内心
你永远都在
江南忆中
我依然想你，哪怕很远
尤其月夜
我散发糖果一样的玉兰香味
（作者单位：重庆化医控股（集团）

公司）

新一代的北碚人似乎对这座城市有了
和我们这代人不一样的感受和感情。道路
还在不断延伸，未来的路应该会越来越宽
阔，越来越通畅。

路与路的变迁
蒋登科

那时农村建房需要的工匠多，木匠做
门窗，瓦匠砌墙，石匠是最先出场的，负责
基脚。又是最后来收尾的，负责做好门槛
外的屋檐坝子，包括铺檐水石。

父亲的石匠手艺
王家魁

我依然想你，
哪怕很远

江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