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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骨头上长绵竹
又到巫山红叶季，11月16日红

叶节，一大波游客即将涌入峡谷两
岸。届时，游客会欣喜地发现，这里
将彻底改变单一的旅游方式。

从重庆主城或巫山县城旅游码
头出发，乘船逛三峡的精品水线，实
际上依然尚存。新颖的是，神女峰景
区首条水陆旅游大环线——神女景
区北环线，将在红叶节前竣工迎客。

陆上游三峡，就从这条环线进
入。它设在神女峰景区内。

这一带，早前为原始山谷，路的
起点有个形象的名字“骑马岭”。弯
弯曲曲的马道，不带重复，波浪起伏，
时而向上延伸，时而拐入低谷。那是
高山居民走出大山的足迹。

为保护谷内一草一木的原始性，
北环线依照马道原始路径进行改造，
双向两车道，路基宽约6.5米。

上周二，我们找到了北环线的
第一站看点，当地人称“转马台”。
一眼望去，毛茸茸植被包裹着巨型
怪石，形成绿幽幽的一片，座座相
连，总约 2平方公里。远看，怪石
顶着一身绿毛发，雄伟得形似龙脊
和牛背；一条山涧溪流穿插于怪石
林，静静流淌，仿佛与身边万物诉
说心事。

“这种毛茸茸的东西，我们喊绵
竹。”一位过路的老农主动释疑，没走
几步，又转过身说：“神女峰一带崇山
峻岭，唯独这几匹大山成片长毛，你
们说怪不怪？”老农开玩笑说，软绵绵
的怪石，谁都想摸一摸。终究摸不
得，险峻得很。

“运气真好，乘船游三峡的人，肯
定见不到这一幕。”我们感到惊喜。
老农听了哈哈笑，却又感叹说：“可不
是嘛，硬骨头上能长绿芽，祖祖辈辈
传的，那可不是随便长的。”

这位叫何学胜的老农，是两坪乡
同心村4组的人，北环线一带土生土
长。他和同乡人生活在山谷之中，总
是硬着骨头，走在前进的路上。

流动云雨扑面来
在海拔400米左右位置，仰望天

空蔚蓝，仰望白云成朵，静观“雾绕千
峰秀”的韵味。在不可多得的森林氧
吧呼吸，自然身心舒展。

盘山路逐渐在升高，海拔510米
到1010米，从山底、山腰直奔山肩，
眼前风景美不胜收。山在云中，云在
流动，变化不断。

不凑巧，我们作客当日，雨水从
天而降，峡谷内湿气蒸郁不散，形成
云雾。驻足山肩，突然，流动的云雨
扑面而来，将我们淹没。但很快，云
雾又随风消散。忍不住张开双臂，拥
抱自然的美，烦恼转瞬被抛云外。

实际上，想要亲近云雨的机会挺
多，北环线上将设置多处观景点及俯
瞰三峡的取景平台。在这些节点当
中，其中5处将以神女与楚王相遇、

相识、相知、相恋、相守的爱情传说命
名，并搭配高约5米的雕塑造型予以
表达。

巫山人可谓脑洞大开，这里还将
建造一座全球最大照相机，也被称作

“三峡风景眼”。这栋建筑总高21
米、共3层。一层为艺术作品展览空
间，二层为巨幅针孔相机实时成像及
游客作品展览区，三层为茶咖休闲空
间及摄影区。

形象地说，观景台是相机，玻璃
窗是镜头，楼梯是胶卷。按相机原理
设计的室内观景平台，可容纳百余人
同时观景。

到时候，恐怕赏巫山云雨已不稀
奇。透过这些镜头，把最美的巫峡夕
阳送给你。

千步梯下峡江过
北环线长约23公里，直通神女

峰景区梨树垭，终点为神女峰景区望
霞游客中心。在游客中心，可停放上
百辆汽车。北环线登山步道设在这
儿，长约1公里。

俯瞰，步道颇为有趣，通常登
山从下往上，在这可得
入乡随俗，最好从
上至下。

“ 栏 杆
摸不得哟，
刚刷好第
三 层 胶
漆。”望
霞 村 人
潘兴平，
正 在 步
道入口刷
栏杆，友好
地提醒着。

忙 完 这
里，潘兴平还得
为花坛添砖。听他
说，最顶峰时期，神女峰一带
的中壮年有 300 多人来做工。他
说：“巫山变化太大，做活路容易多
了。”

这里依山而建，最低海拔1100
米，最高海拔1600米。凉风吹在身
上冷飕飕。千步梯由青石条铺制，梯
度较缓，倘若边走边玩，来回至少得
花1小时。

在这里赏云，景色可就更不一
般。云群，像一帘飞泻的瀑布，从山
顶倾泄千丈。还有一些云，薄如蝉
翼，透过它，能看见对面山腰的苍翠
或江边小城的倩影。但它绝不是雾，
是实实在在的云。

步道上，观景平台有5处。每处
观景台，均可望向那座参差矗立的山
峰——集仙峰，它是巫山十二峰之
一，峰顶自然开叉，恰似一把张开的
剪刀；最漂亮的，还是巫峡江水，犹如
绿色飘带，两岸红叶自然生长，逐渐
层林尽染。稍站一会，游轮便由远及
近驶来，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雄伟，人
的渺小。

山川纵横，万峰磅礴，高峡平湖。地处长江三峡腹地的
巫山，总令人魂牵梦萦。

要问怎样游三峡？上网一搜，达人撰写的攻略、驴友撰
写的游记，似乎如出一辙——顺水而下，伫立船头，品水上三峡，赏神
女风情。

实际上，巫山水、陆、空立体交通正飞速发展，预示着在不久的将
来，一个崭新的目标——陆上游三峡，将成为又一经典。

三
峡陆上品

秋赏叶来冬看雪
望霞游客中心内，有一户乡村高山人家。屋外农

田5亩，核桃树和李子树长势良好。
进屋一看，一对老夫妻裹着棉大衣，边乐边烤火。“北

环线好，春看李花，夏看云海，秋看红叶，冬看白雪。”老两
口在这儿住了一辈子。牛启寿76岁，张吉佑71岁，见证
了步道修建的全过程。

今年红叶节期间，从望霞游客中心通往神女庙的
客运索道就要投用，57个轿箱单向运行，每次可

乘坐游客200余人。这对牛启寿来说，是偌大
的好消息，“如果游客乘大巴进北环线，即便
买套票坐索道，也得找地方吃饭喝水。如
果自驾车开上来，登完步道也需要歇脚，
要是迷上这儿，恐怕还得过夜……”老人
已嗅到了商机，近来琢磨着是否改建土
房子，搞一个农家乐。

他的老伴张吉佑，看重的是家门前
山更青、水更绿了。近来，野猪上门是常
事，多的时候20来只成群。野猪往往晚
上来，可以连玉米秆也啃得只剩一堆渣

滓。张吉佑想出一个办法，夜幕降临后，端
起锅碗瓢盆往屋外敲，野猪一听就躲了。她

还见过野羊、野鸡、麂子、兔子，近年来越来越多。
老两口的高山生活，翻开了崭新一页。野味成

趣的神女景区北环线，也从陆上不同角度，重新对三峡
游进行了诠释。

今年，待巫山红叶盛开之时，北环线上的风景，将在
重岩叠嶂之中，美若绚烂的朝霞，艳如黄昏的云霓。由
此，巫山“水陆并进，立体旅游”的全新体验，将拉开序幕。

推荐路线：
从巫山县城出发→跨龙门

大桥→沿S103省道抵骑马岭→
进入神女景区北环线→望霞游
客中心→望霞索道→神女庙→
沿步道下行至神女峰旅游码头
→乘船返回县城

推荐路线：
从巫山县城出发→长江大

桥→柳坪游客接待中心→换乘观
光车游览神女天路→黄岩游客接
待中心→换乘黄岩索道缆车→神
女天梯→换乘九龙索道缆车→梦
幻客栈、星月客栈→换乘观光车
到净坛峰电站→换乘画舫船游神
女溪→青石→返回县城

任勇和梁宏忠，一个70
后，一个90后。在
此之前，两人压

根没想过，会因为一部
崖壁云梯有所交集，从
此产生手足之情。

险峻崖壁惊现巨龙
不知多少个日夜，他们同

280名建筑工人，坚守于崖壁之
间。那像是一条巨龙，从山脊延
伸到深不见底的谷底。

44岁的任勇负责现场施工，
他是赋予巨龙生命的人之一。这
项浩大的建筑工程，有一个唯美
的名字，叫做“神女天梯”。巫山
黄岩景区是出了名的险峻，想要
依附于悬崖峭壁，建成一部外挂
式垂直高度达220米的观光电
梯，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这群
建设者，把不可能变了可能。

“真的难。”有关工程的难度，
任勇以三个字概括。这部堪称

“世界第一梯”的巨作，顺利完成
22层全钢结构设计，相当于普通
民用建筑60余层的空高。每日
爬上爬下，沿崖而上，在场所有人
早已习以为常。

天梯最大程度景观化
终于，11月10日，它计划启

动试运行。采用两部高速电梯双
向运行，每秒运行速度4米，每部
电梯可乘21人。外部整体以灰
色装饰墙为主，两部电梯外厢，以
苹果色作主调，巫山红叶图案点
缀其中。9000块从湖北运来的
仿古小青瓦，将装饰于云梯屋
顶。据说，天梯顶端的电梯机房，
将配合巴渝民居式屋顶，打造出
灯光秀，将天梯最大程度景观化。

任勇说，这部天梯的落成，最
大成就，在于弥补了黄岩景区上
下通行的一段空白。

黄岩景区有三大亮点，即神
女天路、亲近神女溪、鸟瞰净坛
峰。山间，上有黄岩索道，下有九
龙索道，上下两端有观光电瓶车
穿行。唯独中间一段，长久依靠
步道相连。步道单行一面，最长
要消耗2小时体力。

水陆并进重要载体
边坡治理也是最难的，由于

崖石散碎，裂隙较多，自然条件不

稳定，这让工友们绷紧了神经。
梁宏忠27岁，是项目业主代表之一，已

是两个娃的父亲。在任勇眼里，他还年轻。
施工以来，两人就没假期可言，春节和工友
吃碗汤圆就算过年。梁宏忠认为，凡事有头
有尾，走到冲刺阶段，谁也不愿松懈。

下雨了，工友披个尼龙袋通宵赶工。
温差大，脏兮兮的羽绒服不敢脱。电梯正
立面通道没成形时，在山腰开安全技术
会。为方便施工，工人干脆分段，住在步道
边的临时屋棚。梁宏忠说，很长一段时间，
工人饮水全靠从神女溪抽水。吃饭用的食
材，几乎从就近农户家凑齐。每日收工后，
工人们累得不想说话，跟家人通完电话，便
秒睡过去。

下午6时左右，在云梯底端干活的工
友，纷纷踏上千步石梯，那是通往临时宿舍
的回家之路。梁宏忠和任勇负责扫尾，目
送工人们先行返回。松了一口气，两人闲
聊起来。

“哥，你老婆对你意见大不大。”梁
宏忠笑着问。“大呀，再坚持一阵。”任勇
皱了皱眉。“最近，找你谈心的工人多
不？”梁宏忠又问。“有，想家的，认为劳
动强度大的都有。”任勇说，互相理解，
眼看工程快收尾了，啥情绪都得收起
来。这是责任。

夜幕降临，这些刚毅与温婉般的情感，
交织在每个巫山山头。那是一种无形的力
量。神女天梯，将作为巫山水陆并进的重
要载体面世。
重庆晚报记者 李琅 杨可 摄影报道

▲回望转马台，毛茸茸植被包裹着大山。

▲巫山十二峰之一集仙峰

▲梁宏忠在工地上

▼从山上俯瞰长江，景象雄伟，相比从
江中仰视更加气势磅礴。

牛启寿老人说着自
己的农家乐设想

▼神女天梯施工现场

▲负责现场
施工的任勇

▼神女天梯

▼北环线上俯瞰三峡的观景平台

待到今年红叶节待到今年红叶节
我们一起我们一起

陆上品三峡陆上品三峡
请乘请乘220220米高米高 天

梯神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