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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杯两江杯””我与改革开放我与改革开放4040年年
征征文大赛文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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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风雅颂

七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我在城郊老远老
远的两江新区大竹林江边遛狗，突然发现了
几位来自渝中解放碑的朋友。其中有老板、
白领和退休干部等。我惊讶：“他们来这儿
干啥，不会是走错路了吧？”

一问，他们是来大竹林看房子的。我有
些懵了：大竹林离城里又偏又远，平时出门
看到的不是高楼大厦，不是车水马龙，而是
玉米红苕牛皮菜，黄瓜茄子豌豆荚，并且进
出也不方便，仅有一条稍微像样的公路。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解放碑八一路
搞城市发展，要拆迀部分民居，我朋友邱旺
一家被划入拆迁之列，搬迁的新居被安排在
隔江相望的南坪，两地相隔不到三公里。可
是，安置干部嘴都说破了，邱旺就是死活不
搬家，说去江对岸的南坪，不就出城了吗？
祖祖辈辈都是城里人，突然之间去了郊外，
想不通。城里一张床，胜过城外一栋房呀。

如今，这城里人怎么了，想通了吗？“不
是想通了，而是大竹林这地方太好了。”朋友
解释。

大竹林，位于照母山之侧的嘉陵江边，与
所谓的城一一解放碑有近30公里，而且比较
偏僻。早年的大竹林，那儿可是个热闹非凡
的地方啊。据记载，晚清年间，在磁器口、朝
天门做买卖的生意人和周边的达官贵人、公
子小姐们，经常去大竹林聚会、打牌听曲。那
儿不但有铺天盖地的林山竹海，一年四季风
和日丽，花团锦簇，而且商贾云集，市场繁荣。

抗战期间，国民党为了躲避日机轰炸，
把弹药库、火药库、汽油库和军队搬去了大
竹林。继后，一个被绿水青山环绕、掩映的
大竹林，消失了，大竹林成为主城郊外的“非
发达地区”。

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两江新区扬帆起
航，大竹林旧貌换了新颜。

要想富，先修路。金洲大道、金海大道、金
通大道、天山大道和华山路、中南路、龙竹路、
滨江路，以及轨道交通六号线、双碑大桥等，一
条又一条交通线，蛛网般织进了大竹林。几
年之间，大竹林踏上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

龙湖地产捷足先登。那儿没有湖，他们

就倚江而兴，一口气建了千山万树、金色港
湾等十几个绿阴如盖的居民小区。继后，金
科、建工地产也接踵而至，修学校、建商圈、
打造宜居住宅区等等，华龙网、互联网工业
园等新兴产业鱼贯而入，一下就把沉寂多年
的大竹林唤醒了，复苏了。并且今非昔比，
大大超过了当年的繁华与兴隆。

如今的大竹林，可谓鸟语花香，四季如
春。那儿有全市第一条自行车道和彩色步行
道，拥有众多的公园。沿江而建的、全市最长
的金海湾公园，长达二十多公里。徜徉其中，
可以近距离触摸简家梁信号台，可以聆听凤
溪沱的涛声，观赏罕见的金色桂花、紫色芭茅
和红色樱花。还能见到稀有的长尾喜鹊、白
头翁、黄鼠狼、画眉和锦鸡。更令人兴奋的
是，枇杷、石榴、香桃、杨梅和脆李等水果，随
处可见，伸手可摘，既饱眼福，又饱口福。

如果说嘉陵江是位风姿绰约的美少女
的话，那么金海湾公园就是环绕在她玉脖上
熠熠生辉的项链，是飘逸于她柳腰五彩纷的
绶带。江岸的排排香榭别墅，恰似镶于少女
手腕的粒粒珍珠。

大竹林，是因竹林多而得名。这里除了仍
有茨竹、剑竹、斑竹、水竹、黄竹之外，还栽植了
剑兰、杜鹃、紫绣球、美人蕉等几十种鲜花，以
及水杉、白桦、二球悬铃木等珍贵树木。由天
鹅绒、花叶榕、千年矮、丁香、麦冬和黄荊叶组
成的立体绿化带，比比皆是，举目可见。生活
在大竹林的人们，犹如生活在画廊之中。

春夏秋冬，远眺缙云山脉的袅袅雾霭，
沐浴嘉陵江畔的习习晨风。沿金海大道往
南走，就能看到一溜数百米长的岛礁从江心
突兀而出。远看，它像一群群为争夺过江角
马，互相缠斗的大鳄鱼；近瞧，它又像一艘艘
在惊涛骇浪中所向披靡的战舰。登上岛礁，
可以垂钓打牌放风筝，踏沙拾贝搬螃蟹。如
果朝北行，那里则是别有洞天的大竹林老街
了。闲来无聊，坐在冬暖夏凉的老街土墙瓦
房里，用土碗泡茶喝着。一边听老人海阔天
空，谈古论今，一边看沙鸥翱翔、鱼鹰争赏，
泳者搏风击浪。悠哉乐哉，好不怡然自得。

大竹林，都市里的桃花源。

都市里的桃花源
莫测

域外的河流中，对多瑙河，我
情有独钟。因为爱情，因为她的翩
翩舞姿。多年以后，每当《蓝色多
瑙河圆舞曲》的音乐响起，我都会
双目微闭，脑子里浮现的全是美好
的事物：黎明，春天，朝气蓬勃。虽
然机缘错过，最终并没有与她修成
正果，但多瑙河却一直在我的心里
住着。

阳光照耀下，春风吹拂中，偶尔
也会来一段想象之旅。异域的风
情，曼妙的女子，河面的薄雾，翻动
的水波，娇艳的花朵，还有曲项向天
歌的天鹅，这一切，都为多瑙河铺上
了一层迷离梦幻的色彩。不过，对
于真正的多瑙河，我却从未谋面。
多瑙河在我的心里始终是一个神秘
的存在，始终是一个梦。

中欧班列（重庆）的开通，让我
的多瑙河之梦在大地上终于有了
最真实最快捷的依托，让想象的翅
膀伴随着一列列呼啸而去的“钢铁
驼队”，如同脚蹬风火轮的哪吒，只
是向西，只是飞奔。这是一条国际
铁路联运大通道，这是一条从长江
与嘉陵江交汇的重庆出发的新丝
绸之路，经过西安，经过兰州，经过
乌鲁木齐，从阿拉山口口岸，进入
哈萨克斯坦，再经过俄罗斯、白俄
罗斯和波兰，最终到达多瑙河流域
的德国杜伊斯堡。全长1.1万公
里，经过六个国家，一次申报，一次
查验，一次放行。

在我有限的认知内，很多事
情，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不可想象
的。地处内陆的重庆，出海通道历
来都是“西辕东辙”，依靠长江在崇
山峻岭中一路东行，冲出夔门，闯
过三峡，到达上海，再从海上往西，
才能到达欧洲。正因为地理上的
困局和运输的辗转，让工业重镇的
重庆，在经贸大潮中，硬生生地被

“看不见的玻璃墙”隔开，整整多绕
了两万多公里，眼睁睁地“让豆腐
运出了肉价钱”。那是一个多么遥
远而漫长的旅程啊。

然而，另辟蹊径的中欧班列
（重庆）来了。雄壮嘹亮的汽笛声
撕开了大漠孤烟，新丝绸之路上的
滚滚铁流，如长江之水源源不断地
流入了多瑙河。从此，重庆传统出
海通道的认知被中欧班列（重庆）
彻底颠覆，一个崭新的“内陆开放
高地”惊艳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西
去的路上，爬过的山，趟过的河，钻
过的隧道，还有风霜雨雪，迷人的
西部风光，全都汇成了一路欢歌的
音符。

请记住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
吧。

2010年 10月，中欧班列（重
庆）国内段首次测试；2011年1月
28日，中欧班列（重庆）第二次测
试；同年3月19日，中欧班列（重
庆）全线开行；2013年3月18日，
中欧班列（重庆）首趟回程班列抵
渝；同年10月，中欧班列（重
庆）实现常态运行。

数字都是枯燥的，但枯燥

的数字却是最直观的反映着中欧
班列（重庆）从一个呱呱坠地的婴
儿到茁壮成长的历程。当一个个
蓝色集装箱，在多瑙河流域一个又
一个的码头上，被巨大的叉车不停
地转运，那正是中欧班列（重庆）叠
加起来的串串脚步。这时候，我们
完全可以骄傲地说，太平洋和大西
洋从此安放在了重庆的身边，而中
欧班列（重庆）正是大洋里面的摆
渡船。

我的心里不止一次地泛起激
情，我的喉咙里不止一次地哼唱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
骏马”的歌声。当电视的画面出现
中欧班列（重庆）的钢铁巨龙时，我
目不转睛的眼眶会逐渐湿润，我不
断地问自己，多瑙河是什么模样？
多瑙河是什么颜色？春天的一个
早晨，我专程去了一趟位于重庆两
江新区核心区域的果园港，一列满
载货物的列车正从果园港铁路专
用线缓缓驶出，12天后到达目的
地。那一刻，太阳升起，汽笛响起，
我的心也随之上路。我觉得我与
多瑙河的距离从未如此的相近。
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坐上中欧班列
（重庆）旅游列车，亲手将一瓶取自
重庆的长江水倒入多瑙河中。我
盼望着。

真羡慕东莞商人曾闽平一
家。2015年年底，在第三届中欧
班列（重庆）国际铁路行走者冠军
赛的角逐中，他以“一家三口开着
房车游”的构想赢得冠军，获得15
万元旅游资金奖励。通过电视和
网络，我不停地关注着他和妻子、
女儿一家三口的跨国旅行，跟踪着
他沿途写下的大量日志：在茫茫戈
壁上，感受渺无人烟的苍凉与雄
壮；在层层环绕的密林中，震撼于
极浓的色彩在蓝天白云下肆意绽
放；在沙尘暴的裹挟里，感受从未
有过的黄色漩涡……在俄罗斯边
检员家里看TCL电视，在中哈边
境的卡车挡风玻璃前抚摸“出入平
安”挂符，在哈萨克斯坦的市场里
浏览中国货，在波兰的宜家商场欣
赏中国餐具，在德国拜访网上结识
的海因里希……曾闽平一家见证
了中欧班列（重庆）铁路从起点到
终点的过程。他在日志里写道：

“我踩着铁轨前行了一段，顺着铁
路的反方向望去，心中无限感慨，
我脚下的不仅仅是铁轨，也是一条
新的丝绸之路。”他的感慨又何尝
不是我的感慨呢？

行千里，致广大。如今，中欧
班列（重庆）成了内陆地区推动中
欧贸易发展的主通道。在跨国物
流的版图上，重庆由“毛细血管”
变成了“大动脉”。自古以来，承
载着重庆人文及货物交通的长江
将随中欧班列（重庆）一道跨越千
山万水，流入亚马逊河，流入密西
西比河，流入尼罗河，流入世界上

所有的大江大河，编织成若干
条多彩的飘带，在地球上高高
飘扬。

长江连接多瑙河
梅万林

春暖鸭先知的两江新区
内陆首个国家级的开发地
用春绿秋黄
温一壶诗情滋润的月光

一枚圆月的邮戳
载满奋斗中的每一滴热汗
长江嘉陵江两江相助
翠竹青青护佑着大街小巷

自由贸易试验区
在两江新区的土地上开放
中欧班列（重庆）的钢铁巨龙
在驼铃摇响的山水中签章

通往两江新区的路径
缝合着多少喜庆的过往
挂在门前对联似的红辣椒
对偶着新时代的绝美韵脚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已经有了跨越式的标配
金山银山绿水青山
壮美了城乡的所有记忆

内陆重要的先进制造业
在两江新区辐射出现代服务业基地
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已经快马加鞭书写着醉美的创意

我听见，鸳鸯街道上笑声朗朗成双结对
我看见，人和街道上健康老人翩翩起舞
血液里流淌着两江新区火热的血
依恋两江缠绵不断的奔腾歌唱

两江新区的春夏秋冬
就是一幅幅新时代的连环画面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美好瞬间
让两江新区的梦想展翅腾飞

腾飞的梦想
陈俊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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