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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快 轻松贷
建行快贷 一触即贷

葛城

踞三省市之门户为城，扼四方之咽
喉为口。县城如“脚盆”，四山环抱，一
河穿流，传诸葛亮曾屯兵于此，故称“葛
城”。久是久了，远是远了，小是小了，
穷是穷了，大巴山望不尽的崇山峻岭
中，一座窎远的陋城。

如一片枯叶，在山海林海云海雾海
中，长期搁浅……

“好个城口县，衙门像猪圈，上堂打
板子，全城都听见，上街摔跟斗，下街捡
草帽……”“好个城口城，生在半天云，
要想吃白米，除非二世人……”

何时是头？哪里是边？诸葛亮也
要摇头叹气：难哪，难……

那些年来了一些“预言家”，小青
年，一拨一拨的，晴天种地，雨天歇工便
进城，喝了点小酒就东盯西盯的，东指
西指的，东说西说的，还拍着胸膛赌咒
发誓的——一代有志青年，大老远从大
城市跑过来，待久了，待惯了，还不敢
想，还不敢说么！

——这县城中间的长条形凹地将
来是一条大街！

也是哈，县城两侧是两道小山梁，
中间一溜水塘草地亮晃晃青幽幽的，空
着也是空着，荒着也是荒着，好可惜，明
摆着是一条长街的地势哩！

——这条任河靠渡船摆渡进城好
危险，好不方便，将来肯定要建一座大
石桥，不，不，大铁桥才行！

也是哈，偌大一条倒流三千八百里
的任河，到这儿来硬生生把县城隔成两
半，全凭几条小木船摆渡，一涨大水就
停摆了，不得行啊！

——河对岸即使进了城也隔着一
道山梁，将来要打洞，穿隧道，通汽车！

也是哈，城口县到处跋山涉水，连在
城里行走也隔河爬坡了，这成何体统！

有句话叫做不幸言中，还有句话叫
做一语成谶。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这
边塞小城的发展硬是打那些“预言家”
的话上来了——

县城中间低凹地带，建成了好几公
里长的南大街，路面宽阔，平顺结实，路
上车水马龙，路旁高楼林立，商铺比肩，
分明一座闹市的味道。另有北大街，东
大街，西大街，已悄然将靠北的小山梁
包围，沸腾的市声早淹没了“大堂的板
子”。这原名“土城”的小山梁干脆全部
建成了仿古一条街，清民风格的亭台楼
阁，花池荷塘，哪还有昔日破败房舍的
踪影？

那条任河也早被一座后来两座三
座大铁桥轮番拎起，河对岸的行人们消
消停停地走过来，河对岸远近驶来的汽
车们从从容容地开过来，过了桥便钻进
隧道，人走两边车走中间，从这靠南的
小山梁肚子里穿膛而过，直奔喧闹繁华
的南大街，直奔古色古香的土城……

本县的人都说这葛城变“洋”了，变
靓了，变阔了，变富了；外来的人都说这
边城始料未及呢，颠覆想象呢，分明是
一座袖珍大城市！

已经是老青年的“预言家”们发话
了：怎么样？怎么样？咱老哥们料事如
神吧？这葛城哪，不只是这模样，还要
变，还要变……

巴山水库

蜿蜒绵长的任河流过重庆的城

口县境，眼看着就要流出县，流出市，
流到四川的万源地界了。在巴山镇，
它不知什么时候拐了一个大弯，把一
座墙壁一样的“抱耳岩”挽在臂弯
里。诳啊，哄啊，抱耳岩在一条大河
的抚慰下，沉沉地横着，沉沉地酣睡了
多少年……

天天在抱耳岩上砍柴伐木的远方
来的小青年中，当然又有说话不打草稿
的“预言家”。树柴砍倒，从大沟里扔下
来，打成捆子，掀到河里，沿河漂下来，
此活路名曰“放柴”。我看呀，这河水绕
去绕来多麻烦，就从这大沟开挖隧洞，
让河水改道直接穿过抱耳岩，省下河湾
大片土地不说，建个电站多好发电呀！

说话不腰疼呀。这山岩立了千百
年，这河水绕了千百年，顺理成章呀，相
安无事呀，改道？钻洞？造地？发电？
唉，下辈子吧……

还没等到下辈子，这辈子的2005
年至2008年，一座大坝高155米，坝顶
宽10米，总蓄水库容3.154亿立方米，
平均发电量4.498亿千瓦时的全国首
座折线型面板堆石坝电站，硬是在这抱
耳岩下任河拐弯处建了起来！

一发而不可收啊。亘古巴山，用一
面镜子照见了自己的模样。水库名曰

“巴山湖”，成了县里的主打风景区，前
来旅游观光的人络绎不绝，游泳比赛，
摩托艇比赛，钓鱼比赛经常举行，坝下
成了新兴的商贸城。高山农民纷纷迁
下来，挨着水库居住，傍着电站发财。
几条公路伸过来，一条高速和一条铁路
跟着也要伸过来，任河出境处的僻远巴
山镇，三省市交界处的边塞城口县，眼
看着就要活蹦乱跳地四散开了，发散到
高处大处远处去了。

又该那些老年“预言家”神气活现
了：怎么样？怎么样？这水库修成了
吧？而且还是大水库哩！说不定，这大
巴山崇山峻岭之中还要再来它几座呢，
信不信？信不信？

栈道

也许是吃饱了撑的。在城口待久
了的那些年轻“预言家”，走到哪里都爱
指指戳戳的，活像这第二故乡的山水草
木都是他们在指点，在安排，在铺派，在
更改。这不，外地进山必经之地的庙坝

“七十二道脚不干”的河谷岩壁上，硬生
生凿出一截栈道，上下左或是上下右全
是整岩，一人多高，一米多宽，当年红军
走过，背二哥走过，后来“预言家”在内
的小青年们走过，附近山民当然更是经
常走过。

后来不用走了，栈道便被挂在岩壁
上，怪冷落的，远远望去或是近近看去，
犹如“天涯沦落人遗留的一段衷肠”（一
位巴山诗人语）。

“预言家”又发话了：还别说，这截
栈道很有点文物价值和观赏价值哩，值
得留着作纪念哟，有关部门有眼光的
话，肯定要想法留住它，保护它……

真神哪，后来的情况果然印证了
“预言家”的话。县里在规划修建公路
时，起先需得炸掉这座山岩，公路沿河
谷南侧走。后来有人再后来不断有人
说，这条栈道是红色老区的一个标记，
再说当初开凿时艰难得很哩，能保留
就保留下来吧，反正公路线路稍稍改变
一下也无伤大雅。果然这条公路后来
就走了河谷北侧，这样那条栈道就更加
显眼地在小河对岸裸露出来，成了路人
和游人经过时近距离停车拍照的最佳
背景。

提到这事，人们都佩服“预言家”的
眼神。小青年起先嘴巴无毛办事不牢，
后来嘴巴有毛了说起话来怎么就这样
有远见呢？这山里还有些啥事儿，到时
候也请他们来预测一下，看看还有些什
么变数？

（作者单位：万州区三峡都市报社）

土墙村

在重庆市，合川区，土场镇的西侧
在桃花山的东面
我的故乡——土墙村
一个有土就有生命的地方

满村的房屋都是篱笆，都是土墙
每座院子都被篱笆围着，都被土

墙围着
桃红李白，被土墙围着
猪、牛、羊、鸡，被土墙围着
犁、锄、镰、篓
被土墙围着
一日三餐，红白喜事，酸甜苦辣
被土墙围着

葵花形的太阳
用土墙色说土墙村
我们的土酒
在乡宴中飘香，飞过的鸟群也会

陶醉
小桥用土墙色
说拱起的虹，河水欢笑
哗哗啦啦……歪斜的石板路
用土墙色说行走，说来来往往的人
灿烂的脸庞

黎明，土墙村的旭日像个大橙子
让土墙村金光四射
坐在土墙村新作坊土院子里的
槐花，坐不住了
开始用影子漫步，像母亲缓步的

劳作
而黄昏
让土墙色，暗自惊喜

在春天，你想在土墙村不开花
土墙村决不同意
在夏天，我不愿像蝉子一样唱歌

真不行
土墙村会抱怨我寂寞
在秋天，嫂子的前胸更加突出
土墙村明白
因为那里胀满了月亮的乳汁
在冬天，这里的雪会燃烧，人更明亮
土墙村懂得什么是沸腾
什么叫照耀

我在土墙村诞生，必将在土墙村
死亡

花开初始
叶落归根，我珍惜土墙色的命
关于红牡丹
黄玫瑰、蓝花楹、紫丁香……
我将它们
一一列为陪衬，就当我是土墙村里
古老的土墙院
站着土黄，倒下土黄，喜乐哀歌也

呈土黄

哦，土墙村
不只是在重庆市，合川区，土场镇

的西侧
桃花山的东边，它还在
陕西、山西、河北、河南
还在思古、乡愁
怀旧、团聚、离散、欢乐、疼痛
我此时遇见了自己
因了土墙村，因了情缘
抬头凝视，每一座土墙院子的屋顶
灵魂，闪闪发光

月亮田

我土场镇土墙村这样朴实的村庄
竟然，有着
这么多好看的月亮田

清泉浇灌的月亮田
没有门框和窗户，大大方方敞开

的月亮田
蓄满先辈汗水的月亮田
只要有谜，就会有底的月亮田
喜欢微风的月亮田

桃花雨悄悄湿了梦沿的月亮田
阳雀声唤起初绿的月亮田
能够让爱情拔节、灌浆、扬花的月

亮田
青蛙摆放歌台的月亮田
有人在问“为什么我生在这镜子

里”的月亮田
爱清澈到天蓝的月亮田

张家的月亮田
李家的月亮田，胡家的月亮田
弯弯的，镰刀样的月亮田
圆圆的，镜子样的月亮田
扁扁的，蚌壳形的月亮田
回忆中，碎过的月亮田
拿出热爱完整如初的月亮田

记住了身在学堂堡的月亮田
把天空放在心里的月亮田

翠鸟之声播撒，栽秧泡红在唇边
的月亮田

小河绕过不忘问候一声的月亮田
美妙的月亮田
一生一世牢牢记住的月亮田

哦，我土场镇土墙村这样朴实的
村庄

竟然，有着
这么多神奇的月亮田

雪落土墙村

雪落土墙村
每座院子，变白

多好哇！这么多玉树琼花
这么多不恨雪的人
这么多眼睛
在看一尘不染的风景

大地更加冷静
忙碌够了的土墙村，不愿惊动雪
也不抱怨
雪遮掩了土墙色，手边的绿远去了
但还留有心上的青

在这农闲季节，有的乡亲在屋内
喝酒

为欢声笑语添柴加火
有的在打麻将，在桌面，将天空
小块小块地搬来换去

有的在想建新房子
有的在想买新车子
有的想到婚娶时，即便寒冬
身体里
好似安装了取暖器

一位乡村诗人，蛰伏的诗歌虫子
他闻到了

冰雪化水的花香味
暗自独语
我不相信，梦像大雪

雪还在落
土墙村，还在白

月光洒在晒坝上

月光洒在晒坝上
在田间地头收割回家的一把镰刀
是谁，将它
挂在这乡村的夜空
把成熟的庄稼反复照耀

月光洒在晒坝上
带着麦子气味的乡民，在大黄葛

树下纳凉
那些关于二十四节气的话语
被他们
一箩筐一箩筐地倒出来
有酒香，醉了传说
有蛙声，不像失恋

月光洒在晒坝上
新房子，在侧边，听得更新
萤火虫照亮狗吠
老人似小孩，小孩有故事
故事边
贴着几朵丝瓜花

月光洒在晒坝上
夜都深了，晒坝还在晒什么呢？

哦，晒回忆
晒失眠，晒一群鹭鸶
在不远处
像站立的夜，长颈，微风，雪亮

(作者简介：胡中华，重庆合川人，
群众文化工作者。出版有诗集《遭遇
春天的某个黑夜》。）

雪落土墙村
（组诗）

胡中华

酒对我最早的启蒙是朦胧的，诗
意而悠远。

儿时的村庄，农闲时节，总有货郎
高亢的吆喝从对面的山头翻坡过梁明
明灭灭而后停歇在我们的院落。

当黝黑的货郎在院坝站定，酒盖
一揭，醇厚散淡的酒香顿时弥漫在村
庄的各个角落。那时候想，酒真是好
东西呀！

幼小的年纪，我见识的第一个酒
徒是院里的四叔。

四叔寡言，背微佝，他对世界的表
达方式就是刨算盘、喝酒，偶尔也会扛
起锄头客串一下农人的角色。逢场，
他常把自己喝醉，而后倒在二里外的
石桥下。

石桥下面遍布水草和砾石，四叔
总能找到舒适的姿势让自己沉沉睡
去，他的鼾声与淙淙流水互为唱和。
我一直纳闷四叔何以每次醉倒桥下，
那里是否是他前世的家园？石桥是否

就是当年风中的院门？那些水草和
砾石一定就是他的族人，每次醉倒都
会拉他上前一聚。

我见识的第二个酒徒是邻村那
个屠户。因技艺精湛，寒冬腊月里，
他常红光满面出入一个个村庄。我
不时看见那个身材矮小眼神明亮酒
糟鼻子红光闪闪的男人一路跌躞一
路高谈阔论。他的身边并无旁人，他
在喋喋不休自说自话。

我对酒的恨意是从外公开始的。
外公远在西北，外婆去世以后，

外公漫长的余生开始了孤单旅程。
多年后，外公渐渐嗜酒如命，在与

酒杯的过从甚密里老人心智渐失。他
常念叨“树老心空人老癫咚”，说是小
学老师教的。

我不能忘记他的目光空洞与步履
踉跄，生活了然无趣，孤独那么绵长。
端起酒杯的那一刻，他便开始一个人
在自己的过去里风尘仆仆。

外公长期半夜的独幕剧，终有一
天使得教毕业班的父亲恼羞成怒，随
着酒杯“啪”的脆响和父亲声如洪钟
的训斥，外公苍老而绝望的嚎啕随之
而起。

愤怒的父亲，断然不会想到他会
走外公的老路。

如果说，酒让外公得了酒痨，对于

父亲，酒直接让他得了癌症，当然，这
或许与他的基因缺陷有关，父亲三兄
弟都因肝癌去世。

父亲属羊，亦有羊一般温情善意
的眼。父亲身怀绝技，却人到中年不
称意。在局促的现实面前，父亲一边
喝酒一边沉醉于武侠小说的虚幻里。

父亲醉酒表现方式颇有涵养：不
多言语，倒头便睡。

父亲刚退休便患了肝癌，家人惊
愕之余四处求医，生命得以延续三
年。当他断然离去，全家痛不欲生，特
别是被父亲宠爱一生的母亲。

我没想到我会与酒再次狭路相逢！
俗话说：有缘自会相聚，孽缘也是。
我与酒的缘分当属后者。
青春年少，当那个叫“爱情”的东

西降临，我没有躲闪：他是一名当时
人人称道的高考状元，如此光环，不
容回避。

然而，事后方知：就算你能完美地
解答每次的压轴题，并不代表就能在
漫长的人生征途中所向披靡。青年气
盛桀骜不驯，不肯低头又无法突围，加
上侠义肝胆江湖游走，于是醉酒成了
常事。

这才发现强大的基因图谱对生命
密码的掌控，因为他醉后的表现跟他
的父兄如出一辙。

必须承认，在人生很长一段时间
里，我的幸福严重地受到了酒的制
约。作为一个酒精过敏的人，我无法
体会微醺和迷醉带来的极致快乐，却
对醉酒传达的讯息格外敏感和抗拒，
如蚁在心。因此，那种来自心底的痛
苦与寒意入木三分刻骨铭心。

当他醉倒半山腰醒来后跌跌撞撞
摸索回家；当他盛怒之下掀翻满桌菜
肴吓得一家老小瑟瑟发抖；当他铁青
着脸与我分配好财产命我在民政局门
口等候签字离婚；当他余怒未消把车
开往高速公路蹦蹦跳跳；当他醉后头
眼耷拉骂骂咧咧猛踢房门……

那些时刻，痛苦与绝望如夏草般
疯长！

大气魄力耿直侠义善良孝顺，酒

前好人，醉后痴狂，我无法理解一个人
会有如此极端的两面。我曾几次跪伏
父亲坟前默泣质问他赐予了我怎样的
爱人！

麻木的时日，在那些绝望滋生的
暗夜，我开始学会认命，认命会让自己
对现实多些原谅。

漫长的岁月里，我力图试着与那
个叫酒的东西和解。

生活总会因为一个人或某件事从
而改变人生的路径。

我没想到人到中年上天会再赐我
一个丫头，这是否是对我的良善巨大
的馈赠，这个无比的惊喜足以让我对
整个世界心怀感恩。

二宝的到来基本解除了酒对我
往后余生的施咒，因为二宝对他的依
赖几乎瓦解了他对酒局的执恋，重任
在身，他得保护好自己。二宝的不期
而至让家庭忙碌之余重获生机，两颗
中年倦怠的心重新感知生命初始的
美好。

感恩上苍赐我二宝，感谢二宝，收
复了一颗桀骜而放纵的灵魂。

人生难免犯错，所谓当局者迷，若
非强力意志，有些错误自身是无能为
力的，直到某个契机的出现。

恨意渐消，却也无法云淡风轻。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在渝中半岛枇杷山半山腰，有一
条蜿蜒曲折的小路，周围密布着上世
纪末的老房，山脚下长江边，是抗战时
期中国空军和飞虎队起降战机的珊瑚
坝。这个地方古称晏喜洞，后改名燕
子岩。

以前，外地人到重庆坐火车，先在
朝天门码头下船，再去菜园坝火车站，
燕子岩小路是一条捷径，人流如潮。许
多旅客愿在附近小住，靠近火车站，方
便。“燕子旅馆”便在这条小路上，燕子
岩79号。

墙头悬挂着一块牌匾，用精美的墨
绿色花纹木框装裱着，黄色匾面上，“燕
子旅馆”四个鲜红大字赫然在目。一笔
一划绝非一蹴而就，像在燕子岩青石上
一敲一凿雕刻而成，留下岁月不灭的字
迹。匾框上有几处漆面已脱落，斑驳的
印记，无声诉说着当年往事。

旅馆于1984年开业，它位于水陆
交通要道上，一开业便客流如织。

市场经济风起云涌，城市变迁日新
月异。从1995年开始，随着人流量减
少，大型宾馆酒店增多，旅馆效益急转
直下。2000年之后，更是举步维艰，惨
淡经营。风风雨雨走过三十多年，旅馆
却始终保持低价位，坚守亲民的初心，
最开始时一天1元8角，现在最大江景
房也只100元。

一扇门上画着少女和燕子。少女
轻轻倚靠在门边，一身杏红色旗袍，领
口镶着雪白丝线，秀发向后盘起，露出
白皙清秀的脸庞。右手小指弯曲在唇
前，鲜艳的指甲如一枚朱砂痣，眼幕低
垂，散发出浓郁的忧伤，谁在千里之外
拨动少女心弦？几只飞燕萦绕在身边，

相守相依，不离不弃，陪伴度过漫长的
夜晚。

一家旅馆的灵魂是它的主人，燕子
旅馆的主人是杨柯，开业时还只是十六
岁的少年，现在已年过半百。奇怪的
是，这位比我年长十岁的中年男人，第
一眼的感觉，竟然是清瘦的文艺青年。
那种对艺术的追求和对事业的执着，从
骨子里透出来，难怪他给自己取了个国
际范的雅名“查尔斯”。

我试着从查尔斯身上找到三十多
年坚持下来的理由，慢慢走进他的故
事里。

他是一位优秀的演员和模特，具有
艺术气质，兼职演艺更重要的可以挣钱
补贴家用。重庆大学、西南大学的艺术
院系经常有他的身影，参加了多部影片
和话剧拍摄，深受观众喜爱，在圈里是
出了名的帅哥，同时，也担当众多品牌
的形象代言人。

出于对艺术的不懈追求，2016年
他与野生艺术家安一如先生一起，以重
庆传统民居“吊脚楼”为主题，举办了一
场独具匠心的艺术展览，使燕子岩再次
进入大众视野。

比起镜头前那个文艺青年，现实生
活中的他，更加真实而鲜活。

燕子岩是渝中母城仅存的上世纪

老街和棚户区，已启动整体开发。
查尔斯目光坚毅，眉头紧锁，但怎

么也锁不住心里的苦楚。他掰着手指
算，儿子在重庆大学读大三，每年学费
一万，每月生活费两千，还有家里七零
八碎的日常开销，旅馆收入早已入不
敷出。

作为原住民，查尔斯真心希望开发
后燕子岩会更好。

2018年一些国际知名建筑师相聚
旅馆，对燕子岩整体规划深入思考，方
案成果在枇杷山后街文创园盛大展出，
引来广大学者关注的目光。

他在奔跑呐喊，只为燕子旅馆重获
新生。

我深深沉浸在查尔斯极富魅力的
故事中，不经意间推开一扇窗，瞬间被
眼前一幕惊艳到了。长江大桥、菜园坝
大桥飞架长江天堑，两岸风光尽收眼
底，不难想象，华灯初上之时，定会有绝
佳的夜景体验。

窗户像是燕子的眼，静静见证重庆
改革发展的城市变迁，也让我想起多年
前与重庆城的第一次相遇。

那是1991年夏天，刚小学毕业，作
为“犒劳”，妈妈带着我和表哥到重庆旅
游，第一次出远门。乘船逆流而上，快
到朝天门码头了，远远望见一栋白色高

楼巍然屹立着，在我童年的心里，这是
大都市标志。

那时候，解放碑没有步行街，碑是
最高建筑，旁边有家百货商店，需要下
行几步才能进入。色彩缤纷的糖果，
甜蜜了整个夏天。两路口的老式缆
车，一小节公交车模样的箱子，沿着斜
坡铁轨缓缓地上上下下。缆车越爬越
高，我站在窗边，紧握住扶手，老是担
心滑下去。

印象最深的，是妈妈带我们到解
放碑旁边的巷子里吃米粉。自带的长
方形白铁皮饭盒，一手握着把儿，一手
扶着沿儿，挤坐在墙角小板凳上，狼吞
虎咽地吃。那天下着小雨，妈妈给我
们撑伞，连声说慢慢吃，我抬头，看见
伞外边她淋湿的脸。一晃，我在这座
城市已生活二十年，走过大大小小的
街头巷口，寻觅当年那碗米粉的味道，
却杳无踪迹。

查尔斯的喊声把我从记忆深处唤
醒，他煮了牛肉面。

房间的灯光不太明亮，两个男人，
两大碗牛肉面，静静吃着，细细咀嚼心
里的故事。渐渐发现，多年来遍寻不着
的味道，竟然就在眼前这碗牛肉面里。
我恍然大悟，原来记忆中的味道，已幻
化为人生感悟，不在于食材本身，而在
于心境。坐在上世纪原汁原味的老街
深处，遇见历经磨难初心不改的人，吃
什么都觉得有陈年老酒的醇香。

我抬头望窗外，蔚蓝天空上，掠过
一群美丽的燕子，这座城就是它们生生
不息的家园，不禁心中默念：燕子留下
来，重庆更美好！

（作者单位：武警重庆总队）

边城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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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燕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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