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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南岸起风景”这句话是重庆南岸区推
出的一句广告词。年初出现在南岸的重要
景区和路边，是用几种颜色的花卉拼组而
成，显得生机勃勃而有灵气。我最早住在
南岸后堡，现住在茶园融创。我对南岸有
一种住久生情产生的自豪与关切。当初
看到“南岸起风景”这几个字，并未完全理
解，后来认真琢磨品味，方觉余音绕梁，回
味无穷！

南岸的风景起于水。长江之南，南山
山脉连绵逶迤，临江屹立，一条大江在脚下
奔流不息。千百年来，波涛汹涌，惊涛拍
岸，江鸥飞舞，渔歌唱晚。海棠溪缥渺的
烟雨，龙门浩高挂的圆月，让多少文人墨
客诗兴大发，笔下生花，写出多少讴歌南
岸山水的锦绣文章！如今，南滨路上，一幢
幢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密集雄伟，富丽堂
皇。一到夜晚，车水马龙，各种颜色的霓虹
灯欢快闪烁，五彩缤纷，映红了江水，繁华
了整个江南。

南岸的风景孕育山。南山，雄踞重庆
四大名山之首，有“山城肺叶”之美誉。山
上有花。尤以腊梅著名，每当新春临近，南
山腊梅竞相开放，争奇斗艳。一枝枝扎捆
的腊梅，经小贩之手，把芬芳和欣喜带给千
家万户。山上有卉。尤以兰草为最，历史
悠久的兰花公园内，各种兰草亭亭玉立，四
季幽香。蝴蝶兰、君子兰、吊兰、丝兰、建
兰、蕙兰、墨兰、春兰、寒兰、翡翠兰等，不胜
枚举！山上有西南最大的室内植物园。园

内各种珍稀植物应有尽有，让人目不暇接，
更让人惊叹不已！山上有一棵树。不大也
不高，极其普通，但名气响当当。它就是立
于观景台内的地标树——一棵树。每当夜
晚降临，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们
纷至沓来，饱览山城辉煌如银河般璀璨的
灯海。山上有庙。涂山寺、老君洞，立于山
巅，悬于山腰，玉宇琼阁，红墙绿瓦，飞檐翘
角，雄伟庄严，古树参天，香火袅袅。庙宇
之内，尊武祖师、真武大帝、太上老君，高擎
法器，保佑一方沃土，福泽一方子民。山上
有文物。全国保存最完好的抗战遗迹群就
在南山。寻访于此，你会感受到这座山的
伟岸与厚重！当晴空万里，从飞机上俯瞰
整个南山，映入眼帘特别耀目的是一座屹
立于南山之巅的金光闪闪的大金鹰雕塑！

“挟力千钧，待发一瞬，俯仰天下气韵”，如
果说，著名作家黄济人当时写“大金鹰赋”
是描绘重庆直辖时的态势，那么，今天南山
上的这只大金鹰已经带着整个南岸，腾空
而起，遨翔蓝天。

南岸的风景缘于路。一条有800年悠

久历史的路，一条被誉为“重庆的丝绸之
路”。这条路，现在每天沿着它登山的人，
少则几百人，多则上万人。这条路，一年四
季花常开，春常在。春夏，鸟语花香，浓荫
蔽日。秋冬，遍地落叶金黄，满山雪花飞
舞。道路两旁百年以上的黄葛树比比皆
是，随处可见，郁郁葱葱，虬根深扎。这条
路，始建于唐朝，盛于明、清，是马帮、盐帮
等入黔、入滇、入缅的重要通道。这条路，
始于上新街的敦厚社区公园，另一个入口
是海棠溪，这也是川黔盐茶古道的起始之
地，终于僧官寺。这条路，两旁有茶亭、酒
馆、客栈，有李奎安故居，三毛故居，邮政总
局旧址。周边的老君洞，王陵基旧宅，德国
大使馆旧址，于佑任别墅，孔二小姐别墅，
文峰塔等，也被这条路全部串起来了！

这条路的大名叫：黄葛古道！
南岸的风景兴于食。早在改革开放初

期，风靡重庆的三大火锅：猪圈、桥头、三五，
南岸就占其二。后来“泉水鸡一条街”名扬
天下！现在，南岸的火锅一条街形成了响当
当的大品牌。枇杷园，鲜龙井，巴倒烫，大队

长，金桂园，老厂，古月泉水，农村田园火锅
等，异彩纷呈，各具特色。每当华灯初放，南
岸的火锅一条街热闹非凡，本地的居民，外
地的游客，世界各国的友人，纷纷慕名而
至。他们举杯把盏，猜拳行令，场景之壮观，
规模之宏大，氛围之热烈，你若置身其中必
定会激情澎湃，热血沸腾！此外，还有久负
盛名的南滨路美食一条街！最近开放的重
庆主城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历史文化最悠
久的龙门浩老街，还有由“一街两埠四院十
景”组成的弹子石老街，里面传统美食之丰
富，可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正是：吃在重庆，美味在南岸。
南岸的风景美在心。南岸的自然风景

实在太多，随便举一例都是唯一。像过江
观光索道，重庆最早建飞机场的广阳岛，外
国大使馆旧址群，等等。其实，南岸真正的
风景，是珍藏在人们心底的那份惬意和自
信！而这份惬意和自信，就表现在登山锻
练者们铿锵的脚步里；就表现在老大爷躺
在凉椅手挥老蒲扇品茗的茶杯中；就表现
在广场上大妈们跳坝坝舞的舞曲里；就表
现在清晨校园里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之
中；就表现在像南山一样筑起坚强屏障拱
卫山城和百姓平安的警徽里；就表现在规
划未来宏图决策者们手握的红色铅笔上；
就表现在围着“天下第一大火锅”畅快淋漓
高举的酒杯中！

南岸起风景，风光无限好！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南岸起风景
陈益

高速公路简称高速路，是指专供汽车高
速行驶的公路。作为一个开车十几年的重庆
人，我竟然从来没有关注过给我们出行带来
极大便利的高速路是怎么来的，既不知道中
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是1988年建成的沪嘉高
速，也不知道重庆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是1995
年建成的成渝高速。

仿佛它就那么自动地出现在眼前，天经
地义般，理所当然似的，它在，我便开，从来不
去想它是怎么建成的。

最近去了一趟城口，有缘看到了正在修
建中的城开高速公路，带给我极大的震撼，没
想到修路这么难！没想到修路这么贵！

城口地处大巴山深处，是离重庆主城十
分偏远的一个县城，是国家级重点贫困县。
落后的交通成为其脱贫的最大障碍，也是唯
一没有高速连通重庆主城的区县。如今，这
块难啃的硬骨头终于要被拿下了。

修路难，是因为其境内峰峦重叠，沟壑纵
横，地形复杂，有些地方的桥隧比达到了百分
之九十几。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本没有地方来
修路，全是穿山的隧道和架在河流之上与群
山之间的桥梁。

修建时没有落脚的地方，还得先搭建一
座或数座临时便桥或修建一条或数条临时便
道，才能把建造时需要用到的机器运往。

这个过程难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标段
修了两年的便道，竟然都还没有到达需要正
式施工的地方！

而便道便桥的造价也十分高昂，用完后
还得拆除。

以前在重庆开车，每次穿过一个个长长
的隧道时，我都有一种自豪之感，特别是有外
地朋友一起时，总是对他们说：看，你们那里
没有这么多这么长的隧道吧！

这次看到城开高速正在建一条特长隧
道，是重庆最长的公路隧道，长达11.5公里。

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平时经常开的
双碑隧道，已经觉得它挺长的了，也只有四点
几公里，这个特长隧道是它的将近三倍。

在修建的洞口，我看到离洞口的山并不
是很高，还傻乎乎地心想：这么点高为什么不
把它截断？

结果看到旁边的施工图，才发现在洞口
的后面，是连绵不绝的雪宝山，一座高过一座
的山头，要打穿这么长的山体，光是想一想都
让人感到艰难。

打隧道有很多危险：瓦斯、溶洞、岩爆，虽
然现代高科技的技术和设备可以事先预测，
专业应对，把危险降到最低，但仍然是一项有
风险的工作。

古人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看了城开
高速公路的修建，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改成：修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而鲁迅那句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
多了，也便成了路。我觉得也可以改成：世上
本没有路，有人修路，才有了路。

对于城开高速公路来说，永远都不可能
因为走的人多了，就变成了路，因为它原本就
是建在空中，建在大山中，建在那些人永远不
能去到的地方，根本无法把它踩成路。

说什么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不，它不是自动出现在脚下的，它是在建设

者的手上，是在一张张图纸中，是多少建设者背
井离乡，日夜奋战才成就的，是一滴滴汗水汇成
的，是多少人的智慧才能让天堑变通途。

高速带你去远方，高速带你奔小康，高速
让你回故乡，高速在你的四面八方。

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高速扑面来，天涯
变成咫尺，风驰电掣中，家近了，父母的笑脸
就在眼前，妻儿的期盼触手可及，再也不会有

“山路难行日易斜”“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
知？”再也不会感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
路，今安在？”

而今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位居全球第
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也达三千多公
里。有路必有福，有路必有胜，身为中国人，
身为重庆人，自豪感在心中油然而升。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高速带你去远方
谭竹

阳光很美，月色很美，冰冷的裸山很美
清新的空气有许多种味道
枯老的树梢，荡漾着金光闪闪的波纹
没有人会妒忌风的四处免费旅行

旷野很美，庄稼很美，宁静中的生长很美
聋子也能听见，一株草正用力粉刷绿意
流动的溪水，用的是另一种结绳记事
旋转的漩涡，能标记岁月和里程

村庄很美，院坝很美，缺少牙齿的老人
很美

他们远比井水纯朴，澄净，冬暖夏爽
散步或假寐的狗，和城里的同类相比
显得更加友好，热情，甚至近于缠人

野路很美，石桥很美，生长的荒草很美
一些人走过的脚印，正被蚂蚁或昆虫

所惊讶
走过这些路，走过这些桥
每个人都能回到家乡，心情真美

乡下很美，一切很美
无论以怎样的姿态留在这里
心都会被美传染
总希望在此结庐，伴水而居

村小的风
风从远处吹来，赛过运动员的冲刺
顺着两边高山围好的路线
离目的地越近，速度就越猛烈

村小老师和风声相伴
不同年级的五个学生，早已放学回家
趁着黄昏最后的光线
他在菜地里忙碌，筹备着明天孩子们

的午餐
他的笑容，就跟风一样
吹走了身上的尘埃，吹走了内心的抑郁

风依然在吹，他总是笑着
笑容就像风一样
衰老也被吹得无影无踪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乡下很美
（外一首）

谭岷江

春天抬着一砖一砖的明媚阳光
从我家门前缓缓走过
走一路丢一路

小鸟站在阳光上跳过来蹦过去
呼唤我孩时的乳名
桃花李花柑桔花
邀请蜜蜂来春游
不收过路费不收门票
我的童年也混入其中

混入其中的童年
跟着太阳奔跑
不知不觉 就被融化了

我和药房
一张高考录取通知书
将我的青春介绍给你们——
阿斯匹林 硝苯地平
甲巯咪唑 氯唑沙宗……

你们这个活泼可爱的大家族
数千位兄弟姐妹簇拥着我
我用了整整四年时光
才把你们的性格和名字牢牢记住

我在药房昼夜穿梭
普萘洛尔教会我遇事冷静
丁螺环酮教会我换位思考
多柔吡星教会我逆境坚强
肾上腺教会我们刚直不阿

我在发药台上呼唤你们的名字
你们五颜六色的药理作用
渐渐把我滋养成熟……

（作者单位：合川区人民医院）

阳光从家门前走过
（外一首）

蒙建

诗 / 绪 / 纷 / 飞

美/ 丽/ 重/ 庆

▲在建的城开高速公路（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