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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秋色渐起，山林静寂。在重庆江津四
面山中穿行，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直把我送
到路端的“土地神岩”景点。

此处的山林，是被自然打翻了的调色
板，或褐、或黄、或绿……色彩配搭适宜而
不张扬。那些成熟的山果们挂在树梢，也
露出迷人的色彩，引诱着人前往。

眼皮子下，是几户竹篱笆围绕的小院，
是一群正在啄食的鸡们，是一丛丛翠绿的
芭蕉林，是一个个金黄的南瓜……给“土地
神岩”带来了人间的烟火气息。

沟壑中，泉水在石头罅隙间汩汩流淌
着。泉水的源头不知道在哪儿，也不知道
它们究竟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只要遇见林
木和花草，便想要流淌出来，去滋养。它们
然后才汇成溪流，挂成瀑布，积淀成深潭。

水里不知道有没有鱼儿，因为太清澈，
碎银一样在谷底晃动。几只鹅在小石头堆砌
的浅水塘里打盹，很惬意的样子，似乎故意让
飞来飞去的蝴蝶们去羡慕它们的生活。

我有多久没看见蝴蝶了呢？一群自由自
在飞舞的彩蝶。蝴蝶的翅膀是决然不会去触
摸城市的高楼丛林的。溪流之上，崖壁之间，
草间花丛里，蝴蝶们高兴极了，它们扇动着羽
翼，上下左右翻飞，像骄傲的战斗机飞行员。

我欣喜地看着“飞行员”们表演，生怕
它们飞远。恰有缥缈的乐音传来，间杂着
淡淡的草木清香，仿佛隔空离世。

四围如聚，林木翠微。仿佛到了一个

土瓮中间，仰首抬望，山峰并不高耸入云，
林子也并不原始幽深。

此时，山林、溪流、小院、鹅、彩蝶……
土地神岩边，山与水之间，天和地相接，一
切自然而然。

迎面看见一幅赤褐色的石壁画，为中
国丹霞地貌图。其中镌刻的中国地图，立
体生动。“瀑润丹霞 四面画赤壁”几个大
字，彰显着这里的岩画主题。抚摸着“亚洲
第一岩 土地神岩”石碑，那一刻，我不禁
张开双臂，想要拥抱这里的天地入怀。

那一瞬间，幽谷踏空而来，半壁岩画赫
然醒目。

我小心翼翼地站在石碑所处的悬崖上，
试着看了下脚底的万丈深渊，不禁倒抽一口
冷气。幸好有护栏围着。山中小溪流至此，
已无路可走，只好纵身一跃，扑向渊底。

幽谷若有瀑音，便是溪流绝响，已成仙
境天籁，遥似人间不可闻。

但小溪流边裸露出的一大块滩石暴露
了它的秘密。石块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洞
口，像“土地神岩”长出的无数双眼睛，长久
地注视着这里的一切；又像是天地间张开
的一道道嘴唇，似乎总想说出些什么；更像
是四面山裸露出的音符，想要弹奏出一首
最动听的曲子。

原来这些石洞叫锚桩洞和牛鼻眼，开
凿于上世纪50年代，是林区伐木工人用来
转运木材修建索道的基础部。其中锚桩洞
是用来做索道的支架，牛鼻眼是用来固定索

道的钢丝绳。这些简单的器械操作，代替了
繁重的人力运输，大量的木材被运转至山
下，但是森林植被也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为了恢复森林生态系统，1985年，四面山
停止了木材采伐，还绿于民，让居于其中的人
们和山林共命运，栖息这里的珍禽鸟兽和森木
共呼吸。今天，这些留存于瀑顶的坑洞，讲述
着人与自然从一味索取到和谐共存的故事。

《道德经》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土地神岩”边发生的故事，形象
直观地阐释着这一朴素的哲理。千百年来，
小溪流粉身碎骨，把四面山的故事沉到了深
潭，又让泉水带到了远方。阳光、雨露、山风
等又把故事熔炼成艺术作品，以岩画的形
式，垂挂于绝壁之上，任世人观瞻和评说。

看那护栏与岩画之间，是隔空的山谷，
深不可测。仿佛有一股巨大而神秘的力
量，牵扯着人的思想和情感，一心只想要看
对面的山崖，去欣赏那一壁精彩的图画。
那仿佛是一本打开的画册，呈现在天和地
中间，考量着人的认知和美感；又或者是一
首朦胧而又抽象的诗篇，等待着懂它的人
去吟诵和亲近。

我闭上眼睛，人家、院落、泉流、瀑布
……如玉般温润着我的心灵。我睁开双
眼，发现心已经和它们贴在了一起。我的
眼睛刹那间明亮无比，一幅幅生动而立体
的画图，在我的眼底展开、升华。

岩壁上，一层层堆积而起、错落有致又
散发着书卷气的，是万卷书。那书的故事

实在是太浪漫和精彩了，如果没有与之匹
配的画来彰显，似乎是天地的过失。于是，
在万卷书的西南角，又开了一个大溶洞，毗
邻五指山。五指山压住水帘洞，孙猴子横
空出世，正在绝壁上翻着筋斗云。云之中，
是慈眉善目的观音娘娘，正牵着牛魔王和
猪八戒，点化他们悟道成佛。

宇宙洪荒，沧海桑田。那边，一对彩蝶
翩翩而来，演绎着中国最古老最浪漫的爱
情故事：羽化成蝶！这边，一个母亲脱离了
神话的虚幻，正以生命的苦痛和尊贵，迎接
着又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人世轮回，天亦有情。
从边疆到大海，从草原到高山，画面无

不瑰丽奇绝。看，海上千帆竞发，一头巨鲸
已经游出了水面；大漠深处，驼铃声声，海市
蜃楼出现了，阿凡提骑着毛驴也过来了；蜀
道上，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从自然到人文；从古代到今天……致
虚极，守静笃。其时周围渺无一人，承蒙于
天地造化。就在我转身要离开时，来了一
车旅游者，他们瞬间围满了护栏。“我什么
也没有看到呀！”眺望对面的岩画，一个男
人大声惊叫起来。

转过石碑，侧身攀援，我想要触摸对面
的崖壁，一探究竟。山腰中，石梯栈道相勾
连，如入仙境。苔藓下，泉水暗涌，一位太
婆正接来饮用。岩石罅隙中，竖立着无数
的小树枝，是人们祈福用的。正当我走到
绝壁的那一边时，栈道却突然断了。

还是不要去惊扰那些岩画中的故事和
人物吧！

但在那一刻，山谷前方却赫然开朗，天
清地明；对面的瀑布也随风而舞，如练如
绸。山谷若有乐音传来，我不禁屏息静心，
深深叩拜：天、地、山林……

（作者单位：四川南充市文化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

小雪已至，季节交替，岁月周而复始着
春夏秋冬！

站在季节的路口，拈一片飘雪的薄寒，作
别远去的秋天，描摹出素静淡雅的冬天。冬天
带着冰清玉雕的纯粹，婉约成清简的诗篇！岁
月沧桑的流年在心灵的阡陌上赴约冬天！

我虽然生长在绿草茵茵、烟雨濛濛的江
南，却喜欢北方银装素裹、白雪皑皑的冬天！

之所以喜欢北方，是因为她是我的第
二个故乡，我最美的青春年华都是在北方
度过。作为原青藏兵站部的一名高原军
人，我先后在青海的格尔木、昆仑山、唐古
拉山，西藏的拉萨、当雄、堆龙德庆，陕西西
安、吉林长春和首都北京服役，十八年的军
旅生涯中，我看惯了冰天雪地、凌霄严寒的
北国风光，吃惯了北方的面食，听惯了西北
的信天游和东北的二人转……也是在这十
八个春秋岁月中收获了甜蜜的爱情并拥有
了温馨的家。北方的人文风情已深深的定
格在心灵深处，我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
价值取向和行为举止也因此深深融入了这
片壮美辽阔的北疆之土，我人生的旅程碑
上镌刻下了今生永不泯灭的美好回忆。

我喜欢北方的冬天。从头年的十月一
直延伸到来年的五月，长时间的冬日恋歌，
总会在我的心灵深处升起一轮暖阳。这样
的冬天，让我随漫长的冬日一起冷静的思
考人生、磨砺意志、锻打淬炼品质、书写天
地人间、世间百态、人生无常与冷暖。

一年中的四个季节，都各有使命与芳
菲。春把沉寂的大地唤醒，春有春的盎然
芬芳；夏把大地清润和烘烤，夏有夏的炽热
执着；秋把孕育与播种收获，秋有秋的丰硕
沉甸；冬把大地涤荡晶莹，冬有冬的豁达飘
逸。可是，一年四季，我最喜欢的还是冬
季。冬天虽没有五颜六色，缤彩纷呈的娇
美，但它在我的眼里，冬是一幅雪映红梅，
是一幅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水墨丹青！

我喜欢北方的冬天。在我的画里，春
天是明快亮丽的水彩画，夏天是浓墨重彩
的水墨画，秋天是厚实凝重的油画，可是我

却偏爱冬天那线条简约，色彩涂抹纯净，格
调祥和宁静，布局空旷留白，韵味萧条沧
桑，写意浅显而又素净的版画。

我喜欢北方的冬天。在我的诗里，冬
是一首隽永洁白的素笺，那飞舞的雪绒花
就是我的多梦的青春芳华；冬天是一首意
境深邃的哲理诗，寒冷的冬天告诉我：冬天
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在寒冷的冬天，
更能让我们紧紧拥抱，没有距离。同时，也
让我们更加珍惜温暖深情的拥抱。若能用
执念真心，书写一个诗意绵绵的落款，岂不
是一抹冬意韵足的渲染，一页沧桑厚重的诗
篇，让这首诗充满唐风宋雨，楼兰蜜语，以梦
为马，不负韶华，生机灵动，丰韵悠长，呈现
出绚烂之极最终归于平淡的朴素简约之
韵。因为最走心入魂的诗，不在于清丽的
词，不在于旋律灵动的曲，而在于心心念念
的真性情、大格局与阳春白雪的晶莹剔透。

我深爱北方的冬天。在我的心里，冬
天就是人生最华彩的转身，也是一种凤凰
涅槃和浴火重生，也是一种往后余生就是
灵魂的蝶变。说到底，冬天是我内心最格
物致知的壮美风景，它到最终都会由繁华
喧嚣回归到春色满园，万紫千红，淡到素白
无色，静到无语无声，简到干净无痕。简单
就是心灵的丰盈，原色就是生命的本色。
活出本色，才是我们平凡人生的大道至
简。我们应该如冬日的雪一样飘洒自如，
无论高低、平坦与沟壑、草原、田野，平等地
用素洁的心去深情相拥；我们应该像冬日
的寒冰一样，不卑不亢，把世间的炎凉冻
结，让它从里到外接受灵魂的洗礼，接受阳
光的沐浴，幻化成春雨，滋润万物，达到上
善若水的境界，实现固态向液态和气态的

转化，达到生生不息的状态。
时光它永远不停留，把那年华都带

走。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我深知，季
节的每一次交替，宛如生命中的每一场经
历，都必须经过冬天的磨砺与洗礼。冬天是
一段岁月的真情描摹，一阕故事的虔诚记
录。因此，尽管风的走向改变了季节的温度
与气息，雪的厚爱却被掩盖了尘世的张扬，
但生命里也有许多温暖的记忆，比如一瓣夏
花，一片秋日落叶，被融进光阴的素笺，纵然
也会泛黄，但依然是内心最好的珍藏，最上
品的厚礼。何况还有一片飘舞的雪晕染，一
朵绽放的梅花点缀，梅自清香优雅，雪自多
情纯粹，让人觉得，尽管不能改变这幅画的
苍白和简略，但至少可以用心去补一个深情
诗意的落款，添一些温柔，增一些丰盈。
从而让更多的人明白，时光真的不能辜负，
生命真的不可虚度，最好珍惜相待，善自珍
重。这与其说是为美丽的季节转换落款，不
如说是为人的心灵素净落款。唯有此时，我
们的心绪会随季节变得淡泊明志，灵魂与信
仰趋向宁静的星空致远，你我都是画中之
人，谁也躲不过自然规律的使然。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没有道骨
仙风，也不敢风花雪月。始终觉得，简简单
单，清清浅浅，平平安安，淡淡然然，才是时
光的本意，岁月的本色，生命的真谛，人生
的境界。如若你赋予光阴浓郁厚重的诗
意，光阴就会回报你姹紫嫣红的美景。

如若期望被岁月温情以待，我们一定
要与岁月真情相伴，随时光而行，愿你的心
随季节一样脉动和徜徉。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
志愿者联合会副会长）

冬日抒怀
雷学刚 我就是那个，全身充满着

苦甜味，开一身苦荞花的人
在高寒低洼地带，我没有
一丝矫情，平静而安详
我的祖国就是我的家乡

在渝东南，在武陵山腹地
在清浅而平静的乌江河边
我低调而富有涵养
那黯红的芬芳，是我对家乡
绝妙的抒情，一只金黄的蜜蜂
乘坐阳光飞来，今生今世
我的生活就完美幸福

我的乳名叫后坪，我必须在
冬天来临之前，进入果实
进入祖国的粮仓

苦荞
这些用花香和果实
书写执著的人，我无法
把他们推向蓝天

他们一辈子扎根大山
粉红的花瓣从不哀哀怨怨
生活本来就这么艰辛
我抚摸他们，如同
抚摸我们自己

苦荞花连成一片，春天翠绿
秋天就一粒一粒地饱满起来

我们的家乡，苦荞每年要
生长两季，每一季都有一个
沉甸甸的希冀
(作者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

会员、酉阳后坪中心校教师)

苦荞花(外一首)
崔荣德

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迁徙时节
匆忙向前，不知太阳升到什么地方
不知景色又是什么颜色
来不及对视，来不及言语
只留下背影，但你大致可以猜到
他会在哪里停下

一群人向同一方向望
好像多看一眼，就真的来了
阿姨聊着养生与变美，儿媳和家常
男人们停下塞满包子的嘴
审视自己的西装或打量一个姑娘

姑娘腾出一个手捂住裙摆
来不及多看一眼，车真的来了
今天，明天，重复又新鲜
甚至不等你回味，又是新的一天
（作者简介：原名谭丽琴，润叶书友

会创始人，著有诗集《杨叶》）

等车的人
润叶

问道“土地神岩”
邹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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