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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在黔江北部，有一个四面群山环抱，一
条清幽幽的小河依山流淌，云雾缭绕的孤峰
秀峦耸峙对列，形成极为清幽静谧的世外桃
源，这就是土家十三寨。

今年夏天，有幸领略了土家十三寨的民
俗文化魅力。土家十三寨之旅，是从一首山
歌开始的。去往土家十三寨的路上，在手机
上看见了一首《幺妹家住十三寨》的山歌抖
音视频，一位身着土家族传统服饰的甜美女
孩在深情地演唱，歌中唱到“幺妹我住在十
三寨，隔山那个隔水又隔崖，土家那个喜鹊
喳喳叫啊，蝴蝶双双落花台。”她的声音清丽
高亢，把土家族女孩明艳欢快俏皮的神情表
现得淋漓尽致。

还沉浸在甜美歌声里，我们乘坐的车子
就驶进了土家十三寨。

土家十三寨，就是由十三个寨子组成
的，分散坐落在绵延而去的山谷里，有好
几公里长，山谷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女儿
谷。土家十三寨，也被叫做女儿谷十三
寨。这里以女人为尊，崇拜巴清娘娘，巴
清娘娘是秦朝的女富商，就出生在女儿谷
里，她富甲一方，捐巨资助军和修建长
城，得到秦始皇的敬重和封赏，为其筑

“怀清台”，封为“贞妇”。女儿谷里，立有
她的塑像，被奉为女神。至今十三寨还有
尊女遗风，十三寨的总寨主，历来与男人
无关，都是由女人担当的。

土家十三寨，生活着二百多户近千名的
土家族人。原始的土家吊脚楼民居，原生态
的生产生活方式，原味的土家民俗风情，自
然的山水风光，简朴的农耕田园景态，集土
家建筑文化、农耕文化、民族文化于一体，沉
淀深厚，叹为观止。

在女儿谷里，板夹溪水潺潺流淌，竹树
掩映着一座又一座寨子，学堂寨、熊家寨、
女儿寨、摆手寨等等，独特的土家吊脚楼，
别具一格的民风民俗，秀美的田园山水风
光，像一卷灵动的水墨画铺展在我的眼前，
应接不暇。

我们一行在何家寨住了下来，房东是一
位热情的老大姐，姓田。她安顿好我们后，

就去张罗晚饭，说我们一路旅途劳
累了，要做一顿好吃的犒劳我们。
说话那语气，就像一家人似的。我们
听着，不陌生，还觉亲切。

何家寨是土家十三寨其中的一个寨子，
也是十三寨的核心景区，土家民族特色的木
楼依山而建，高高低低，错落有致，一条公路
沿寨子边上延伸而去，像白色飘带系在寨子
腰上，形成悦目景色。这里现有民居十一
栋，十六户人家，近百人口，人人会唱山歌，
是女儿谷十三寨土家族山歌的发源地。中
央电视台多次到此拍摄专题片，也有影视剧
在此拍摄。来到这里，就想，既是核心景区，
就该有核心景区的价值。寻寻去，能让我信
服么？

站在田大姐吊脚楼的回廊望出去，对面
山坡上五个硕大的字闯进眼里：山歌发源
地。在那几个大字下面，有一广场，整洁，宽
敞，临空的绳索上，系满了各种色泽的小彩
旗，山风拂来，随风起舞，就像婀娜多姿的土
家族姑娘在跳摆手舞。

广场两侧修建有壮观的建筑物，外形颇
似风雨廊桥，有上下两层，两处建筑物面对
广场的正中心楼上各悬挂一个匾额，这边
是：卡普姨妹，那边是：木叶情哥。土家族姑
娘告诉我，每逢山歌对唱时，姑娘们就站在

“卡普姨妹”楼这边，小伙子们就站在“木叶
情哥”楼那边，这边唱，那边和，一唱就是大
半天，场景热闹。

在这廊桥似的楼里，大红锣鼓静静地卧
着，期待着下一场土家族山歌的唱响；回廊
里，楼道旁，挂着形状各异的匾，土家族山歌
的歌词跃然匾上，单看歌名，人就醉了：《送
郎调》《王家二姑娘》《敬酒歌》《送客歌》等
等；一处匾上，诠释了土家山歌的内涵：土家
山歌最早起源于劳动，是劳动节奏、艺术韵
律与声音完美结合的再现。它反映了土家
人苦中作乐、打情骂俏、谈情说爱、热情好客
的生活情景。

在何家寨转悠，田大姐家后侧的那栋木
楼引起我的注意。虽也是一楼一底的吊脚
楼，但在二楼的中间和两侧都悬挂着一些文

字，表明了此楼的身份就是与其他的木楼
不一样。中间一木柱上三个字很是醒目：
忠孝堂。这三字是有分量的，当是议事或
拜祭之所吧；正思忖，左边的一串字进入视
线：十三寨寨主房。哦，原来是十三寨总寨

主覃诚芳的闺房。右边一匾额上写着：
侯天明的家。

走进侯天明的家，才知道侯天明
跟何家寨以及这栋木屋的关系。
《侯天明的梦》是一部电视连续剧的
名字，由中央电视台和重庆广电集团

等单位联合拍摄，该剧通过黔江农民
侯天明在家乡和北京职场打拼的经历，讲

述了在一段特殊历史时期两代农民工两代
留守儿童追寻“中国梦”的故事。这部剧的
若干场景都是在此拍摄的，主人公侯天明的
家就设置在此，室内有剧照和简介，供游人
浏览。

我更关注的还是十三寨总寨主的寨主
房。看见十三寨总寨主覃诚芳的照片，不由
一诧，这不就是那个唱《幺妹家住十三寨》的
土家女孩么，原来她就是十三寨的总寨主
呀，这么年轻漂亮，不简单。

隔窗眺望，十三寨总寨主覃诚芳的闺
房面积不大，但室内的陈设讲究，全是老
古董。一张滴水床，床的前上方有冠状雕
花，如女人头饰，床的下方还设有踏脚
板，左右两侧两个类似太师椅的座椅稳稳
地坐着，据介绍，这张滴水床至少用过二
百多年了。

土家十三寨的总寨主是通过唱山歌选
拔出来的。几年前，覃诚芳凭借一副好嗓
音，在黔江全国首届最美寨主大会上，被选
为土家十三寨总寨主。她成了十三寨的文
化带领人，对内协调村寨关系，组织村寨活
动，对外负责推广和宣传土家文化。

房东田大姐，本名田桂香。我与何
家寨的土家姑娘交谈中得知田大姐不仅
山歌唱得好，而且还是黔江唯一的一位
市级非遗山歌传人。吃惊不小，同时也
甚感荣幸。

田大姐知道我们晓得她的非遗山歌传
人身份后，淡淡一笑说，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并说，如果你们喜欢，晚饭后可以唱几首山
歌给你们听。

晚饭后，就在田大姐的客厅里，田大姐
为我们演唱了土家族的山歌。原汁原味的
土家山歌《王家二姑娘》《表妹歌》《月亮出来
亮堂堂》等，被田大姐演绎得声情并茂，清亮
高亢的山歌，回荡在何家寨子里，听得我们
如痴如醉！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今日大雪
华万里

1

今日大雪，但我们这里没有雪

只有梅花开过深夜

一觉醒来，梦中的坏事情

全都烟消云散

2

大太阳出来啦

我们跑到草坪，映着爱恋的小枝条

抱紧闪光的小记忆

把自己的火焰弄响，仿佛传说毕剥

四溅起鸟鸣的细蕊

3

躺在草坪上，我们与欢乐对拼

挨着面庞，贪婪地晒

这时光美好

蓝天空，金光线，红麝香，紫幻觉，白玉未

一齐在身上

缓缓做梦，细细抖颤

4

此时不需要丹青引

但听雪落箜篌，弦音素静

我们相约

去纸上享受颜色，卧成另外的青山

领略千古雪

5

我还是个未用玫瑰汁填满的人

一心向雪

雪里雪外我都带着水，哐当哐当地震荡

藏着几样爱的乐器

直至成冰

但那不是我的冷泪

6

风的指甲带尖针

但她不用暴雪击打我的前胸

只将我变成灵魂

带锦绣的那类——曾经用满满一夜冰雪

今日用的是春风

在这可以冻死诗句的隆冬

7

我们翻身而起

成为一对鹿子，在雪地上飞奔

蹄印如梅花

五瓣狂喜留痕，于洞箫中雪的追赶

一路心跳，不再如谜

8

今日大雪，但我们并不寒冷

待到梅花还未

红如灰烬，我停住了小跑

转身回首

送她一个微笑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诗/ 绪/ 纷/ 飞

土家十三寨
罗光毅

换人换茶，这是人生经常要面对的问
题，经常有人抱怨。在我看来，人走茶就应
该凉。

看看那些抱怨人走茶凉的人吧，大多是
在一个团队一个单位管点事的，以前有资
源，大家围着他转，时间一久，很容易就误以
为自己能力强，有魅力，茶凉了与其说是看
到了人情冷暖，不如说此时才烛照到真实的
自己。感叹人走茶凉，潜台词往往是说话不
管用了，有怨妇之嫌。何必呢？却不知，普
通人可能茶一直都是凉的，甚至根本就没人
帮他们泡茶，他们怎么不感叹人走茶凉？

人走茶凉就如同春夏秋冬更替，白昼黑
夜换岗，是自然规律，适时放手、学会转身，
既是成熟、淡定的应有之义，也是一个团队、
单位新陈代谢的需要。如果人退了还惦记
着自己的影响，说小了是不知进退，说大了，

是干扰正常的工作，是没有格局。当然，如
果人走了，茶还不凉，有可能是处事处得好，
干出了口碑和业绩，尽管你已经“没用”了，
大家还是念着你的好，如果是这样，那就另
当别论了。

有些人从岗位上退下来就不知道干什
么了，一方面可能早习惯了忙碌，另一方面，
也不排除很多人都没有自己的业余爱好，习
惯不了没有掌声和鲜花的孤独。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却总爱多愁善感，
和心心念念的人分手后，见不得别人有新的
生活。于是乎很文明地感叹：人走茶凉！首

先应该肯定这类人，没有过分举动，
最多说几句无伤大雅的话，这是有风
格的。但话说回来，该走的终得走，
该来的自然来，本是很正常的人来人

往，也犯不着弄得大家都不开心。
归根结底，在我看来，人走茶凉还是

与我们内心是否丰盈和平静有关。早晚有
一天，我们都会面对，与其耿耿于怀，不如寻
一杯自己所喜之茶，于悠悠岁月中细细咂摸
品味。有一挚友相陪更好，即使没有也无
妨。我们每个人，面对这些无奈和烦恼，都
要学会释然，学会开启新的生活。圈子就那
么大，精力就那么点，过去了就过去了吧。
人生的因缘际会就是一路相逢，一路告别。

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不要折腾自己和别
人，学会宽容和与世界和解吧！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风/ 过/ 耳

也说人走茶凉
付新民

从这里走向未来
朝阳升腾，两江崛起，在这片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生机

盎然的沃土上，坐落着一所厚重而年轻的学校。说她厚重，
35年的办学历史积淀了浓郁的人文蕴涵，为孩子成长源源
不断的输入养分；说她年轻，2015年9月1日整体迁入新
址，崭新的校园环境绽放着勃勃生机，为孩子的未来播下梦
想的种子。

她就是重庆市渝北区天堡寨小学校！一所让每位孩子
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用未来文化理念为孩子插上翱
翔羽翼的现代小学。

“我们集结在铜锣山下，我们从这里走向未来……”当
欢快的旋律和清脆的童音响起，天堡寨小学校长梁大元总
会不由自主的打着节拍应和着，这首由他牵头主创的校歌

《灿烂在明天》，融汇着学校地域特色、办学理念、殷殷期望
与未来畅想。

事实上，作为一位担任校长13年的资深教育者，校长
梁大元认为：大气高雅的校园文化元素能够濡润师生品格
与心灵，正如校歌可以提振师生精气神一样。走进校园，一
本镌刻着“从这里走向未来”的书卷古色古香；文化石上“梦
想”二字闪耀着智慧光芒；恢弘典雅的楼宇外墙上，生动形
象的图案演绎着缤纷多彩的校园生活；各色花草树木点缀
其间，摇曳生姿；宣传橱窗、文化长廊、楼道书画作品、班级
铭牌等精心设计，宛若一道流淌的文化风景线，潜移默化的
滋养着师生们的核心素养。

与此同时，学校领导班子也在深度思考：如何在文化因

子的濡润下，激发出每位学生的潜能因子？几经探索，校长
梁大元和他的团队发现:未来更需要会学习、会处事、会生
存、会创造的可持续发展人才，而这一需要与“从这里走向
未来”的办学理念不谋而合。

谋定而后动，天堡寨小学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立足校
情、紧贴生情，专心现在、面向未来，积极构建未来教育课程
体系，课堂创新，将探究性学习广泛应用于学科教学中，使
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能力得到极大提升；开
展“拥抱未来”校本系列活动，将艺术、科技、体育等活动融入
其中，一期一个特色主题，搭建“心心飞扬”大、小舞台，让每个
孩子都有彰显自我的舞台；开展多种兴趣小组和小发明、小创
意系列活动，通过兴趣学习与实践探究激发学生内在潜质；设

立创意小新星、创意小明星、创意小达人三级评选制度；提升
学生思辨能力、创新能力和竞争意识；延伸学科内涵，让更多
志趣相投的孩子自修于同一教室，构造相互影响、共享共造的
智慧教育情景；开展“口风琴、诵经典、啦啦操、跳跳绳、小足
球”等系列课程辅助活动，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地培养未来
学生，量身定制立体高效的成长地图。

木铎金声，春华秋实。2015年—2016年在渝北区教
委组织的质量抽测中，天堡寨小学在43所同类学校荣获第
一名，跻身渝北区72所小学前十强；在渝北区课堂器乐比
赛中，口风琴斩获二等奖，集体舞获得二等奖；连续三年荣
获渝北区教育综合督导评估一等奖；学校先后获得中华国
学实验学校、重庆市卫生单位、渝北区示范小学等殊荣。

学生虽然少，梦想不能少。在可容纳近1400名学生
的新校园里，目前仅有近9个班，245名孩子就读，但在校
长梁大元看来，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每个梦想
都有熠熠生辉的力量，学生数量虽少，但梦想一直存在，
而学校就是孩子梦想的护航者，护航他们从这里走向未
来！ 文/毕成义

——重庆市渝北区天堡寨小学校以未来视角办现代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