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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有的故事，尽管随着历史年轮不知转
了多少圈，却也从未湮没。

战国中期，巴国硝烟四起，巴蔓子将军
毅然决然地从东部边境，赶回国都江州，用
三座城池的交换条件，借来楚国兵力。成
功平乱后，巴蔓子自刎头颅，冲抵三城，以
谢楚王。

巴蔓子将军视疆土高于生命、用生命
信守承诺的壮举，感动了楚王，感动了巴国
所有的黎民百姓。为此，楚国在郢都，以上
卿之礼厚葬了他的头颅，巴国将他的身躯，
以国礼葬在了国都江州。

二十多年前，当我游览到忠县石宝寨
时，首先读到了巴蔓子的这个故事。

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石宝寨，传说为
女娲补天所遗的一尊五彩石，故称“石宝”，
后因明末农民首领谭宏起义，据此为寨，

“石宝寨”名便由此而来。
在石宝寨读到的第二个故事是张飞义

释严颜。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巴郡守
将严颜被蜀将张飞擒获。严颜不仅不低头
下跪，还义正辞严道：“巴国自古以来只有
断头的将军，没有投降将军。”他的英雄气
节忠义精神感动了张飞，于是释放了严
颜。严颜后来作为三国时期蜀汉名将黄忠
的副将，跟随出征，屡立战功。文天祥《正
气歌》中，四烈臣之首的严将军，说的就是
严颜。

摆在石宝寨里的第三尊雕塑，是巾帼

英雄秦良玉。千年后，当石柱世袭土司、丈
夫马千乘遇害时，秦良玉将军即代行夫职，
亲率兄弟秦邦屏、秦民屏先后参加抗击清
军、平息奢安之乱等战役，战功显赫，被封
为二品诰命夫人。读她的故事，仿佛见到
了花木兰。怪不得，爱国将领冯玉祥说：

“纪念花木兰，要学秦良玉”。崇祯皇帝曾
作诗赞颂秦良玉“蜀锦征袍手剪成，桃花马
上请长缨。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
里行？”明朝灭亡后，南明王朝追谥秦良玉
为“忠贞侯”。

由忠州知州尹喻创建的石宝寨，寨子
虽然不大，但这里颂扬千古英雄的忠义故
事，四百多年来，一直被川流不息的长江
水日夜吟唱，并载着他们流向大海，流向
远方。

来到石宝寨，读罢传颂的三个故事，我
算是有些明白了指点江山的皇帝钦敕临江
县为忠州的缘故。

为感念巴蔓子和严颜二将军“地边巴
徼、意怀忠信”，唐贞观八年（公元635年）,

唐太宗李世民即赐此地为忠州。历史几经
演进，至今，以“忠”字命名的行政州县，再
无二例。

也许是唐太宗的钦敕，唐时的陆贽、李
吉甫、白居易、刘晏“四贤”都曾先后赴忠州
做过官，他们没有辜负唐太宗的赐名，在忠
州默默传授着“忠”的文化，在那践行“忠”
的信念。千年后，秦良玉又用行动为“忠”
字增添了一道闪亮的金光。

从巴蔓子“刎首留城”，严颜不下跪“做
投降将军”，到秦良玉一生效命疆场。这些
义薄云天的忠义气节,这跨越千年的“忠”
的故事，真让人荡气回肠，展示出的“忠”的
精神、“忠”的力量和“忠”的不朽，更让万世
敬仰。

曾子说:“忠者,德之正也。”东汉经学
家马融在其专著《忠经》开篇里也论道：

“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乎
忠。”忠诚，自古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
传统美德，历代先贤、志士仁人无不以他
们光昭日月的壮举诠释着忠诚。西汉的

苏武出使匈奴，被囚北海19年，仍心向大
汉，不辱使命；西蜀丞相诸葛亮“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名相范仲淹“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南宋抗金名将岳
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皆
莫不如此。石宝寨颂扬三忠杰的忠肝义
胆，也无疑为赓续传承中华民族忠诚美德
增添了新的光采。

忠，乃存心居中，是价值理念，是道德
操守，是做人处事之本。忠于职守、忠于家
庭是“忠”，为人恳切厚道、尽心竭力做事也
是“忠”。已是“江中盆景”的石宝寨，已然
成为一张享誉于世的“忠”字名片，吸引着
四面八方慕“忠”而来的人们。他们在饱览
了“忠”字文化之后，总不忘要去打卡，盖上
一记鲜红的“玉玺”，以把“忠”字印在纸上，
留在心中，刻在漫漫的人生之旅中。

（作者单位：重庆市经信委）

感悟石宝寨
艾万忠

这是一个明媚的冬日。太阳终于露出
她的笑脸，我们的心情也明媚起来。不负
阳光，呼朋唤友，结伴徒步白龙湖。

阳光裹挟着晨雾，妙曼柔和，光芒里充
盈着温暖的情愫，暖意自心底浅浅地长出，
欢声笑语中，我们到达白龙湖。美景靓色
催开了笑颜，还有笑声。笑声惊醒沉睡中
的白龙湖，给这静谧的水美人，带来温柔、
妩媚和动感的生机。

冬日的白龙湖格外宁静，充满诗情画
意。她静静地躺在群山环抱中，墨绿色湖
面的水波在微风的轻拂下，在阳光的照射
下，变幻着奇妙的波纹，五彩斑斓，犹如一
位婀娜多姿舞动的少女，妩媚得让人心
醉。白龙湖，更像一位温柔的母亲，将群山
倒影这些秀丽的儿女轻轻揽入怀中，默默
地陪伴着他们，给她们滋润、给她们靓色、
给她们慈爱。湖水本无色，可四季变化着，
她任由儿女们将自己的心思在母亲的心窝
里荡漾，润色成五彩斑斓、给她们人生以多
姿多彩。

我们沿着湖边漫步，谈笑风生，瑟瑟寒

风，却挡不住那份真情的弥漫，
挡不住对生命的热爱，挡不住
对美的寻觅。

到处都是美，只要你有欣赏
的眼光！山峦与树林连绵起伏，
层层叠叠。四周有黑色、墨绿、苍
绿、翠绿，也有点缀其间的黄色、红色，
不至于让冷冷的冬天只有冷色。这些斑驳
绚丽的色彩，让我的眼睛一亮，心灵一震，
大自然多么像我们的人生啊！即使在人生
最灰暗的寒冬季节，我们依然会找到生命
的暖色，它会照亮前行的路。我脑海里不
断冒出“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

最让我喜欢的还是这依稀成片的红

叶，她是暖色的精灵。白龙湖的红叶没有
那种色彩斑斓，层林尽染的气势，更没有如
火如荼，一大片一大片在秋风中蹁跹起舞，
婀娜多姿的倩影。它只是偶然出现在我们
面前，静静地看红叶，竟是那样的欢喜、惊
叹！小小的红叶，生命的精灵，在寒风中，

随风颤抖，让人无端生出爱怜，美得
让人爱不转眼，让人心疼。久久地
看着她，我会感到深冬的壮观，寒
风的悲烈，犹如大自然的宣言，那
是一个轮回的结束，树叶的涅槃，
灵魂的净化，更是新生到来之前的

阵痛。这大概就是我喜欢红叶的缘
故吧，用红色温暖着即将的凋零，用自

己最后的努力，孕育着来年的新生，这正是
红叶的瑰丽所在。

流连在这幽静的小径上，徜徉在这深
冬的岁月中，世间多少冷暖，多少尘世烦
恼，多少爱恨情愁早已融入这静谧的境界
中。这冬日的暖色，让心灵的行囊更轻松，
让前行的勇气更坚定。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旅游发展委员会）

冬日暖色
宋六梅

“下雪了，好大雪啊！”清晨，睡梦中的
我被孩子们清脆的嘻笑声吵醒，穿戴好后
推开窗户一看，嚯！满眼亮白，终于下大雪
了！随即沏杯薄茶，眯着眼站在窗前仔细
品嚼这一年一度老天恩赐的水墨画卷。

一眼望去，田间地头被大雪覆盖得不
留一丝杂色，只有山川树木的轮廓，留
在这素描底稿一般的天地中，把整
个眼帘中的景物都映亮了。不知
不觉移步出屋到了旷野中，深呼吸
一口这幽冷清灵的气息，带着相机
慢慢欣赏起这片天地。

那么熟悉的地方，已经变得不
再认识，仿佛融入了童话世界，仙境一
般。数不清的雪花零零落落，悠扬缤纷，

“云之君兮纷纷而下来”，宛如千万个跳着
芭蕾的“小天鹅姑娘”演绎着美妙翩跹的舞
姿从天而降，去迎接寒冬的肃然。

雪越下越大，在这迷迷蒙蒙的银白交
辉中，已分不清是天上飘下的，还是地头扬
起的。仰望苍穹，思绪已飞随往事依稀进
入那神思之中……

老父时常给我讲述，当年祖父带着他
作为第一批创业者翻山越岭来到这里，每
年要下三四场大雪。积雪漫过脚踝，直至
膝盖。唯一取暖用品就只一个温水袋，还
是在公家的开水房去接的水。在那样艰苦
的环境中，日复一日，通过建设者们的忘我

奋战，创造出了数不胜数的奇
迹，有了今天企业的雏形——
煤矿生产建设指挥部！这里，
不得不为先辈们的精神肃然起
敬！

儿时太姥姥常说，雪压过的蔬
菜特别甜脆爽口。也想到以前太姥姥

喜欢留一捧积雪放到老坛子里去化雪水泡
盐蛋，这样出坛的盐蛋特别沙，咸淡均匀，
端上饭桌一大家子一抢而光。

小时候下雪，是踏着泥泞的浆子马路
去学校上课，手脚耳朵已冻得“不知所踪”，
学校唯一的暖身活动是在课堂里不停地跺
脚。老师却依然孜孜不倦地讲课，他们穿
着整洁而朴素，语气平和而铿锵，为了教育
好后辈子弟已无视这季节的冷漠，把知识
传递给了下面这群天真无邪的“幼苗”们。

还有那，当年自己新婚不久，清早天不
亮送爱人到矿上上班，在雪地中小两口手
挽手小心地迈步，一失脚摔倒后哈哈大笑，

爱人赶紧心痛地问这问那，检查我有没有
摔伤。这对新婚燕尔的卿卿我我不时惹来
旁人羡煞的目光，那种幸福感是毕生抹不
去的心灵升腾。

也想着1992年的那场大雪，同事们喜
滋滋地让我给他们拍照，大家半躺在雪地中
摆好各种造型，以图留个雅姿。咔嚓一声，
胶卷冲洗出来全报废，就因为上胶卷时没有
卡住齿轮……想着想着，不由地笑出声来。

这片片雪中情在脑海中如玄幻般不时
闪烁，让我回味悠远，已然忘掉了天气的刺
寒，总想仰天高歌。

慨叹这纯洁的雪野，总是留给人们最
美好的回忆，美好的眷恋。它虽没有春绿
的生机、夏阳的炽热、秋色的炫艳，但它除
了自身成为淡然一景外，也成就了妇孺皆
知的梁山好汉林冲，成就了打虎上山的英
雄杨子荣，成就了石油英雄王进喜，成就了
亘古烁今的豪迈词赋《沁园春·雪》，成就了
古往今来文人雅士们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
……更，成就了腊梅的傲气、劲松的挺立以
及人生的坚毅！

“噗！”一声，一堆雪团砸在我身上，将
我从思绪中拉回来，看见几个孩子在身边
撒欢打雪仗。我摇摇头，窃笑着“多情应笑
我，早生华发”……

（作者单位：重庆松藻煤电有限公司营
销分公司）

大雪情思
胡铁

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的距离，
只是一张车票。
你就坐在车厢的一角，
你欢声笑语，
把冬天赶得很远。

小雨停了、车窗明净、心里亮堂，
一切为故事在回旋，
甚至你满眼的旅途劳累。
你述说的经历，还有求佛而来的他，
都在这列高铁里发酵，
眼里全是爱情的模样。
那些猜忌、期盼、渴望，都如同春天的

雨露，
晶莹剔透。

爱情的样子很美，爱情很美，
便想起梁实秋说过的话：
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的风雨，
我要去接你。
高铁很快，你却留下了一颗心，
在冬天的夜晚，她曾经夜夜思念。
你的快，带不走才温暖的人，
带不走共饮的一杯水，
共执手的泪眼。

爱情的样子很美，美得让我们看不到
冬天，

当阳春三月，定有桃花开了定有李花
开了，

那时，你们就在鲜花开满的地方，
永远相依、永不分离。
在春打开的霓裳里，我们拥抱爱情，
拥抱山城里的每一个生命。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爱情的样子很美
易致国

长江与沱江在馆驿嘴交汇
恰似来自南北的我们
在幸福港湾相遇，握手拥抱

幸福港湾不是海边
它只是沱江边上，人们
安放时间，垂钓未来的茶楼

十元一杯的菊花茶
足以让圆桌旁端坐的旧藤椅
吱呀一声慢慢倾斜

几朵菊花从杯底浮上来
和红的枸杞，甜的冰糖
搅拌出幸福的模样

（作者系沙坪坝区作协副秘书长）

幸福港湾
罗晓红

美/ 丽/ 重/ 庆

诗/ 绪/ 纷/ 飞

城/ 市/ 漫/ 记

生/ 活/ 随/ 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