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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本版由万盛经开区作协供稿）

黑山雪之于我，像一老友，每年的那
几天，总要见上一面，方可慰解思念。

万盛黑山属大娄山余脉，群山巍峨，
林深树密，鲤鱼河贯穿其间，温柔切割大
娄山，形成天然峡谷——黑山谷。一边是
贵州桐梓，一边是重庆万盛。茫茫黑山，
平均海拔在1200米左右，最高处狮子峰
1973米。每年冬天，那些飘飘渺渺的白
色精灵，总是喜欢与这个海拔高度的黑山
来几场你侬我侬的缱绻缠绵，曼诉衷情。

一到冬至，当万盛城区开始冷雨侵
身，黑山，定会雪花飞舞，白雪皑皑。那
么，上山看雪，便成为我整个冬天的安慰。

和家人朋友一起驱车从城区出发，花
上20多分钟，当窗外的空气越发冷沁，便
可看到久违的雪了。

沿盘山路向黑山蜿蜒而上，那些慢慢
白了一棵树、两棵树的雪，那些压弯了一
丛竹、两丛竹的雪，那些透过汽车挡风玻
璃直逼过来的或深或浅的雪，便开始惊艳
我的视觉，直击我的多巴胺。有人总笑我
对雪的痴，我却笑他们不解雪之风情，不
懂雪中滋味。

当车停靠路边，我们的周边已积淀了
厚厚一层的雪，白茫茫一片，轻盈，蓬松，

干净。它们朝我们席卷而来，
毫不吝啬，毫不矜持，直接奴
役我们的身心。

喜欢黑山的雪，是喜
欢雪地里的那些温柔相
待。

不用排队，不用
久候，不用去听那
些喧闹的声响，安
静地，去看那些
干净的、仿佛只
属 于 自 己 的
雪。“咯吱，咯
吱”，双脚踩
在雪地上的
声音，清脆，
宛 若 一 曲
自然生成
的 小 令 ，
随着凛冽
寒气，在
雪 地 上
悠扬起

伏。从未听过如此动听的脚步声，我甚至
为这个发现欢喜不已。走几步，再走几
步，如此美妙。

一只小麻雀一动不动地停在覆满白
雪的枝头，它是在驻足聆听吗？“你好，小
麻雀。”我轻轻抬手向它打招呼，它居然没
受到惊吓而飞走，仿佛识得我，把头转动
一下，又静了下来，算是回礼。我惊叹于
这小东西的灵性，心里顿生温柔。这或许
是只属于黑山的小麻雀，才会和我如此近
距离亲近，在此静候我的光临。我丢下一
些面包碎屑与它，算是我们的约定，下次
再见，彼此美好！

喜欢黑山的雪，是喜欢一颗躁动的心
可以在这里安放。

沿黑山谷北门往老黑山垭口走去，人
烟更少。这里的雪铺得更厚实，更纯粹。
在这里看雪，可以感受大雪的苍茫，感受
雪被下生命的蓬勃。站在垭口向下望去，
不远处，几户散落的人家在白雪中若隐若
现，似画非画。偶有犬吠声传来，几缕炊
烟袅袅升起，不知是客人来访，还是儿女
归家，主人开始忙活。这大山深处的人
家，如此清闲美好，恍如桃源。看得久了，
我仿佛看到母亲正躬身拾柴，燃起炉灶，
添火煮粥。似有母亲的轻唤，在茫茫大雪
之下，心生温暖。

一次相识，让我熟悉了这里一户人
家。从此每年上山看雪，我们都会到这
里落脚。男主人曾在北方当过兵，高大
稳健。或许是对雪有了特别的情结，他
和老伴无论儿子如何劝说，始终不肯下
山居住，每日守候着大山，守候着一场又
一场的大雪降临。男主人勤劳朴实，热
情好客，做菜的手艺极佳，香肠和腊肉熏
得焦黄油亮，香味扑鼻。我们要是购买
一些，他们总是足斤足两，末了还要添加
一点进去。

我特别喜欢吃男主人做的馒头，全手
工搓面而成，精到、绵软。每次来他家，我
总是喜欢看着窗外的雪，吃烤红薯，吃腊
肉香肠，吃野猪肉，吃馒头……大雪天待
在这里，我总是内心笃定，感觉人间值
得。今天，不知他们是否也做了馒头，熏
好了香肠腊肉？

喜欢黑山的雪。黑山雪之于我，是
缘，是暖，是挥之不去的眷念。
（作者供职于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

黑山雪
吴凤鸣

我对万盛石林的印象，还得从1992年
的夏天谈起。

那年暑假某日，两位中师同学来到万
盛，邀约我一道前往万盛石林旅游。在当
地乡亲的指引下，我们爬坡步行，经过一个
小时，终于来到石林的大门前。

几位乡民抬着滑竿前来招揽生意，可
任他们怎样吆喝和降价，我们都执意要步
行上山。两位年轻的村民不甘心，抬着滑
竿一路跟着我们。其中一位姓王的青年十
分健谈，沿途不停地给我们免费当导游。
一路下来，我们大致了解了万盛石林。它
形成于奥陶纪时期，成岩年代距今约4.6
亿年，主要景点有香炉山、石扇石、一线天
……

就这样，我完成了与万盛石林的第一
次亲密接触，那些形态各异的石头，优美动
人的传说，连同乡亲抬滑竿时唱的歌词，都
一并装进了我的记忆，成为我对石林印象
的一部分：“天上明晃晃哦，地上水凼凼哟
……弯弯头，慢慢走……”

之后的近30年中，我由于种种原因又
多次游览万盛石林，不但没有厌倦之感，相
反每次都感到心旷神怡。仔细想想，还是
因为这里的景色很美吧。

这里的石头千奇百怪，有的像人，有的
像动物，有的像宝塔，有的像钟鼓。许多地
方似人工堆叠，却属天然自成，像将军石、
香炉山等，它们30年前就已经名声在外
了。其中，石扇作为万盛石林的旅游标志，
还在各种传媒平台中反复出现。其扇面高
约6米，宽约6.5米，厚度不足2米。扇柄
高约1.6米，最宽处约1米，最窄处约0.5
米。整个石扇重约200多吨，堪称世界第
一“扇子”。

石林的“一线天”也很有魅力。一是多
而密，在景区里就有3处；二是深而长，最
长的“一线天”长达300米左右，最深达50
米左右；三是与其他景点交错，并非孤立的
单一景点。

站在缝底仰望，只见一线蓝天和绿色
枝叶，偶闻蝉鸣雀啼。一声长啸，石壁回音
阵阵，加上岩壁滴水飞溅，让人有恍若隔世
之感。

万盛石林地面上的景观已够美了，更
奇妙的是，这里还有一处地下溶洞——天
门洞。沿着近1000米的洞廊行走，可观赏
50多组奇特的天然景观，如天山瀑布、石

莲彩花、猴王西行等，它们既玲珑剔透，又
辉煌壮丽。

在芦花湖畔，还有一处人文景点，就是
刘公墓和梁公墓。刘公墓相传为清道光年
间的道台刘乾顺的坟墓。但我每次去看得
最多的还是梁公墓。墓主人叫梁宗先，墓
碑上显示其儿子辈为“启”字辈。在梁氏族
谱中，我还记得与我相邻的几个字辈：“启
后永昌隆，正大光明远。”由此推算，墓主人
与我相差有八个字辈。从其坟墓的规模
看，想必这位先祖当有一番显赫的业绩吧。

关于万盛石林，有几件小事似有必要
提及。有一次，进盛中学组织师生到石林
春游，我一直跟在张老师的后面，以致她班
上的学生都觉得有些诧异。那年我正追求
她，石林之行升华了我们的感情，后来我们
成为夫妻。

另一次是在2006年5月，当时大舅爷
从成都回来，全家陪着他到万盛石林旅
游。在检票口前，他掏出老干部退休证，看
能否免票。没想到不仅可以免票，工作人
员还特意扶着他走了几步，说：“您老慢慢
走，要注意安全……”这让大舅爷不禁发出
一番感慨：“万盛石林的经营有水平，而且
很人性化！”

去年国庆，妻子的娘家人来万盛石林
旅游，这里的景色给他们一行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二姐说：“走了很多地方，却发
现最美的就在身边！”

是啊，当初种植的小树苗，如今已经枝
繁叶茂；当初崎岖的羊肠小道，如今变成了
青石板路。万盛石林的面积也从最初的几
平方公里扩展到现在的20多平方公里：石
鼓旁建了苗王寨，情侣石外有了桃花坞，千
塔林又变身雾石林。万盛石林也由单纯的
自然景观，逐渐融入更多
的人文特色，一年一度
的踩山节越办越红
火，越办越闹热。

这样的万盛石
林，能不印象深刻
吗！

（作者供
职于万盛进

盛中学）

印象万盛石林
梁光华

春：在南峰山

拾级而下。一层一层的绿，似满山的
爱情

朴素而直接，涌向不知所措的我
连路边的野花也在偷偷笑着

而每片背光的叶子，都藏满了春天的
秘密

一整个下午，它们除了尽情地摇曳、喧哗
从未正眼看我一下

风，翻过三月的南天门，朝我笔直地吹来
带着一千座村庄的气息
带着桃花、李花与油菜花的嫁期
吹散我的幻想，留下满山鸟影

像春天应有的细节。森林深处，山泉
轻淌

阳光、蜜蜂与蝴蝶
无所顾忌地逗弄着一簇簇野花
只有沉默的古藤，仍在守护那座迷宫

的传说

路在消失。我的脚步一转过南峰垭
鸟声就碎了，樱桃就开花了
在五亿年的山谷，这一切与春天有关

的事物
显得美丽、善良，然而短暂
让我心怀感慨，梦想平息

夏：黑山后槽

八月的烈日下，很多蝉声被树林掩藏
这是刻意的。像刚才那阵太阳雨
它的脚步声柔若无骨，但最终会在后

槽之巅——
海拔1565米的梯子岩背面响起

这是我们离开以后的事了
由于过客身份
一年四季，后槽发生的许多事，都与我

们无缘

此时，它留给我们的，只是夏日的苍
绿，寂静

只是一沟平川，伏在黑山深处

让满山的花呀草呀，都来这里相亲，恋爱

甚至让那群丢失了主人的黄牛
也来这里埋头啃草，忘记了幸福的样子

此时，山顶上，一朵云正悄悄张望着另
一朵云

它们之间的暧昧与我无关
只有满山的绿色流淌下来，打湿了我

的目光
也打湿了和我一起溜进后槽的那缕风

秋：满山凉风吹来了

空气中流淌着伞状花絮，草叶，蛩声
还有绿得发福的阳光

此刻，它们从黑山巨大的胸腔涌出
像一支群龙无首的乐队
众声喧哗，翻卷，盖过我的头顶

林间有鸟飞过。流水穿石，松涛阵阵
我两袖清风，坐在黑山的某个侧面
谛听它的呼吸，以梦游之姿走遍林中

小径
却始终握不紧
一缕与尘世有关的气息

只有满山凉风，透过我的身体
带走了夏天那些柔软的足音与名字

冬：黑山谷南门雪景

冬天，湖的抒情是静态的。一场初雪
落下

让虚构的画框消失，山水的景深恰到
好处

沉默的森林，以隐约的雪线隔开渝黔
山地

芭茅草早于秋天枯萎，它的故事，藏在
下一场雪中

风过山林，水流窗外，一只白鸟的影子
划破湖面

一叶松针，也会惊醒大娄山粗糙的心思

然后是房屋，灯盏。你呵冻的小手
如星辰一样抚摸着整片山谷，冷风冰

凉、入骨
最后是寂静。那些预言冰雪聪明，却

了无痕迹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黑山四季
简云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