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坛/ 短/ 波

乡/ 村/ 故/ 事

主编 胡万俊 责编 钟斌 陈志刚 视觉 陆晓霞 图编 陆晓霞 责校 曹珂

两江

晒稿会网址：sgh.cqwb.com.cn/index.php
投稿邮箱：cqwbfk@163.com

慢生活·夜雨

2021年9月28日 星期二

04
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晒稿会网址：sgh.cqwb.com.cn/index.php 邮箱：cqwbfk@163.com

副刊 头条大赛（第11季）

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初秋，区作协主席告诉我，协会拟举办
一次乡村振兴采风活动，地点就定在离开
州城区近100公里的关面乡，让我尽快和
该乡负责人对接。

关面？采风？我一时有些发愣，很难将
传说中的贫困山区和文学采风活动相联系。

“你没见媒体频频在报道吗?关面乡这
些年变化大！”主席赶紧向我介绍：近两年，
关面乡被授予“重庆市乡村振兴先进集体”

“重庆市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主席一口气说了很多，我却仍然心存
疑惑。我从事过多年的旅游工作，这采风
活动其实就跟组团旅游一样，团队活动对
目的地的硬件设施要求较高。

我拨打了关面乡党委书记的电话，直
截了当告知我们将统一乘坐旅游巴士，行程
为期两天。言下之意山路的交通条件能否
达标？住宿问题能否解决？我们这是集体

活动，可不能东家住一个，西家住两个……
“没问题”，书记短短三个字随即打消了

我的顾虑：“按你们的时间先安排参观‘小园
洞天’‘悠然小城’‘星空遥辰’这三个村。”

啧啧，这是村庄的名字吗？居然这么
有诗意，我不由得对采风活动充满向往。

周六下午，我们一行20余人乘坐旅游
巴士，沿着清澈的东里河向关面奔去。

进入关面乡境内，映入眼帘的是宽敞
平整的沥青路，周围群山起伏，峡谷纵横。
关面乡书记早已在路口迎接，担任采风团
的“导游”。

旅游车沿着宽阔平坦的沥青路蜿蜒盘
旋。按行程安排，第一站先参观全区乡村
振兴先行示范村“小园洞天”即小园村。

据“导游”介绍，到小园村的路原本仅
容一辆车，随着外来游客的增加，现已拓宽
成双车道。路的右侧，一条长达10公里的
小溪沟清澈见底，鱼儿在水里嬉戏，河滩中
的鹅卵石也仿佛在歌唱……

哇！我正陶醉在美景中，听到有文友
在惊呼。车窗外，湍急的溪流之上，横跨着
一座漂亮的彩色吊桥，对面的小山坡上，新
修的人工栈道蜿蜒曲折，似一条腰带，缠绕
在山间，构成一条回环曲折的旅游路线。
抬头苍峰屏峙，俯首流水潺潺。我们赶紧
下车，跟随“导游”一起过吊桥，走栈道，观
景、嬉戏、欢呼，大家兴奋不已，纷纷拍照发
朋友圈。

小园村的道路干净整洁，一条清澈见
底的小溪绕着山脚潺潺而过。一幢幢装修
得别具特色的农家小院，掩映在青山绿水
中。沿途一路上都停着私家车，游客往来
穿梭。据“导游”介绍，近些年村民们乘乡
村振兴的东风，借山清水秀的优势，开办民
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一到周末，前来休
闲度假的游客络绎不绝。

恋恋不舍地告别“小园洞天”，乘车沿
环村公路前往“悠然小城”关面村。坐着旅
游巴士在村与村之间穿行，这让我感觉格
外新奇。

走进关面村，一幅美丽乡村图景映入
眼帘：粉墙黛瓦的房屋整齐统一，一条干净
笔直的柏油马路贯穿全村，路两边的绿化
带里，五颜六色的花儿正恣意绽放。清澈
的溪水倒映着美丽的村庄，一处处文明标
语牌赏心悦目……

如此惬意的环境，就适合悠闲地散
步。路过一村民家，热情的大娘端出瓜果
笑眯眯地招呼我们入座。屋子里电视、冰
箱、洗衣机等电器一应俱全。她家不远处，
就是篮球场和休闲健身广场。大娘说儿子在
村里办果园，附近村民都在那干活，整天忙着

呢。孙子成绩优异，看墙上都贴着奖状。
大娘的家门前挂着一个长方形牌子，

里面镶嵌着五颗红色的星星。据“导游”介
绍，为有效治理乡村，关面乡推行了村规民
约“积分制”管理制度。村民是村庄的主
人，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参与者和受益
者。“积分制”管理的量化考核，不仅让乡村
治理切实可行，而且让乡村变化随处可见。

“导游”还特别介绍，“悠然小城”关面
村被评为重庆市第二批美丽宜居乡村。

旅游车在之字形的盘山道上爬行，随
山势左一弯，右一转，眼看着前面的路被山
峰挡住了，拐弯过去，又峰回路转，眼前又
是一幅绝好的风景画。有文友感叹：这真
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啊！

“导游”趁此介绍：关面乡境内1000米
以上的山峰有45个，2000米以上的山峰超
过10个……

在姚程村办公大楼前，“星空遥辰”四
个字赫然醒目。

这是一个连名字都充满诗意的村庄。
这里峰峦叠嶂，入眼满目翠色，道路四通八
达，民舍错落有致，依山傍水，鸟语花香,宁
静悠远，宛若世外桃源。

听村民介绍，前些年这里却是另一番
景象，经过整治，昔日脏乱差的村落华丽转
身为公园式的村庄。经营民宿的老板说，
要让每一位来到姚程的游客，都能枕星辰
入梦，沐日光而醒。

大自然赐予了关面乡如诗如画般的美
景，有了好风景，不愁“好钱景”。只有环境
美起来，乡村才能真正富起来、强起来。文
友晓玲说，这里的每一个村庄感觉都像世
外桃源，多想留下来，泡一壶绿茶，三五挚
友，坐在路边石板凳上，静听小河流水潺
潺，感受大自然遗落在人间的瑰丽。

挥手作别关面的云彩，相信不久的将
来，我一定会再来。

（作者系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关面印象
周成芳

夏日，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我们驱车
到江津洞塘村深山处的泡桐坪考察。这儿
山路弯弯，山高林密，车像甲壳虫一样爬行
在山路上，费劲地往山华寺古庙遗址进发。

这次深山之行，是对有三百多年历史的
古庙山华寺调研，考察它的文化历史价值。

越野车从洞塘永存学校出发，沿途山庄
田野、田畴竹林，继而山峦叠嶂、沟壑溪流、
山脉逶迤起伏，一路风光美景。近一小时的
车程，终于到了泡桐坪山顶。

洞塘永存学校的校长邱月，充当我们的
司机兼导游。她邀请我们到山华寺，挖掘这
儿的历史文化内涵，旨在对洞塘乡的历史文
化补上一课。

荒废的山华寺，十分苍凉。破败寺庙的
青石围墙前，江津区文广新局立有醒目的标
牌：“山华寺碑刻，云峰寺遗址保护”。从寺
庙石墙体一看，便知历史久远。二十多根巨
大的石头柱，虽历经沧桑，横梁、石头、石隼、
石卯，丝丝入扣，可见造寺庙人的技术精
湛。从寺庙前的石牌坊记载，至今已有三百
多年。

邱校长介绍：山华寺的建筑非常宏伟，
有上中下三个殿，殿中供奉着千手观音、地
藏、文殊、普贤等菩萨。那时候，这寺庙香火
旺盛，香客络绎不绝。

山华寺，修建在泡桐坪山顶上的平坦开
阔地，那一根根巨大石柱，历经风雨的洗礼，
显露出一些斑驳痕迹，形成历史印记。我问
邱校长，这些三人合抱的粗壮石柱，工匠们
如何将它矗立在庙堂之上的？这么多的青
石产于何地？我一问，邱校长笑答道，县志、
碑文中有记录，看来她也考证过。

寺庙前，近千平方米的宽阔青石坝，用
一磴一磴的石砖紧密相连，石坝上苔藓满
布，有少量的枯草从石缝中冒出，坝子周围

树木参天，杂草丛生，一片荒凉。
石坝前，一块约三米高的功德石碑上，

刻有密密麻麻的颜体字姓名，由于时间久
远，不少文字被人为铲除，上面康熙年间若
隐若现。

唯有石坝的左侧，一幢青砖青石青瓦砌
的老式瓦房格外显眼，略高五米，墙体及房
柱，不少是古寺庙中的砖瓦石料，这房屋有
三百平方米。邱校长说，此房修建于五十年
前。此房门一直紧锁，锈迹斑斑，房前屋后，
灰尘扑扑，蜘蛛网密布。邱校长说：“我在洞
塘办学近20年，多次来这儿，房子都是‘铁
将军’把守”。

资料记载，山华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寺
庙，又名云峰寺。明末清初地仙风水宗师陈
作龙，看破官场黑暗，云游全国，与科举进士
时的同窗王叔祥游历于此，作诗一首：云峰
寺——“彩龙岗前气脉真，好比秦王在点
兵。天穴早被古庙占，地穴黄花遍地生。左
有营盘旗山现，右有文笔透青天。朱盒纱帽
向上摆，蕊中开花穴前真。如有点生龙穴
位，子孙朝中作将军。”由此可见，这儿是个
风水宝地啊！

邱校长还带我们去看大堰水库中残损
的塑像。我们走在一条杂草丛生，苔藓斑斑
的青石板大路上。她说，这是一条通往贵州
的茶马古道，沿古道一步一步的台阶往下
走，来到水库边一看，雨后的水库，雨量充
沛，水里什么也看不见，只见水库宽大，向纵
深延伸，四周树木葱茏，水库的水，终年不断
流入笋溪河……

我们又来到离水库100米左右的一口
古井，井旁刻有“龙水井，乾隆御笔”。我怀
疑，此龙水井，真是乾隆御笔题写吗？历史
之谜，恐怕只能留给后人破解了。

（作者系江津区作协副主席）

洞塘深山藏古寺
罗安会

雅舍之妙，很大程度得益于它的地
理位置。背靠西南大学第一运动场，面
朝天生路主干道，北碚区梨园村18号，
本是个不惹眼的土坡，因地势相对较高，
在梁实秋先生眼中便有了超脱芸芸众生
之意。抬手可摘星揽月，垂首可俯视繁
华而又不动声色，俯仰之间，收放自如。

顺着一段青色的石阶往上走，半坡
有棵老黄葛树，亭亭华盖，将一座青砖黛
瓦的小小山门半遮半掩。门楣的木质牌
匾上书“梁实秋纪念馆”几个字，字体飘
逸而洒脱，左右两侧是“文章小技挟风
雷、鬓发催人惊岁月”的木刻楹联。

两扇朱门对开，轻叩门上铜环，仿若
能听见岁月低沉的回响。入门后再上一
段台阶，梁实秋旧居所在地——“雅舍”
小院一览无遗。小院正中端坐梁实秋的
塑像，先生戴眼镜，着西式羊毛衫，打领
带，手臂挽着一件外套，翘二郎腿，目光
眺望前方，姿态随意而放松。料想他在
北碚居住的这段日子，是愉悦的。

塑像身后有三间简洁干净的平房，
地方不大，胜在环境清幽。“雅”的东西，
本来就小而精，“雅舍”系列文集的出现
更使得方寸之间大放光华。1939年梁
实秋与吴景超夫妇在此购一陋室，取名

“雅舍”。虽“篦墙不固，门窗不严”，蔽风
雨都成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它宾客盈
门。冰心夫妇、老舍、朱光潜、王云五等
常来造访“雅舍”，或吟诗作画，或弹琴对
弈，热闹非凡。1940年《星期评论》创
刊，开设《雅舍小品》栏目，小品文《雅舍》
发表，梁实秋与北碚便结下了世纪情缘。

当年的雅舍共有六间，梁实秋居住
其中的一室一厅，现在所见的纪念馆只
有三间，陈列着照片、书信等旧物件。在
雅舍寓居7年，梁实秋创作出的《雅舍小
品》反响很大，专集再版300余次，经久
不衰。“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雅舍小品》流传”。离开北碚，梁实

秋继续创作雅舍系列文集，延续他的雅
舍情结，他在台湾的住所也命名为“雅
舍”。对梁实秋而言，雅舍既是陋室，也是
代表作，更是一种眷念情结和精神支撑。

生平事迹一一看过，大部分内容我
早已知晓，其中有两张照片特别吸引我：
一张是梁实秋坐在西雅图槐园墓地祭奠
亡妻程季淑，一张是与韩菁清在台湾举
行婚礼。两张照片拍摄时间相隔并不
长，哀伤和喜庆的两种情绪形成鲜明对
比。

1974年，梁实秋的夫人程季淑在美
国去世，葬于西雅图的槐园。71岁的梁
实秋悲伤不已，回忆起与发妻五十年相
知相守、患难与共的点点滴滴，遂写下感
人至深的《槐园梦忆》。同年，梁实秋应
邀赴台，原本是校阅《槐园梦忆》，却邂逅
了小他28岁的歌星韩菁清，一见倾心。

文章可千古，爱却不能唯一。从雅
舍出来，我是感到有些遗憾的，好在这种
遗憾，很快得到了弥补。顺坡而下原路
返回，不足十米有个街边小店，名“唯一
食店”。店面从外观上看并无特别之处，
但在老北碚人心中颇有名气。他家卖豆
花、辣子肥肠、火爆腰花等家常菜，耗儿
鱼尤其出色，选料是不大不小那种。买
菜的人都清楚，耗儿鱼的三种规格，小、
中、大，中耗儿鱼最好。鱼肉细滑白嫩，
盛在青花瓷盆里，佐以麻辣鲜香之味。
三两条下肚顿感全身通泰、酣畅淋漓，直
呼过瘾。

比起《雅舍小品》，我更喜欢《雅舍谈
吃》，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热气腾腾
香飘十里。美食与爱，这单纯的幸福，总
有一个要设法满足。雅舍已成绝响，美
食尚在人间，爱情的味道，还不如眼前这
盘耗儿鱼来得诱人。

若此生有幸，能得居所雅、爱唯一，
吾愿足矣。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雅舍与唯一
殷艳妮

近日，“重庆市首套镇街七卷本文史丛
书《沙城纪事》出版发行座谈会”在江津区文
联会议室召开。市作协、市文联、市文化旅
游研究院等相关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参加了
此次活动。

江津区白沙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素
有“天府名镇”“川东文化重镇”之美称。抗
战时期是有名的“大后方文化四坝”之一。
《沙城纪事》是由江津区文联、区作协、重
庆白沙文化旅游发展管理有限公司联合
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该套丛
书共分“白沙溯源、崇文尚教、抗战风云、

沙城往事、仁山胜水、民俗风情、乡邦传
说”七卷，共有321篇作品。该套丛书把千
年古镇白沙独有的人文历史、文物古迹、民
风民俗等展露于世，是白沙千年历史的最经
典的浓缩体。

重庆市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何浩参加
会议。他在会上充分肯定了江津的群众文
学创作活动，肯定江津区作家协会在地方特
色文学的挖掘上做出的成绩。他说：“《沙城
纪事》系列丛书的出版，是江津区作家协会
工作的一个创新！”

（龚铃智）

江津召开镇街文史丛书《沙城纪事》出版发行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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