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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生/ 活/ 随/ 笔

作/ 文 诗/ 绪/ 纷/ 飞

一
曾经多次行走龙多山，去松间听过风，

去佛前参过禅，在石刻碑记间的肌理中感
受过美学，于雨雾缭绕的田野中感受过光
影。这一次，或许只为给秋日阳光一个拥
抱的理由，寻回被城市钝化的敏感，我再次
走进传说中的巴蜀分界山——龙多山。

行走是需要故事，也是需要想象的。
虽然计划行走的终点是龙多山，但不妨碍
我们先去古代赤水县遗址看看。沿着212
国道穿过重庆合川合隆镇（原兴隆场）场镇
到潼南王家店，再经燕窝镇燕赤路（燕窝至
赤水场镇）到达赤水县城遗址。这是龙多
山南麓，曾是巴渝文化的交汇点与经济流
通的中转站。如今，赤水县遗址石碑四周，
已被农房和庄稼替代。唯石梯与石板的风
化间可依稀窥见岁月的痕迹。

还未抵达龙多山，我已历经古代三
县。想象着站在龙多山上，如何做到“一脚
踏三县”。龙多山，因其地处现合川龙凤、
古代赤水县与潼南东北檬子乡交界处而广
为流传。顾名思义，因其形逶迤如龙蟠而
得名。

又登龙多山，许多故事重回记忆。
临于涪江东岸的龙多山，横屏在涪江

流域和嘉陵江之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位于重庆的巴郡，和位于四川的蜀郡，都试
图通过控制这座山达到遏制涪江水道的目
的。相传，在巴蜀两郡的一次战斗中，双方
伤亡惨重，却都誓死坚守。此时突然天降
大雾，随后是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只见山
顶一块巨石猛地分成两半，自上及下宛如
刀劈而成，两郡军队惊慌之下无心恋战，同
时撤退。之后，巴王和蜀王不约而同地将
这一切归于天意，认为天神或许也不忍生
灵涂炭，欲使两国割地而治。于是，那块巨
石从此就成了巴蜀两郡的分界线。

这个故事，你可以想象着，喝着盖碗
茶，听着散打评书，穿越历史的界线，脑补
一场战争奇迹……这一块“巴蜀分界石”依

然健在。它外表平淡无奇，表面光滑平坦，
自中部整齐裂开。历经三千余年的时空变
化，山上多数古代遗址都被摧毁，唯有这块
最古老的巨石不动如山，冥冥中散发出引
人遐想的神秘力量。

就不得不说武媚娘与龙多山的故事。
贞观六年（632），唐太宗李世民传令：派利
州（今广元）都督武士彟到湖北荆州为官。
武士彟接到圣旨后打点行装，携带一家老
小出发。武士彟乃唐朝开国大功臣，官至
工部尚书，并加封为应国公和魏王。膝下
有两子三女，而幺女武媚娘，后来成为一代
女皇武则天。八岁的武媚娘喜欢游玩，一
路上蹦蹦跳跳，摘花逐碟。武媚娘去摘山
岩边的野花，不料岩底有个杂草遮掩的小
水坑，里面有数条鱼儿，它们在水中突然跳
跃起来，水花乱溅，把媚娘的衣裤打湿。浅
水坑的鱼儿，被媚娘悉数捧回水田。数十
年后，武媚娘当了皇帝，回想往事，就“钦
敕”当地的山僧们把水田扩建为“放生
池”。其占地约1亩，这也是武则天在位时
所建的最大放生池。而坍塌后裸露出来的
陡壁，后来却凿刻了许多历代名人贤士题
写的诗文。

史海浮沉趣作舟，择其一二是为敬。
龙多山3000多年的浩渺历史，如今散去了
烽烟，更显雅致。

二
步行上山。我一会儿望石头，一会儿

看土地，呼吸着草木间自然的乡野气息。
石头安闲静默，大地安稳坦荡，草木谦卑地
致意。石是山的骨骼，地是山的依托，乡野
的气息是山最朴素的气质。我知道，我应
该静默、坦荡，像草木一样谦卑。如此，我
才能被他们很好地接纳，才能找到此山可
容佛道共生的密码。

“三月三，除蚕颤，田不犁，土不翻，上
龙多山。”每年农历三月初一至初三，龙多
山庙会热闹非凡。龙多山附近数万居民纷
纷赶赴庙会，他们怀揣虔诚，在架香的燃烧
中祈求五谷丰登、平安吉祥。

也许因其有可纳佛道共生的壮美，也
许因其有恢弘大度的气魄，不同于其他地
区的宗教文化氛围和宗教习俗，龙多山自
古为蜀中佛、道二教合一的名山。现山上
有佛教的龙佛寺和道教的太清宫、三清宫
及牛王殿等合法宗教场所。

据传，西晋永嘉三年（309年），四川广
汉冯盖罗来到紫徵山（龙多山的曾用名），
与家人在此结庐而居，专心炼丹，一意修
仙。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全家十七口人
成功飞升仙去，震惊了大山内外。龙多山
的宗教文化也就此开始发轫。

到了唐朝，举国推崇佛教，武则天敕令
山僧在紫徵山上建放生池，即供信徒放养
水生动物积攒功德的池塘，同时将之更名
为龙多山。天宝年间，山僧“奉旨醮祭”，李
隆基钦定龙多山为佛山，颁诏曰：“五岳外
别有它山，尊龙多山足以当之。”于是，龙多
山与泰山、华山、嵩山、恒山、衡山等五岳，
齐名天下。人们纷纷前往龙多山修庙筑
坛，龙多山香火旺盛起来，达到了史上最为
鼎盛的时期。

那个有着千载风流、文采耀目的朝代，
尽管晚唐狼烟四起，龙多山作为一方净土，
依然为人们提供了精神的归宿。由黄巢起
义占领长安导致的唐僖宗奔蜀，让一批官
员墨客同赴西南。著名散文家孙樵曾登顶
龙多山，写下传颂千古的《龙多山录》：一去
辽廓，千载寂寞。澄泉传灵，别壑镜明。风
间景清，寂寥无声。嘉木美竹，冈峦交植
……不仅将龙多山风光绘进游记，更将龙
多山作为佛山的历史沿革考察尽细，备受
时人推崇，还被收入《蜀中名胜记》。可惜
此全文已失传，甚为遗憾。

岁月不曾饶过谁。龙多山，一个修行
悟道的圣地，也逃不过割据争雄的乱世。
南宋末年，军民在这里屯兵积粮。明朝末
年，明军与张献忠带领的农民起义军在这
里昼夜激战。与经年失修的城池、山寨、庙
宇相比，更能看见岁月印记的，是与佛道两
教相呼应的摩崖造像与碑刻。龙多山古佛
殿、摩崖造像之多，现存94龛造像 1742

座。多数造像已经破败，残缺不全。好在
还有保存最完好的千佛龛，刻有浮雕佛像
1000余座。雕刻精细，形象生动，是重庆
地区众多“千佛崖造像”中建造时间最早，
保存最为完好的一龛。龙多山东崖，造像
记、诗词、游记、颂文、修学记、题字、山寨碑
记、祈雨刻石等石刻碑记众多，在石刻碑记
品味历史，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抚摸风霜的城墙，路过残存的造像与
碑刻，无需感叹。承认岁月的磨砺，才能真
正的坦然。

三
遇见什么，是缘分。行走同理。
在方圆100多公顷的龙多山上，我遇见

过云雾缭绕，遇见过清泉流淌，遇见过百鸟
吟唱，遇见过暮鼓晨钟，以及农家饭菜、土味
凉粉……而此行，我遇见诗意栖息的乡山。

顺着龙多山山势而建的路，比前几年
精致了许多。若是俯瞰，像一条条缓缓的
小溪从山中央奔向自己的远方，又像从各
自的源头而来汇集于此。他们是龙多山的
血脉，是朝圣者之路，是行走者心灵之旅。

龙多山的秋天，没有宿命。曾在冬天
穿过松林，那一次细雨飘洒，散落的松针在
地上集结成防滑的垫子，偶尔有清冽的风
吹来，那是龙多山的另一种风情。而这个
秋日，松林依旧葱郁，宁静中有些必要的音
符不时响起，阳光在地上结着圈圈圆圆的
网，光晕时隐时现。每一棵树都是一个归
隐田园的诗人，他们在林间吟唱，给漫步林
间的游客吟唱，给身边草木吟唱，给枝尖的
阳光吟唱，给头顶的白云吟唱。每一棵树
也都是一个安享生活的茶客，用一杯茶的
时间，看茶叶在热浪中翻滚、沉淀，从馨香
到无味……祭奠时代的更迭，祭奠碑刻的
残缺。又或者，他们只是守护在山间，深邃
无言，是沉默的大多数。如同我们，都只是
沉默的过客。

太阳在逐渐降落中变得温柔许多。健
身步道变得越来越长，仿佛没有终点。我们

“游”到山顶，人立观景台，四周临崖，这座“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山地城池气势依然。只
是，我更喜欢这秋日的田野，流动的风声，夕
阳的斜晖，以及山下光影中的梯田和安静的
村落。这是风景之外的原乡之美。满身的芜
杂，此时被卸下，心和乡野一样朴素。

朴素，是和自然相融的敏感。
（作者供职于合川美术馆）

行走龙多山 安卡

外婆是慈爱的。
我出生在秋天，听妈妈讲，我出生

时外婆在医院等候了一夜，只为迎接我
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外婆勤劳了一生，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总是照顾我、关
心我、指导我。

小时候的我性格怪异，总是不讨人
喜欢。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童年的色
彩便是灰色。除了那抹黄色……

那一年的秋天，山上的桂花散发出
迷人的香味，从远处望去便是成片的淡
黄。我和外婆坐在院子外，静悄悄地说
着话：“外婆，你说这桂花枯萎的时候，
会不会记得它现在的烂漫。”她不语，只
是浅浅地笑了笑，脸上的褶皱晕染开
去，又自顾离开了。我从窗外望了望，
没有了外婆的踪影，或许是去准备晚饭
了吧。

下午我出去与小伙伴们玩耍，直到
太阳快闭上眼，那桂花香才引着我回到
家。换下鞋子，慢悠悠地走到沙发上躺
下，闭上眼睛，一片被秋风渲染过的场
景呈现在眼前。

忽然，一个香香的东西轻轻地放在
我的手上，睁开朦胧的眼，是外婆慈爱
的笑脸。那是一个米色的小香包，正散
发着浓郁的桂花香。我一脸惊讶。外
婆用粗糙的手握着我的手。我一低头，
闻到了外婆手上的桂花香。外婆细声
说道：“或许桂花不记得，但你可以。”

我仿佛领会到了外婆话中的意思，
又仿佛没有。桂花不会记得，它们曾经
被一双满是沟壑的手，放到一个香包

里，然后密密地缝上，只为了小外孙女
的一句话。但我永远会记得，桂花香包
里，包裹的是外婆的爱意。

窗外的桂花仍然激烈地绽放着，这
桂花染香了外婆的手，染香了我的整个
童年。

从那以后，当我带着那个香包睡觉
的时候，我的梦境也变得不平凡了……

后来，时常沉默不语的外婆因为疾
病更加沉默，当她一个人孤寂地窝坐在
沙发里，我总是很心疼。当她因为疼痛
而呻吟的时候，我默默地握住她的手，
就像小时候她握着我的手。

尽管外婆最终远离了我，但她独有
的那一团火焰会无尽燃烧，温暖着我的
心灵，照亮我的前方。外婆对我的期盼
朴实而致远，她希望我不给自己留遗
憾，她希望我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她
说，就算她思虑一生，到最后都在为我
操劳也没有关系。

现在，我常常想起外婆布满皱纹
的脸，想起外婆意味深长的声音。我
想拉着外婆的手，再一次坐在那个充
满回忆的院子里，一起陪着她欣赏着
美好景色，那时候，风儿也会带来桂花
的清香。

我想到了一个词语：平常。我喜欢
这个词语包含的朴素的意义，如果有人
轻视平常的东西，那她肯定不会比平常
更高明，外婆所带给我的影响，平常但
却真挚，那是她对我的期盼。

我想，岁月不是煎熬了外婆，而是
磨练了她，她沟纹中蕴含着笑意，仿佛
还没等你犯下错，便事先宽恕了你。她
是我的引路人，她是我最爱的外婆。

（作者系重庆八中黄炎培中学2022
级初9班学生 指导教师：郑宣谊）

总有花开的时候 李秋雨
最后的冲刺——致敬“时代楷模”王红旭 陈伦双

那一刻
如百米冲刺
如万米长跑扑线
纵然脚下虚空
也咬紧牙关
以夸父逐日的姿态
搏击浪尖

江水滔滔
你一个猛子扎下去
冒起来，又扎下去
像海豚一样滚翻
终于，你手臂高擎
托举起希望
救一，又救俩

你使出了洪荒力

最后一次推手
手挽手竟没挽住你的手
湍急的江水
呑噬了你最后的力气
肆虐的漩涡
卷走了我们最后一滴泪

目不转睛
没看到你的身影
千呼万唤
没等来你的回应

嘀嗒的时间呀

你为什么不停留
不为好老师停留
不为好父亲停留
不为我们的英雄停留
哪怕几秒钟，都可能
留下他的脚步

城市温暖如初
路人长歌当哭
举起目光那一刻
东方亮红
旭日升空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

检察院)

母亲的菜园（外一首） 赖扬明

回到家，母亲总是喜欢
领着我们去菜园走走看看
这期间，她说到了天气
谈到了栽植，讲到了绿色生态

她说话的声音比风还轻
她的背影比镰刀还要弯曲
她的笑声比菜蔬还要新鲜

从母亲的菜园到炊烟袅袅

从菜园里的蔬菜到餐桌美味
母亲用绿色的心
靓丽我们黝黑的眼

每一朵云
都是母亲的呼唤

心中隐隐作痛的时候
天空总会多起云朵
母亲，眼睛总会多起湿润

母亲想我们时，看天空
想母亲时，我们看云
母亲看云朵时很远
我们看云朵时很近

村庄的夜晚，总有一盏灯亮着
那是母亲的眼睛
让月亮代替发出光辉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