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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谷袁地处重庆市万盛经开区袁是大娄山
余脉的一道天然峡谷浴
在万盛工作时袁常陪客人考察黑山谷袁但那
是带着一种工作的心境袁 考察节奏是随客人而
定袁属于匆匆过客袁对黑山谷之美之妙从没有细
品袁虽然有时想为她放歌为她赞美袁但都因各种
原因而搁置断语遥
近日袁趁着周末袁轻步逍遥袁终得细读慢品黑
山谷浴
从万盛城区出发袁大约半小时路程就到了黑
山谷南门遥 一路行来袁微风吹拂袁山间黄绿杂映袁
薄雾浅灰袁清山秀水都是冬日的格调遥 当我从南
门进入袁坐在索道车里后袁忍不住轻轻地说袁黑山
谷袁我来了浴
黑山谷的索道不长袁就 1 公里多袁不缓也不
陡袁上山下谷袁起落有致袁是一道流动的风景遥 沿
山势而动袁与山色相映袁索道便如万山丛中的一
道流动的彩练袁人在上面袁飘飘然如仙人凌越丘
海遥 翻过一道小脊袁突然下临深壑袁流水飞驰而
下袁轰然作响袁冬阳之下袁竟然在流水间看到了一
道彩虹袁让人在胆怯间突然惊呼袁嗬袁真美浴 当走
下索道时袁还禁不住回头望望那在山间流动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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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读黑山谷
程浴 这是人工的匠心袁但有着天然的情趣浴
从索道下去袁便是 6 公里左右的步行袁也是黑
山谷向你展示魅力的黄金身段遥
首迎神龙峡袁 真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天然妙
趣浴从索道口下来袁便有隆隆水声从半山腰一天然
山洞中冲关而出袁经年不绝袁形成一道弯弯曲曲的
长龙袁水便活了袁峡便灵了遥 随山势而下袁水腾咬
着袁欢闹着袁如天籁般不绝入耳遥且行且驻袁便会陡
觉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袁神与山谋袁心与水近袁情
与谷依袁 似乎自己成为了天然境界中的一个无欲
无恼的自然者袁 神龙畅游袁 穿越一切山穷水尽之
途遥 在神龙峡袁你会时常发觉前面已经无路袁只有
一线天光射入袁但随水声而去袁便又豁然开朗遥
走出神龙峡袁突觉天雨飞溅袁仰头一看袁一道
飞瀑从近二百米高的山顶飞驰而下袁 疑是银河落
九天袁又如天女洒下的白色银练袁想让有缘人留住
脚步袁洗去尘世的烦忧遥凝思细瞧袁从山顶而下袁山
石如画袁道道沟壑弯曲袁条条小溪蜿蜒袁苔藓植物
青葱茂密袁 显得那样恬静美妙袁 如同仙人妙手偶
得遥 冥神静气袁得此佳处袁便觉自己就是那个幸运
之人遥
一道仙桥袁 将峡谷连接起来袁 在桥中间有一

阴 任正铭

我和我的学生们
记得三年前的一个清晨袁我的手机突然响了遥只听到电话里问
了一句袁冶您是不是任老师钥叫任正铭钥冶我说是袁就听见了哇哇的哭
声袁一时间把我弄得不知怎么回事遥好久了才知道是我曾教过的一
个女学生林梅遥她说找了我二十多年都没有找到袁是昨天在广安参
加别人的婚礼袁偶然遇到一个家乡人袁托她打了好多电话袁才找到
了一个认识我的人袁终于在深夜得到了我的电话号码遥
学生林梅说袁她昨晚激动得一夜没有睡着袁天亮了怕打扰我休
息袁硬是熬到早晨七点钟才给我打的这个电话遥 聊了一会袁我问她
还有什么事吗钥 她说只有一个愿望袁就是想要见我袁越早越好浴
按约定袁就在那个星期六袁我从江津赶到合川老家袁她从广安回
到合川见面了遥在合川袁学生林梅告诉了我她的人生经历遥她说我教
他们时袁她和同学们都认为野任老师对学生只有那样好了冶遥 当后来
我去永川教师进修学院读书后袁她就辍学在合川参加了工作遥 之后
她经历了单位破产袁硬是苦打苦熬把女儿培养成了西师外语系的大
学生遥 孩子毕业后考进了广安一所省重点中学教英语遥 她也到了广
安陪住遥 就在一个有雨有雾的早晨袁她的漂亮女儿去学校上早自习袁
被一辆大货车撞倒了遥失独的林梅给我说为什么这些年一直都在找
我袁是因为当年我教了他们很多东西袁比如如何面对挫折遥
2018 年 9 月 10 日袁我当年在合川渭溪中学的学生举行 33 周
年同学会袁我应邀回到了合川遥 在原来的一个学生家里袁一个叫周
开容的学生知道后立即打车几十里袁 从合川城里赶到了双槐镇黄
土乡遥 我说你太辛苦了袁这位镇政府信访办主任答非所问地说野没
有任老师袁就没有我的今天冶遥
当年我教书时发现这个农村女孩表现力强袁就常常教她跳舞袁
做主持人遥为了教会她说普通话袁我还把学校一个普通话最标准的
老师请来教她袁还让她担任了班上的文娱委员遥周开容毕业后回到
农村参加了文化宣传队袁不但能唱歌跳舞袁还能主持节目遥 后来考
上了镇政府广播员袁再后来在镇上担任了妇联主任遥她的丈夫也是
副处级基层干部遥女儿从法国留学回来考入了合川农委袁一家人日
子过得和和美美遥周开容反问我袁野您说嘛袁任老师是不是您当年的
教育培养袁给我的人生打下了基础钥我一个一点背景都没有的农村
妹崽袁如果当年不会说普通话袁也就没有了后面的机遇遥 冶
确实袁我这次回合川参加渭溪中学同学会袁见着同学们一个个
有所作为袁他们有的成为了重庆某区农行行长袁有的成为了校长尧
主治医师或商界成功人士袁真的感受到了做一个教师的喜悦遥同学
们说院野30 多年前还没有素质教育的说法袁但您给我们讲课是边讲
边画袁带领我们欣赏古诗袁语文课前三分钟让我们轮流演讲袁晚自
习带我们欣赏古典音乐遥 您给我们编排的文艺节目袁 每次都在镇
上获奖遥 冶
我忽然想起一个叫吉昌辉的男孩袁当年他冬天也赤脚上学遥我
送给他一双三元钱的解放鞋袁而今他在中国叶输血曳杂志任高级编
辑遥 一次我到成都他来看望我袁说了一句野我的恩师来了袁怎么都
要见冶遥
野没有任老师袁 就没有我的今天冶袁 听着不同的同学说出这句
话袁我想到的却是当年我能被评为合川首届优秀班主任袁其实是这
些学生给与了我感情上太多的东西遥
记得那年 7 月我考上了大学袁在离开学校的前一天晚上袁半夜
起来想最后看看校园遥 没想一推开窗户袁见着窗外睡着几个学生遥
他们说怕我悄悄走了袁就这样来守着我遥学生蒙刚说门口还有同学
呢遥我一打开寝室门袁果然见着门外的巷道里密密麻麻睡着我的学
生遥 当时我没有惊动他们袁迅速关上门独自在寝室抽泣了起来遥 要
知道学校昨天已经放假了袁学生们却还这样铺着席子睡在地上袁为
的是给我送行遥
天亮了袁 我带着行李走出校园时袁 学生们在校园门口站成两
排袁没有一个人说话遥 班长刘金琼默默地接过了我的行李袁给我递
上了一大把从山上采来的野花遥我也什么都没有说袁默默地从他们
中间走过遥 田间小路窄袁52 个同学走成了单行遥 我走在最前面袁很
快就听到了身后传出来了嘤嘤的抽泣声遥
经过渭溪场来到涪江边袁当我就要上船时袁岸上的学生们突然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喊声遥那天是下游的小沔镇赶场袁船上的农民
很多袁 我抱着野花被挤在人群中袁 看着岸上的学生一个个嚎啕大
哭袁心疼如割遥 船已经开到了涪江中间了袁船长得知岸上的学生是
在为他们的老师送行袁竟拉响汽笛袁让已经开到江心的轮船袁在江
边再绕行了一圈遥 当轮船重回岸边时袁 我根本不敢看岸上的学生
们一眼袁只是躲在人群中间袁任凭泪水默默地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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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袁旁边岩层凹进袁或者说是原来水流千年袁在山
腰十米高处形成了一道锅盖似的层岩袁 在层岩之
内袁 一些石钟乳清晰可见袁 其中一如倒挂的黑叶
猴袁左臂攀着山崖袁探下身子袁伸开长长的右臂想
从峡谷里捞起那自由摆动身躯的小鱼袁惟妙惟肖袁
调皮尧 闲适的意蕴袁 与峡谷内游动的小鱼相映成
趣袁到此便有野闲来听蝉莫做声袁愿做峡中自由人冶
之情志溢出遥
来到猴跳峡袁 水深赢丈却清澈见底袁 石壁陡
峭袁相去见方袁猴可跳峡袁有惊无险遥一条水面浮桥
穿峡而过遥走在上面袁晃晃悠悠袁便什么都不想袁屏
气凝神袁任凭欢快的游人嬉戏打闹晃动浮桥袁道道
天光从峡谷上方斜射而入袁 在水中幻化出粼粼波
纹袁自己便有凌波而渡袁如同仙人般感受遥 尘世繁
杂之念就荡然无存袁真是峡谷清尘洗心地浴
渐次行来袁蝉鸣峡尧蝴蝶峡噎噎道道飞瀑袁层
层清流袁鹰爪岩尧骆驼山尧方竹林袁飞索桥尧平坦道
噎噎每到一处都会读到一页页或华丽或朴实或细
述或简约或平易或美妙的自然之书袁 自然之美自
然之力自然神功自然调皮之情便跃然眼中曰 与水
亲近袁 或坐石山静听鸟鸣袁 或卧流水之畔闭目神
游袁 总会得到许多心得遥 我问一个清洗护栏的女

第一次见到文峰塔袁 我还是个少
年袁正在读书遥
周末袁和同学坐过河船袁涉长江袁
爬了半天坡袁才抵塔下遥 路很荒袁四周
是草袁没有任何被管理过的痕迹遥好在
塔门左侧袁 有清代万县知县冯卓怀撰
写的叶文峰塔记曳袁上面的铭文风化得
不严重袁依稀可以分辨遥 文辞简约袁叙
事朴实遥 其大意是院自唐宋元明以来袁
万县这个地方袁文人名士稀少袁而文风
又视为风水之盛衰的标识袁 要使万县
城变得磅礴大气袁 最好建一座振兴文
风的塔袁不然袁这个地方人文英才无法
显现遥
此塔修于清 同治八 年 袁 即公 元
1869 年袁砖石结构袁共 13 级袁塔体通高
约 36 米袁内曾有木梯可上塔顶遥 塔基
为素面圆形遥 初名为文风塔袁后以讹传
讹袁称为文峰塔遥
100 年后袁 仍然独立在这个叫东壳
子山的地方袁饱经风霜袁实在不易遥清晨袁
从万县古城向东遥望袁太阳恰好从文峰
塔附近冉冉升起袁满有诗情画意遥 文峰
塔旭日东升寓文风兴盛袁人才辈出遥
文峰塔袁 是旧社会人们希望本地
士子进科举袁旺乡邻袁最直接的体现遥
同时袁也是本地方的一种荣耀遥 可见袁
那个年代对文化的渴望和追求袁 尤为
炽烈遥
文峰塔是不是改变了万县的风水
呢钥 万县现尧当代袁还真出了不少知名
作家尧学者尧诗人遥 比如何其芳尧杨吉
甫尧张永权尧蒋孔阳等等袁在文学尧
文化界袁甚有影响遥

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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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知道袁 两丝河是
乌江的女儿袁 是故乡的母
亲袁是一条河流遥
澄澈的水袁
孕育最温暖的光
热遥 河岸的兰香袁
织成最广的云
霞袁 遮罩太阳
的产床遥

两丝河
河流痛苦而幸福的吟
哦袁从亿年前穿过风雨袁滴
落在每一片茶 叶之上袁晶
莹剔透遥
紫色之花席卷每一寸
水波袁 荡漾的氤氲缭绕着
指尖袁点点星光腾空而起遥
在血色的朦胧之中袁
神性的光辉照亮天际遥
血是浓缩的水袁 我们
的生长都与水有关袁 庄稼
也不例外遥
直到今天袁 还永远怀
念着那一抹酡红遥
在每个晨昏遥

工袁身
在黑山谷
最大的收获
是什么钥她灿
烂一笑袁快乐浴 呵
呵袁快乐浴
是呀袁劳动快乐!
童年的游乐园叫
劳动者快乐浴 看到有人
做大巴田袁 弯弯曲曲
享受自己劳动成果而满足
的童话很顽皮袁 构思
又何尝不是一种更丰富 的快
乐钥 游黑山谷袁享受到的不正是
无数个劳动者辛勤付出而换来的
成果吗钥 有天然之韵袁更有劳动之魂! 何
况游读风景本来就是一种丰富身心的野劳
作冶袁有体能之累袁更有精神之乐遥 如此益智
修生健体袁岂不是快乐极致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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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文峰塔
专门写作的这十几年袁 我和文友
多次到文峰塔下袁 曾经入内登上过几
层袁因空气污浊而没有到底遥 但喜欢在
塔边的草地坐而论道袁或沉思冥想遥 每
次袁多多少少都有收获遥 或许袁这塔给
我带来了灵感袁我沾了塔的光遥
其实袁全国的文峰塔还真不少袁建
造文峰塔的目的有三院 希望或象征当
地人才辈出尧多中科举曰以塔来补全风
水上的空缺尧求得完整无瑕曰借塔高大
的形制袁来作为地标遥
全国出名的文峰塔不少袁 比如海
南的丁塔袁也是建于清代袁建塔后乡里
一次就有 6 人中举遥 所以崩塌后袁一片
呼声重修袁乡绅积极响应遥 现在已是本
地的一大胜迹遥
常山的文峰塔袁 还有一则神奇的
传说遥 严嵩当初赴京会试袁途经常
山袁因长途跋涉又遭疾病袁潦
倒在塔山庙中袁塔山下
的詹家太婆闻

在巴山的土壤中野谣冶过岁月
在位于长江三峡地区的万州袁 喜欢
读书看报的人也许都还记得起那首诗歌
叶喊海谣曳要要
要野唱惯巴山喊山调袁如今唱
支喊海谣袁长声悠悠向东飞哟袁山歌绵绵
海涨潮遥 哟嗬嗬要要
要袁哟嗬嗬要要
要袁海涨
潮袁海涨潮噎噎冶
那是向求纬作为万州知青到城口落
户后袁于 1979 年发表在叶诗刊曳纪念建国
30 周年专刊上的一首诗袁后来还得了奖遥
也就是说才十八九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向求纬袁一开始就把他的野根冶扎在大巴
山区厚实的泥土里袁 扎在现实生活不竭
的源泉中遥 他到城口插队落户袁后来一直
在那里待了 20 年遥 他认为越是艰苦僻远
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袁 越能给作者提供新
鲜的尧新奇的写作素材和创作灵感遥 当时
大巴山的山歌谣曲犹如一根美妙的红线
连缀着他艰苦劳累却又劲头十足的知青
生活遥 你想想院山高林密袁人迹罕到袁身背
弯刀葛藤尧腿缠绑腿尧脚蹬蔴草鞋进老林
砍柴挖药袁 毫无顾忌尽其所能放开嗓子
啊嗬连天地连吼带唱袁 无人干涉无人指
责无人品评无人欣赏袁 那份唯我独尊痛
快淋漓歇斯底里透肠亮肺呕天哇地的感
觉 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活和创作的最
适宜的状态冤袁怎能不吼出写下几件打动
人的东西来浴 1969 年他写了一首叶解放军
宣传队进山来曳的诗歌袁民歌风格袁五六
十行袁 刊登在当时极难登上的 叶解放军
报曳副刊上袁还给配了副插图遥 当时有支
解放军伐木队在巴山伐木袁 巴山中学的
学生拿报纸给他们看袁 跟他们说院野叔叔

讯袁认为正好应证了自己晚上野黑龙盘
塔冶的梦兆袁这落难书生袁日后必做高
官遥 因此袁詹家太婆便与詹太公商量袁
差人将严嵩抬回家中袁延医诊治袁悉心
照料遥 严嵩非常感激袁恳求二老收作义
子袁发誓日后若发迹袁定当重报遥 后来袁
严嵩高中进士甲科袁被选入翰林院袁授
内阁大学士袁 从此飞横腾达袁 成了权
臣遥 被他人弹劾袁削职为民袁乞讨为生袁
又来到常山遥 常山的一些乞丐发现此
人是严嵩袁便齐心合力将他压死在一
堵土墙下面遥
文峰塔让严蒿发达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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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写
出一些不安分的 句子袁装
饰着五彩缤纷的世界遥
小小的太阳袁 被河流
滋养得日渐强壮遥 毋庸置
疑袁那些花儿袁汲取的是水
和石头的精魂遥
从河里爬出来的身
子袁 湿淋淋地翻 滚跳跃袁
洒下一路花朵和 茶香袁和
一路叫做正直和善良的
民谣遥
花朵的美丽经年不
息袁茶叶的醇浓历久弥香遥
鱼儿是河流的子民袁
是太阳的兄弟袁 是传说的
种子袁一颗颗蓬勃生长遥
有一条流进了黄氏宗
族的庙堂袁 衍生出鱼儿碑
的故事遥 在一片葱茏的田
野袁 鱼儿穿透历史的壁
垒袁 鲜活地展示着昨天的
影子遥
水井沟的虎啸隐隐传
来袁太阳已爬上中天袁继续
向更远的灿烂前行遥
这条河流袁 这片诞生
神圣的热土袁 满地是艳丽
的芬芳遥

民俗
风情

阴马 卫

也让他死亡遥 可见袁塔也爱憎分明遥
乡村的文风塔袁 是乡村人们心中
的念想所在院子孙有文运袁成为儒士袁
而非农人遥
乡村的文峰塔袁 是乡村热
爱文化的标志遥

ZXFK

百姓
记事

阴 陈倩兰

三峡文化的执着守望者
看看袁这是我们向老师渊当时他在中学代
课冤写的你们解放军呢浴 冶
在大巴山区的 20 年时间里袁他除了
创作文学作品袁还采写了很多新闻稿件遥
城口山高路远袁交通不便袁他便充当了省
级地区级几家报刊的编外 野驻地记者冶袁
采写发送稿件遥 城口左岚乡老赤卫队员
陈良魁袁1960 年曾到毛主席家里作客遥 每
年野八一冶建军节袁成都军区尧万县军分区
都约请向求纬前去采访他袁 写作专访或
署名文章遥 后来向求纬和这位老革命建
立了很深的感情袁 陈良魁逝世后的万人
追悼大会上袁向求纬代表其亲友致悼词遥
向求纬在采写城口土特产要要
要生漆的过
程中袁 将其特点归纳概括为几句歌谣院
野银浆清如油袁照见美人头袁摇起虎斑色袁
牵起钓鱼钩袁味香肯抓木袁耐腐又防朽遥 冶
后来这成为城口大木漆出口远销的商标
表述语遥
而我们这位业余作者袁 业余作家袁
在那里用去了他 18 岁到 38 岁的 20 年
时光噎噎

在峡江的山水间辛勤采撷
如果说向求纬在大巴山区采访写作
还都是野业余冶袁还都是凭着兴趣和爱好
的话袁 那么他 1985 年被调到万县日报作
编辑记者袁 就算是开始了他的专业记者
生涯遥 那年他 38 岁遥
三峡工程兴建尧三峡移民搬迁尧全国
对口支援尧 三峡环境保护尧 三峡文化传
承尧三峡文物抢救尧三峡典型人物凡人小
事噎噎凡此种种袁尽入向求纬野法眼冶袁他
为此不遗余力袁日夜辛劳遥 大凡不通公路
交通不便的地方袁 穷远荒僻采访格外艰
苦的地方袁总是他自告奋勇报名前去袁有
时一去就是十天半月袁跋山涉水袁历经艰

辛遥 他采写的长篇通讯 叶三峡移民大预
演曳袁在叶光明日报曳整版刊载袁还被新华
社作为通稿编发遥 他为了采写长篇通讯
叶三峡文物大清点曳 和 叶三峡文物沉浮
录曳袁跟着各地文物保护工作者走遍了巫
山尧奉节尧云阳尧万州尧忠县等地的地上文
物景点和地下遗址发掘点袁 亲睹文物考
古工作人员一次一次考证袁 一点一点发
掘袁一寸一寸修复袁体味他们的艰辛袁考
量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袁 采写有
价值有分量的典型报道遥 他采写环保题
材的重点报道叶只有一块三峡库区曳时袁
除了在长江沿线采访搜集思考袁 他还深
入到长江支流大宁河尧梅溪河尧澎溪河尧
汤溪河尧苎溪河尧乌江等地采访遥
向求纬是个走到哪里都想有所独特
发现的野有心人冶遥 他在大山大峡大江大
湖采访跑得多了袁 也就是说摆在面上的
大题材写得多了袁 训练培养了他从细微
处发现大信息的能力遥 有次他到云阳采
访袁听说江口镇在河边围河造地建新城袁
他便前去江口遥 他发现这可不是一个普
通的乡镇改造荒滩增加土地的问题袁这
事和整个三峡建设联系起来衡量袁 极有
普遍性和代表性遥 三峡蓄水袁有多少回水
末端钥 有多少消落带钥 这样的地方怎样改
造利用钥 怎样使其发挥更大效益钥 于是他
写了篇叶三峡库区要要
要回水末端造土地曳
的报道遥 他这样写道院
野三峡蓄水袁众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
去了袁然而一个同样应该引人注目的耶细
节爷却往往被人忽视院三峡库区年复一年
被江水侵袭的库岸亦即土地袁 那被升降
的江水戏弄于涨落之间的消落带曰 更有
甚者袁随长江水耶起舞爷的大大小小的支
流袁那些数不尽的潮涨潮落的回潮尾水袁
似无数条任性的顽童的耶舌头爷袁舔噬着
一寸一寸尧一尺一尺尧一丈一丈原本就披

挂不齐的土地袁 河岸的土地袁 河滩的土
地袁零星的土地袁瘦薄的土地袁争分夺秒
抢季节种点庄稼或是搭个工棚的土地袁
种一季算一季的土地噎噎唉袁 原本就是
耶胡子上的饭爷袁吃不饱啊袁江河捉摸不定
的回水末端袁 加在一起可不是个小数目
啊袁那些土地怎样抢救钥 环境怎样保护钥
怎样利用钥 怎样开发钥 这似乎已经成了一
个不大不小的学问袁 抑或是成了我们一
时拣不进耶篮子爷袁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一
个大问题遥 冶
江口的这篇报道袁 引起了有关领导
和社会的关注袁 时任万县市委书记的陈
光国叫上向求纬袁亲自到云阳江口视察遥
他对江口镇因地制宜改造荒滩围河造地
的做法很感兴趣袁 还对规划在河边的江
口新镇建设作了指示遥 他握着这位记者
的手说院野求纬袁你做了一件好事浴 冶
作为记者和作家的野两栖人冶袁向求
纬如今已年过古稀遥 然而他写作的热情
不减袁观察事物思考问题的智力不衰袁他
没把自己当野老年人冶袁没把自己当社会
生活的野局外人冶袁他还在 观察 袁还在思
考袁还在采访袁还在写作袁而且作品连连袁
佳构不断遥 他最近每年都为三峡国际旅
游节尧对口支援洽谈会尧万州区运动会等
活动撰写文艺节目解说词遥 2017 年被中
央新影国际文化传媒总导演杨书华请到
北京袁担任 7 集大型纪录片叶新三峡曳的
总撰稿和文学顾问遥 他创作的长篇散文
叶巴山老知青曳2017 年荣获万州文艺奖和
重庆文学奖袁已被央视导演买断版权袁即
将拍成电影遥 他目前正在写作 20 万字的
长篇报告文学叶永远的绿洲曳袁追寻一位
优秀人民教师的成长轨迹噎噎
我们有理由期待向求纬如他所说院
野争取每年给读者一个小惊喜冶遥 祝愿他
生命之树长青袁文艺之花长开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