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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重庆龚滩古镇，已是暮色苍
茫时，远望灯火阑珊，古镇笼罩在梦幻
光晕中，增加了些许神秘韵味。

走进老镇，就有当地居民向我们
推荐农家民宿，价格也很便宜。为了
更好地赏玩龚滩古镇的夜景，我们决
定入住一家临江的三星级酒店。

晚餐时，我和老公及同行的姐姐
在酒店观景长廊上围桌而坐，悠然打
发闲适时光。几步之遥的邻桌上，有
位参与龚滩整体搬迁项目的参与者正
与客人聊起参与该项目的成就感，我
们一边吃着美食，一边听着他的创业
故事，这让我想起一句流行语：你的选
择决定了你的高度。

龚滩古镇自古是乌江流域乃至长
江流域的货物中转站，是酉阳“千里乌
江，百里画廊”的起点。因下游修建电
站，2006 年古镇顺流而下整体搬迁，
打造龚滩新古镇，江面扩宽两到三
倍，水深度由原来的几十米上升至百
米左右。

一夜好眠，清晨，我被姐姐叫醒，
她已经迫不及待想去古镇逛逛，再去
乌江百里画廊观摩一番。

古镇保留着土家族最原始的风貌
特征，而我却被吴冠中博物馆吸引，站
在博物馆门外的介绍牌边驻足观看他
的个人简介。

你了解吴冠中？老公问我。
嗯，我编辑过周文洁老师的一篇

《吴冠中“喊”妻》，上过我们《紫檀雅
会》的电子期刊。平常都是老公给我
讲故事，这次终于轮到我给他分享吴
冠中老先生的爱情故事。恍然间，吴
冠中画作中的白墙黛瓦，极远处的乌
江绿波，江岸青山翠染，尽入眼中。

从古街回来，我们决定退房后再
去领略百里画廊的魅力。刚进酒店
大厅，一土家族女服员就微笑着迎
了上来：“女士您好！请问这是您的
腰包吗？”

“啊！就是就是！”姐姐一怔，连
忙感谢，并按照正规手续说出包里的
基本信息：身份证、社保卡、几千元现
金等。

回到酒店房间，姐姐问：你说我是
不是该表示一下啊？你说给多少酬谢
合适呢？

我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建议道：
“你至少该拿出 10%到 20%去感谢人
家，才有诚意哦！”姐姐风一样地出了
房间。待我收拾完行李赶到楼下，她
的感谢费还一直捏在手里。

酒店经理和那位年轻漂亮的土家
族女孩，脸上洋溢着淡淡的微笑。“这
是我们应该做的。”女孩扬扬如瀑长
发说。

离开酒店，在乌江游艇上乘风破
浪，青山依依、绿水碧波，濯涤我们的
心绪。游艇导游也是一名土家族女
孩，热情大方，主动为我们拍照留
念。她说，乌江隔开一个贵州省和
一个重庆市，谐音就是“一生一世”
的寓意。

离开龚滩，收到朋友的信息，说真
正的乌江画廊是在龚滩上游到万木
一段。我其实在想，从“好看”的角
度，或许龚滩不如龙潭古镇、后溪古
镇、边城等养眼，但我在龚滩“百里画
廊”遇见的最美风景却是善心和感
动，那土家族姑娘醉人的甜美，那淳
朴可爱的样子，永远定格在我记忆的
胶片里。

龚滩土家女孩的可爱笑容
□金宁士

一直以来，我对澳门的了解都是
来自各类教科书里的介绍、文艺作品
或新闻媒体上的描写，还有不时从熟
悉不熟悉的人口中得来的点点滴滴。
前不久，我终于满怀新奇地走进了澳
门的怀抱。

没想到，狭小的澳门居然会有那
么多的山，地势会那么复杂多端，会有
那么多美不胜收的旅游景点。走进澳
门，我才发现，那里的东望洋山、西望
洋山、柿山、莲峰山、螺丝山、青洲山等
等，都是那么多姿多彩百看不厌的名
胜风景。其中的柿山还曾被辟为炮
台，筑有坚固的石墙，仿如欧洲古堡，
气势雄伟。

上得东望洋山，发现山上有古老
的灯塔，还有巨大的风球。就在某个
夏天，这里曾遭遇过强台风。台风来
临前，风球定会在灯塔上高高挂起吧，
挂在这小岛最高的地方。但愿赶海的
人能够看到安全，看到温暖，看到希望。

每到一个高处，都可以看到今天
澳门的新地标，旅游塔和新葡京。旅
游塔的形象温和，似乎少了个性。新
葡京却可以毫不费劲地聚焦人们的视
线。无论在哪里，无论从哪个角度，这
座金光璀璨的、高高在上的建筑，总是
占据着视野空间的黄金分割点。

专门选了个下午又来到南西湾。
从南西湾远眺，教堂等建筑屹立于山
峰之巅，巍峨壮观；傍晚，建筑物背光
而立，像剪影似的轮廓镶嵌在云端，庄
严秀丽。山顶环境静谧，凭栏远眺南
西湾一带，层楼幢幢，南海滔滔，碧空
帆影，大桥跨海，风光旖旎。澳门的房

屋建筑，有中式的古老大宅，也有西洋
式楼房；有明清的古庙，也有欧陆式的
古雅教堂；而今又增加了不少现代高
楼大厦。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
建筑风格融汇并存，使这座海港城市
别具情调。

位于青洲鸭涌河畔的纪念孙中山
市政公园，是澳门最大的公园。园门
立有孙中山先生的全身铜像。

妈祖庙对面是海事博物馆，建筑
造型精致，采用图片、沙盘和实物，不
仅详细介绍了澳门所处的地理环境，
历史上与东方和西方的海上联系，还
展示了各大洲、各国各种航船的发展
情况。我们还参观了葡萄酒博物馆，
了解到世界各国尤其是葡萄牙的酿酒
过程和多样的葡萄酒品种，还可亲口
品尝葡萄牙醇美的葡萄酒风味。然后
再去对面的赛车博物馆走走，那里展
出的有历届赛车比赛前几名的跑车和
赛车，还有许多种老爷车，真是琳琅满
目，美不胜收。

比起澳门半岛，水仔、路环两个岛
居民少得多，这里树木繁茂，环境幽
静，同样有许多游玩散心的好去处：
WESTING酒店，号称“六星饭店”，它面
临南湾，远处是大海、沙滩，近处有椰
树临风、喷泉呈虹，景色十分优美；黑
沙滩，整个海滩都是罕见的黑沙，均匀
细软，赤脚走过，别有一番滋味。

好多人说澳门是一个欲望丛生的
花花世界，但游历了一遍后我发现，那
些放纵欲望的大多都是外来的过客，
当地人则安静地生活在自己的角落，
冷眼旁观那些过眼烟云。

澳门走笔
□巴山

我“跌”入了千岛湖。蓝天下，
一湖青山绿水，一湖正值孕期的麦
子油菜，眼神所到之处，掩藏不住
的绿铺呈开去，仿佛一壶酿造于山
水间的天然窖酒。

这里的千岛湖，可不是浙江那
个千岛湖。它位于中江县境内，跨
越龙台、双龙、高店、继光四个乡
镇。空中俯瞰，一望无垠的水用柔
软的缎带把一座座小山隔离开
来，形成一个个或独立对望、或绵
延相牵的小岛，中间点缀几个炊
烟袅袅的村庄，静谧、安详，一如散
落天地间的星子，明明灭灭于水波
潋滟之处。

假日，应友人相邀，荡舟千岛
湖。从双龙入水，乘冲锋舟御风而
行，前面，太阳就挂在眼角，红得明
丽却并不刺眼；身后，快艇激起的
水浪划出一道长长的飘带，如一尾
逐浪的鱼，欢跃着、奔跑着；两侧，
时不时有白鲢跃出水面，与麋鸡子
争相在我们面前炫耀着技艺，往往
不待我们相机定格，它们就又隐入
水中，荡漾开一圈圈波纹。

开冲锋舟的师傅是个水二
代。在他的口中，岛上那密集的树
林如童话中的城堡，到处都是顶着
小伞的蘑菇；斑鸠、野鸡、鹞子、白
鹭、老鹰、野兔、野鸡……或各自占
山为王、或和平共处，日夜守护着
这片水域。

水是有生命的，吞下日月星
辰，吐出肥美鱼虾；吞下春的鲜花，
吐出夏的苍翠；吞下菜花、秧苗，吐
出油菜、稻谷……季节也在吞吐之
间无限循环。也是从水中倒影里，
我看见一个个血脉打上故土烙印
的老农牵牛荷锄，衔着旱烟从田埂
上走过，炊烟里也就有了新鲜的瓜
果香味；一叶叶小舟从水天相接处
迎面而来，一顶顶帐篷在树丛撑起
一片阴凉。不久，鱼篓里也有了活
蹦乱跳的裸斑、鲈鱼、鲫鱼……

这次到千岛湖，其实是想了个
心结儿。之前听说，千岛湖大坝上
的几个大字是我幺爷爷的作品，便
想去求证。当冲锋舟在大坝边停
下，我迫不及待跳下来，翻过栏杆，
沿着长长的石阶走到大坝底下。
当几个大字静静出现在眼前，我伸
出双手，触摸到它的温度。可那一
刻，我又犹豫了，这真是幺爷爷的
墨宝吗？其实想想，不管是不是，
我与它这样亲近过，已够了呀。

中午，在湖中小岛石坝坪靠
岸，踏上小岛那一刻，我有种误入
世外桃源的感觉。桃李刚刚挂果，
地里芫荽开得灿烂，大白鹅悠闲地
踱着方步，鸡妈妈带着小鸡在地里
觅食，虞美人静静地开放，桑葚红
得发紫，一嘟噜一嘟噜散发着诱人
的色彩，摘一颗放进嘴里，酸酸甜
甜全是儿时味道……

在农家乐坐下，眼前是一望无
际的湖水，脚下一只田园犬摇着尾
巴穿行，鼻中阳光略带腥味，一只
蜜蜂趴在玻璃窗上，好奇地看着我
们这些不速之客。随行张姐是一
位老水利人，面对千岛湖深情地诉
说着水利人的坚守，说着千岛湖给
当地人生活带来的变化，整个眉眼
中都洋溢着笑意。

我仿佛看见湖水如一条条毛
细血管，朝着四面八方延伸，一直
渗入梯田深处，万亩耕地，麦浪起
伏、稻花飘香，千家农舍，鸡犬相
闻、炊烟袅袅……

中江
有个千岛湖

□唐雅冰

邛崃平乐镇长庆街有
家老茶馆，正门有正楷书写
的对联，左边“进屋闲喝盖
碗茶”，右边“出门漫步老街
子”，虽然不很工整押韵，但
契合实际情况。从正门进
去，上二楼，才是喝茶的地
方，木制建筑的门窗透着沧
桑色彩，暗淡的本色木纹，
无声地向人们述说着茶马
古道上茶馆里的人来客往。

2000多年的历史，是南
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西
出蓉城重要驿站，“秦汉古
镇，川西水乡”的山水韵律，
古街古桥古树的文化风韵
……百度介绍的平乐古镇
让我目不暇接。

八店街，北起于平乐镇
的乐善桥头，南接糠市街，
长约20米。因街道仅有铺
面 8 间，定名为八店街（亦
说八殿街），街通糠市街琴
音码头，来往人群熙熙攘攘
得以繁荣。八店街口有一打
铁铺，此铺已近百年，师傅姓
王，家传三代，技艺保持不
错，现在铁铺继续为古镇居
民打制各种生产生活用具。

我到的这日，王师傅没
有开业。趴着门缝往里面
张望，见铁炉、风箱、煤炭等
物品错落有致摆放，“张打
铁，李打铁，打把镰刀送姐
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
要回家割小麦”，想起我儿
时唱过的歌谣，好亲切哦。

驿站里人来人往，甚是
喧嚣。我看到一个外国人，
黄头发、白皮肤、高鼻子、蓝
眼睛，说话“叽哩咕噜”，他
找个本地人领着来到了平
乐的芦沟幽谷，对卧佛翠竹
甚感讶异，听当地人解释

“竹为佛依，佛是竹魂”，便
频频点头。

他迈步走上建于清光
绪年间的金鸡桥，桥是石板
拱桥，桥前鸡头桥后鸡尾，
他跨足桥下左看看，踱步桥
上右瞧瞧，禁不住抚掌大
笑 ，竖 起 大 拇 指 ：“GOOD！
GOOD！”他到长庆街茶馆喝
茶，学茶客模样，跷二郎腿，
咂一下嘴巴喝口“明前茶”，
真是个可爱的老外。

攀谈中我得知，他最感
兴趣的是地处平乐镇骑龙
山城隍岗的秦汉驿道。他
知道这条驿道，是一条当年
由成都出发，经邛州、雅州
通往遥远的吐蕃、党项、南
昭等少数民族的交通要道，
是茶马古道的起点，也是川
藏边茶贸易的通道。当地
老人说这条道路叫“马道
子”，很久以前，马、牦牛、骡
子、脚夫，走过这里……我
经过时仔细观察，这段驿道
遗址长约两公里，路面宽四
米，呈鱼脊背状，中央用河
里白色大鹅卵石铺就一条
笔直的中心线，路两旁有山
石砌成的半人高墙垣，坚
固，千百年来历经风霜雨雪
人为破坏，仍能够保留如此
完好，可见当年修路人的用
心良苦。

平乐古街
印象
□李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