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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这里被誉为太阳神的故乡！
天开亮口，从红霞胎盘中喷薄而出的光
芒，照射在一个叫四川岩子的山上，两
座原本光秃秃的山峰，霎时变成一对孪
生太阳。这对孪生山峰折射的光，瞬间
点燃山岗旷野。这下可不得了，绿的山
绿的林绿的田园，天地万物一下子汇成
一片绿色的海洋。晓风过处，这海洋
上，澎湃起一波又一波翡翠的涛与浪。

浸入这绿色海洋，才真正从梦中醒
来：原来，这海，非海，是连天接地一眼
望不到边的桑林。此时，人间芳菲四
月天，我们走进有中国桑葚王国美誉
的盐边，在这个南丝绸之路、茶马古
道、古盐道交汇的要冲，去寻找那些我
们丢失的与遗忘的。引领我们的，是
有“中国桑葚泰斗”美誉的刘茂祥和他
的海归女儿。

从丽江境内流过来的南阳河上，横
着一座接续川滇两地的古老索桥。桥
上，一位手执油纸伞，身穿白色丝绸长
裙，脚穿花布鞋的妙龄女子款款而
来。桥下，正在古桑林中采桑叶桑葚
的人们蜂拥而至，迎接这位飘然而至
的“天仙”。

此情此景，是一场还原当地古朴风
俗的真人秀：嫘祖驾临。据民间传说，
当年嫘祖从太阳神处得知，川滇边界
有一块绝美圣地，当即插上蚕丝做成
的双翼，从盐亭飞临这片红土地上空，
撒下了一把把桑树种子，并给这里命名
为盐边。

“崎岖道仄鸟难飞，得得寻芳上翠
微。一径寒云连石栈，半天清磐隔松
扉。”这是清代诗人渝杨描写茶马古道
的佳作，那时此处，堪比李白笔下“难于
上青天”的蜀道。数百年后的今日，沿
着一条淙淙流淌的小溪，穿过一片西瓜
地，汽车便驶入一曲九拐的山路。这
路，虽没有诗中描写的那么险峻，但也
实在陡峭难行。穿过这段山路，才发现
手心里攥着一把汗。

车在一个山垭口停下。环顾四周，
但见群山环绕，山谷村庄云蒸霞蔚，美
不胜收。路上经历的险与难，顿时觉得
值了。山垭口，一株巨大的黄桷树伫立
山梁，隔路相望的，是一棵妖娆的攀枝
花树。

一个白发老者牵着一头毛驴，和着
嘚嘚的蹄声缓缓而来，毛驴背上托着两
筐桑葚。后面，背篼提筐推着鸡公车的
妇女接踵而至，她们在这里汇集，摆开

一条桑葚的货廊，一溜灿烂的紫色，绵
延开去，一眼望不到头。

“我爷爷的爷爷听他爷爷说，这个
垭口是四川过云南丽江的幺店子，一年
四季，贩丝绸的、卖盐买茶的‘牵起线子’
（意为络绎不绝）。他们还从成都带来桑
树种子，在沿河两岸，道路两旁，房前屋
后，山上山下，栽了大片大片的桑树。
前人栽树，后人享福。你看这一片古桑
树，给我们带来多少好处哇！”谈起漫山
遍野为当地祖祖辈辈带来荫庇的古桑
树，大爷如数家珍。

一棵古树！那绿色华盖直径足有
十多米，潇洒地舒展在蓝天白云下，也
不知在眼前这座红土墙老青瓦的院落
前挺立了多少岁月。“见过大桑树，没见
过这么大的。”同行的小姑娘难以置信
地感叹道。

树根从土地里冒出来，曲曲弯弯地
从院墙根延伸开去，像一只古老大手上
纵横的经络；细观树干，不知是哪一代，
生命枯竭了，在树体留下一根枯木，至
今依然高昂着“头颅”。在枯枝旁，无
数代的枝干前赴后继，延续着绿色的
生命。树叶间，密密麻麻，挂满红的、
半红半紫的、黑金紫的桑果，看上去不
少于千斤。一位老人说，她出嫁时，这
树就这么大，还是在大树下办的结婚
喜宴呢。

一行古树！来时的公路旁，从山脚
开始，脸盆粗细的古桑树像是列着队，
一直绵延到山顶。交头接耳、首尾呼
应，列队迎送千年马帮，百年兴衰，形成
南丝路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如剑门古道
皇柏林一样壮观。

一村古树！有客自远方来，山里的
狗、鸡、牛、羊，合奏着生动的迎宾曲。
古村落里，桑树从路两旁伸出臂膀，在
路的上空搭成一条时空隧道。穿行其
间，似乎在与当年栽树的古人对话。房
前屋后，田埂地坎，成百上千亩的古桑
树，构成一幅动人的图画。

站在高处，放飞无人机，镜头里徐
徐展现：远山近岭，千株万株，古老的桑
林正焕发勃勃青春。此景只应天上有，
人间难得几处见。

“我们准备在这里建南丝路桑葚文
化博物馆。”走进刘茂祥的桑葚实验林，
树荫下，众人品尝着他在古桑树桩上培
植的虫草果、黑珍珠、白玉果等新品种，
听他描述自己的梦与远方，我不禁心潮
起伏：创造和发现，是生命的原动力。

南丝路上的活地标——古桑林
□郭光泉

二郎和二郎关
□李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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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有二郎，又有二郎关，有人把
两个地方混为一谈，其实相差甚远。

二郎现属九龙坡区，地势较为
平坦，早已是繁华城区，高楼大厦林
立，设有二郎街道和二郎社区。二
郎关现属沙坪坝区，地处歌乐山上，
较为偏僻，仅有小路相通，周边少有
人家居住。两地直线相距约4公里，
若要步行，可能要走上两个小时。

二郎和二郎关的得名，都源于
二郎庙。旧时，川渝地区到处是川主
庙、二郎庙，几乎每个乡镇都有一座川
主庙或二郎庙。川主庙供奉的是修建
都江堰的蜀郡太守李冰；二郎庙供奉
的是二郎神，他不是《西游记》里的杨
戬，而是李冰的二儿子李二郎。

川人供奉李冰，那是没得说
的。都江堰至今依然起着防洪、灌
溉的作用，川人受其恩惠 2200 多
年，不供奉怎行？但为何要供奉李
冰的儿子、而且只供奉李冰的二儿
子呢？这来自于“二郎擒龙治水”的
传说。

为治理岷江洪水，李冰派李二郎
到上游查看。李二郎来到玉垒山，碰
到骊山老母。骊山老母告诉他，要消
除水患，必须制服岷江里的孽龙。

李二郎和他的梅山兄弟化成童
男童女，让骊山老母送给孽龙当贡
品。孽龙吞下后，肚子痛得不得了，
把李二郎吐了出来。但李二郎早就
用铁链拴住孽龙的心，把孽龙丢在
宝瓶口的水里，让他把嘴巴张起往
宝瓶口吐水，因此，那地方就叫伏龙
潭。有了宝瓶口，岷江水一分为二，
有了内江、外江之分，李冰就此建成
了都江堰。

史书没有留下李二郎的样貌，
人们只好按《西游记》里的杨戬形象
来塑造。不过，与外地不同，川渝地
区供奉的二郎神有一个独特之处，
就是他是架腿而坐，还跷着一只
脚。我们说的“跷二郎腿”，就是这
样来的。

《巴县志》说，二郎关在“城西四
十五里，自车歇铺石磴而上，五里许
抵山巅，复傍岩曲折，万仞深壑，一
门洞开，斯又为佛图关之锁钥”。车
歇铺就是现在的上桥，处于二郎与
二郎关中间。旧时，二郎关关口处
有一座二郎庙，关以庙而得名。

重庆城三面环水，从巴国开始，

其威胁主要来自东西两面，如东面
的楚国和西面的蜀国。从东面来攻
打，只能走水路，于是筑有捍（扦）
关、江关、阳关三关。为捍卫重庆
城，在其西面也筑有三关：龙洞关
（在靠白市驿附近的中梁山山坡
上）、二郎关、佛图关。三关一破，剑
指通远门，重庆城就岌岌可危。

历史上，二郎关曾发生过多次
激战，最著名的是秦良玉带兵剿灭
奢崇明叛军。秦良玉领兵在白市
驿、马庙等地打败叛军，乘胜追击，
夺取龙洞关，占据中梁山西、中两
岭，进逼东岭的二郎关。在秦良玉
的连续攻击下，叛军统帅黑蓬头被
活捉，秦良玉趁势夺取二郎关，斩俘
无数，取得大胜。随后，秦良玉又攻
下佛图关，收复重庆城。

清康熙年间任重庆镇中营游击
（大体相当于如今的旅长或团长）的
浙江人鲁岱，曾率部路过二郎关，写
了一诗：“严关今不闭，自古岂虚
名。峻岭碍云路，危峰触玉京。佛
图郊已近，此地戍非轻。未雨终难
必，绸缪空复情。”

旧时军阀混战时期，二郎关也
经常发生战事。1923年，邓锡侯的
第一军与杨森的第二军在二郎关一
带打了两天两夜。杨森不敌，二郎
关失守。邓锡侯占领二郎关，直趋
佛图关，夺下重庆城。据说，二郎关
就是因此次战乱而毁塌的。

其实，古代所谓的关是相当简
陋的，无非是一堵城墙，中间一个城
门而已。如果地形开阔，也可能建
一座小城，可据城固守。军阀混战时
已有现代火炮了，虽然可能只是野
炮、迫击炮之类，那关城也经不起炮
弹和炸药的轰击，毁弃也就很自然。

1937年出版的《巴县志》，已将
二郎关列入古迹，称其“关已毁”。
虽然关不存在了，但那险要的地势
却没变。二郎庙甚至还存在到上世
纪五十年代初，庙宇的殿房被当作
私塾的教室。此后，私塾停办，房屋
无人居住，因失修垮塌而无存。

二郎与二郎关都位于东大道
上。东大道是重庆到成都的官道，
也称驿道。二郎关位于中梁山上，
上山、下山还可走在当年的石板路
上，很多历史爱好者前往踏勘。其
景优美，可以引怀古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