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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古镇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袁 修筑于一座形
似奔马的山岗之上袁故又称野走马岗冶遥
踏进古镇袁感觉特别亲近袁宛若老朋友重逢遥 明
媚的阳光下袁偌大的明清建筑古戏楼尧沉睡的陈氏药
铺袁被层层迷离的光影罩住遥昔日的声声绝唱似乎还
余音绕梁袁在我的耳畔回荡曰药铺主人的卧室内至今
放置着雕花木床袁沉沉的黑里泛着幽暗的红袁白色的
蚊帐闪动着一丝灵光袁它仿佛是你前生的闺房袁依旧
透射着甜蜜而温馨的气息遥
走马古镇店铺不算多袁但古驿道遗址尧古街区尧
铁匠铺尧慈云寺遗址等至今尚存遥 徜徉其间袁随处可
见飞檐翘壁上悬挂着野老茶馆冶野杂货铺冶野剃头铺冶这
样古色古香的小彩旗袁在风中摇曳袁一下子把人带回
到那个遥远的年代遥踏上古镇的青石板路袁窄窄的古
镇错落有致袁古屋参差袁灯笼串红袁衬着木墙青瓦袁令
一座座古庭院韵味无穷袁也成就了古镇别样的美丽遥
当城市里的人行色匆匆为生计忙得焦头烂额的时
候袁走马人却把一杯清茶袁摆一通龙门阵袁蹲在屋檐
下摘一摘还带着露水的青青蔬菜遥那日子过得闲散尧
恬淡袁你不羡慕都不行遥
闯进一家旧货铺袁里面的收藏品琳琅满目遥可我
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赶马用的马笼头尧 马镫和马鞭
上遥睹物思人袁那当啷当啷的马铃声似乎又在古镇响
起袁 一队彪悍的马帮正徐徐走来噎噎正是这些南来
北往的行人把各种新鲜事带到走马古镇袁 才催生出
这个古镇不计其数的民间文化作品袁 创作出上千则
生动诙谐的民间故事遥
今年 75 岁高龄的刘远杨老先生便是走马古镇民
间故事传承人之一遥在一幢老屋古色古香的门窗旁袁我
凝神静气地聆听刘老先生抑扬顿挫地讲述古镇逝去
的岁月院古镇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袁到明代中叶开始鼎
盛起来遥因走马古镇西与重庆的璧山相邻尧南与江津接
壤袁所以走马古镇有野一脚踏三县冶的地理优势遥自古以

在我的印象中石柱黄水是避暑的天
堂遥 它地势高拔袁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优势袁成了原生态的康养福地遥 但这里季
节分明袁高原气候明显袁夏季这里车水马
龙袁避暑的人川流不息遥 但夏季过后袁便门
庭冷落袁住宿餐饮纷纷关门歇业遥 那么袁深
秋时节袁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旅游呢钥 又
能欣赏到什么呢钥 我的心中不免疑虑遥
然而袁诗意盎然的千野草场袁荡荡原

一场夜雨袁洗净了小城的灰土遥走在街上袁一阵风吹来袁清
凉凉的袁新铺设的宽阔的道路两旁袁一株株高大挺拔的小叶榕
树袁就像一群威武的哨兵袁守护着满城的绿色袁清风掠过袁叶子
哗哗作响袁好像在为城市鼓掌给力袁而不时从叶子上滑落的雨
珠袁调皮地蹦到行人的脸上和脖子里袁别是一番惬意遥
街头两旁的白色路灯袁经过雨水的洗刷袁更加光彩夺目袁
它们是光明的使者袁是夜晚盛开得最美丽的花遥花台里的那些
花花草草袁受了雨水的滋润袁也都争先恐后地给路人展示着妩
媚和翠绿遥 那座精致的小桥下袁不见了污水横流袁清澈的水面
上不时冒出小泡泡袁那是鱼儿的梦吗钥
远处映入眼帘的是那一幢幢尧 一排排美观亮丽尧 结构坚
固尧布局合理的新楼房袁如雨后的春笋袁拔地而起袁层次分明袁
错落有致的如莲花般开满了一个个花园式的小区遥 高高的塔
吊袁网织的脚手架是老城换新颜的标志牌袁一座新的城市将在
它们的怀抱里诞生遥看到了一群群眉开眼笑的农民工袁欢快的
进入了井然有序的工地袁 他们用辛勤的汗水建造着小城的美
丽袁从他们那写满笑意的脸上袁可以读出他们内心的欢乐和踏
实遥 小城因他们而鲜活袁他们因小城而充实富有袁他们也是小
城的主人袁和市民一样深爱着脚下的这片热土遥
晨练是小城街道旁最祥和的一道风景线袁跑步袁跳舞袁练
太极拳噎噎一切都在这个清新的早晨充满了活力袁 而最让人
感动的是一对年过花甲的老人袁女的腿脚不太灵便袁男的就倒
退着步子袁手上还拎着一个黑色的老式皮包袁里面应该装着药
品和食物什么的袁他们一个前行一个倒退着走袁双手紧紧的拉
着袁牵着噎噎那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啊遥此刻一切爱情的华
丽语言袁都会是一种苍白和无力遥真正的爱是无声袁无形袁无定
式的袁执子之手袁相携到老袁世间难得是一种永久的幸福遥
雨后的小城清净尧明媚遥 正如现在这里的天已经变蓝袁水
正在清澈袁城市品味正在提升袁人们素养逐渐提高袁城市建设
更加趋向人文化袁市民为在这里安居乐业而骄傲自豪遥
阳光穿过林荫道树上的枝叶袁 诗意般地落在人们的脸
上袁幸福从小城的早晨开始袁我们也该为小城的美丽做点事
情了噎噎

来袁走马古镇便是商贾往返渝州尧蜀都的必经之地袁是
成渝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袁往来商贾尧力夫络绎不绝袁
也留下了野识相不识相袁难过走马岗冶的民谚遥
这次来到古镇袁我有幸听到野建文帝落魄走马冶
的民间传奇遥相传明朝永乐年间的一个秋夜袁建文皇
帝朱允炆因被其叔燕王朱棣推翻并通缉袁 不得不扮
成僧人逃到重庆袁 夜宿走马岗遥 忽听一店客大声发
问院野幺师袁明天吃啥子哟钥冶厨师正磨刀嚯嚯袁粗声答
道院野吃皇帝的脑壳要要
要御头渊芋头冤浴 冶建文帝一听袁
以为厨师早已识破他的皇帝身份袁 这是要拿他的脑
袋献给官吏袁吓得连夜仓皇逃命噎噎
在走马袁小到三五岁的孩童袁大到耄耋老人袁开
口就能来上几段故事遥许多传统的故事传说袁在当地
家喻户晓袁长传不衰遥走马镇民间故事也因此被国务
院命名为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冶遥
带着满脑子挥不去的旧往传奇袁 沿着古镇的老
巷一路逛着袁 某个房屋的一角静默地躺着一个长满
青苔的石磨袁像是被传说留住的一段岁月曰大大的老
酸菜坛子补了又补袁 坛身早已遍体鳞伤噎噎走马古
镇触目所及的袁都是带有泱泱远古商贾文化的景物袁
显得原始而质朴袁 仿佛在向游人们诉说着古镇曾经
的繁荣与沧桑袁 一种恍若隔世的沧桑感不禁从我的
心底油然而生遥
古镇的尽头袁赫然伫立着一株百年黄桷树遥阳光
正暖暖地照着老树袁顿时灿烂了饱经风霜的绿荫遥从
绿荫漏下的一缕缕阳光袁 毫不吝啬地照着树下的藤
椅袁还有藤椅上悠闲的喝茶人遥这是怎样一幅闲淡惬
意的画面钥我所有的感官瞬间被调动起来袁决定背弃
城市里的躁动袁带着一颗重新起航的心驶入这里遥我
背靠百年老树袁就着一杯上下翻腾的茶水袁与朴实的
走马人把盏言欢遥此情此景袁我感觉自己正融入小镇
人的生活中袁又仿佛置身于那个错落的年代袁有些恍
惚袁又有些沉溺遥

支客师袁 就是乡村红白喜事
的主持人遥
只是他们不靓丽袁不时尚袁差
不多全是些中年人或者老头儿遥
但是袁他们在乡村袁绝对有权威袁
有人缘袁 有口才袁 肚子里有 野学
问冶遥 比如袁在我们黑水凼袁支客师
就这几位袁老一辈的岳二老爷袁中
年一辈的高二爷袁 年轻一代的聂
大哥遥
岳二老爷袁辈份高袁所以不容
易请动遥 请他袁得备好一把旱烟袁
一瓶白酒遥 现在看来袁 根本不值
钱袁但在上世纪 60 年代袁这也价
值不菲了遥 一把旱烟袁值一块钱左
右遥 一瓶白酒大约要 6要8 角钱遥
当时生产队一个壮劳力袁 一天挣
10 个工分袁最差的年份值 8 分钱袁
最好的年份值 2 角多钱遥
岳二老爷动嘴皮子挣的袁超

野的千面山坡袁纵横交错的千条沟壑袁遍
地燃烧的万千火棘袁 呼呼啦啦的万亩杉
林袁沉默无语却蓬勃向上的万千石芽袁还
有那张牙舞爪千鸣万啸的秋风袁 将万顷
山林吹成一片金黄噎噎
随风漫步袁脚下是千种野草袁手拉着
手在风中舞蹈袁千红万紫的野花袁装点着
坦荡而又高昂的草场曰 天上是湛蓝的苍
穹咀嚼着羊群般的片片白云曰 山上是轻

长河映月义渡口
阴 吴昌峻

纱般的白雾飘来飘去袁你走到哪里袁它就
跟到哪里曰天地间空空旷旷浩浩荡荡遥 在
这里每一缕风都是清新的袁 野菜野果都
散发出诱人的芬芳袁 甚至牛粪马粪都散
发着草的清香袁真是野春风发生千野绿袁
秋风刮去一天香冶遥 这是大自然的味道袁
是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圣地袁 眼前
的景象完全颠覆了我对这片高山草场的
最初印象遥
在这里袁你可以是花道师遥 千野草场
漫山遍野的火棘尧芦苇尧野菊花尧狗尾巴
草尧野棉花尧松果尧银杏叶甚至过季的枯
萎的干花干枝袁 都可以成为你创作的花
材遥 它们的色尧形尧意袁都能激发你创作的
灵感袁让你化腐朽为神奇遥 在这里袁你可
以是摄影师遥 用镜头记录你与大自然亲
近的每个瞬间遥 当你在耄耋之年袁翻看这
些流金岁月袁 能让你苍白的人生顿生动
感遥 在这里袁你也可以是画家遥 你可以拿
静影沉璧的月亮恣意涂鸦袁 嗅着灵山氤
氲的草香袁将原野的秋色挂在风的枝头遥
在这里袁你还可以是作家遥 只要你静静的
坐在草地上袁看地上花开花落袁看天上云
卷云舒袁内心会进入一个澄明的世界遥 在
这个世界里袁 你可以翻越文字的万水千
山袁李白尧杜甫袁苏东坡会向你迎面起来袁
你会沐浴在唐风宋雨的清词丽句中袁写
出美丽的诗句噎噎
在这里, 即使你什么都不是袁只是一

个匆匆的过客遥 一间小木屋尧一个野蒙古
包冶袁一个善意的眼神袁都会让你找到家
的感觉遥 嗅着烤全羊的香袁品尝着牛肝菌
的鲜袁咀嚼着火棘粑粑的香甜袁你会发出
会心的微笑遥 在这里土家妹子柔如舌尖
上的莼菜袁 你会情不自禁地随着 野摆手
舞冶同手同脚地跳起欢快的土家舞蹈袁内
里会充满野太阳出来喜洋洋冶般的欢悦遥
土家汉子彪悍的身影袁 会让你想起他们
出征时袁喝酒摔碗时的壮烈袁那是一种忠
贞和视死如归的勇敢浴
前方是一片茂密的森林袁 它会诱惑
你继续往前走遥 笔直而密集的柳杉蓬勃
向上袁像一道绿色的屏障袁既遮天蔽日又
密不透风袁 我们就在树与树的缝隙中穿
行袁和煦的阳光透过密林洒下金光袁整个
森林顿时晕染成五彩斑斓的童话世界遥
突然眼前一亮袁 一片岩石地出现在我的
眼前袁 那是天空被高大茂密的森林分割
出了一块天井袁索性就坐野井冶观天袁蓝天
如洗袁白云悠悠遥 传说是柳杉野树王冶升天
成仙袁留下遥望故乡的野瞭望口冶袁随手对
着天上的野井口冶拍一张照片袁像一块湖
泊遥 地上有个天井袁天上有个湖泊袁我有
些恍惚袁我不知道哪个更高袁哪个更远曰
哪个是真袁哪个是假遥 我想如果那块净地
是树王升天时留下的瞭望口袁 那么神仙
也是有情感的袁 他遥望故乡时的情感一
定是真的遥

乡 村 支 客 师
过一个大男人几天挣的工分价
值遥 因此袁请岳二老爷袁虽然他偶
尔拿拿架子袁 只要烟和酒到位袁
他还是会出动的袁 何况一堆一
块袁哪家不要人帮忙钥 野远亲不如
近邻冶呵遥
岳二老爷的长项是主持白
事袁也就是死人后如何支客待客袁
安排一应事务遥
如果死者是老人袁 岳二老爷
的丰富人生袁 就会给整个治丧增
色遥 他会准确地忆起死者的一生袁
多么艰难地挣扎袁 道出死者的人
生历程袁是那样坚强袁那样俭朴袁
如一株野柿子树袁不管风吹雨打袁
也要长大袁还发桠结果实遥
所以袁只要家中老人过世袁能
不能请来岳二老爷当支客师袁是
有没有面子的事遥
有一年袁李玉如的老婆死了袁

年仅 40 多岁袁是自杀的袁当然算
不上长寿遥 这种不是老死的袁乡村
一律叫短命鬼遥
李家去请岳二老爷当支客
师袁 岳二老爷的家人都反对遥 因
为袁这李玉如的老婆袁偷生产队的
嫩胡豆袁被人发现了袁羞愧难当袁
在野外找了棵歪脖子青木树袁解
下裤带袁吊死了自己遥
李家穷袁也没有送一把烟袁只
带了半瓶酒袁还是难喝的红苕酒遥
但岳二老爷坚持要去袁他说院如果
生产队分的粮够吃袁 哪个会去偷
集体的嫩胡豆钥
因此袁岳二老爷在黑水凼袁极
有人缘袁 比生产队长杨麻子说话
还野关火冶遥 他活到 91 岁袁1996 年
去世遥 全队人无不悲伤袁都乐意去
野抬一杠冶袁送他入土遥
乡村的支客师袁 特别能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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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袁能把事主家亲亲戚戚的关系袁
理得抻抻展展遥 农村有很多挂角
亲袁 转了八道拐呢遥 能干的支客
师袁 居然能随事主家袁 叫出是表
姑袁是堂姥姥袁是干舅公等等袁这
点不服气都不行遥 如果称呼错了袁
会得罪客人遥
这方面袁高二爷挺能干的遥
他是岳二老爷的接班人袁跟
着学习多年遥 要不是后来出了一
件事袁他不会早早交班给聂大哥遥
生产队的保管刘麻子老娘死
了遥 当时袁岳二老爷已极少担纲支
客师袁毕竟岁数太大了袁声音不宏
亮袁就让高二爷主事遥 死者的家底
这样丰厚袁居然能让大伙吃一顿米
饭遥这可是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袁又
在饥荒月份袁很多家早断粮了遥
高二爷对来送人情的说院大
家放开肚皮野嗨冶袁刘家不缺粮遥

这就给人递了点子院 刘麻子
当生产队实物保管袁 主要是保管
粮食袁没有弄公家的粮才怪遥
人们气愤了袁一个个离开袁不
愿抬死者上坡遥
后来公社调查袁 刘麻子前前
后后袁弄了生产队几千斤粮食遥 被
当作贪污犯袁抓起来判刑袁发配在
大明寺花果山劳改遥
也从此袁高二爷不当支客师袁
岳二老爷只好带着刘大哥上阵遥
一晃 30 多年过去了袁岳二老
爷已入土袁高二爷也是髦耋之年袁
连刘大哥袁也年过六旬遥 红白喜事
仍有袁但再没有支客师遥 变富了的
乡村袁也有了专业的主持人遥 他们
现代尧时尚尧风趣袁能说能唱遥
支客师袁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袁
仍留在很多人记忆中遥 它标志曾
经的苦难袁也承传乡村的风尚遥

我曾在白天数次去过临近住家的马桑溪古镇袁 看义渡口
人来车往遥古镇内袁人们或闲坐饮茶袁或品尝美食袁一片人间烟
火气息遥 唯独没有在夜市退去袁人声渐平时袁慢慢欣赏苍山冥
冥落日尽袁古渡渺渺行人稀曰也没有在夜深人静时袁捕捉明月
隐高树袁长河没晓天的刹那美景遥 想来始终觉得遗憾遥 今日正
值月中袁秋月渐满袁遂披衣出门袁走向古镇上方的义渡广场遥
广场上袁饭后散步的行人已然慢慢踱回袁仅有几盏晕暗的
路灯陪伴遥这里地势较高袁远远望去袁上面是马桑溪大桥袁桥体
两边各用数根钢线拉索倾斜牵拉袁 好似顶端明珠发射出的绚
烂银线袁光与影以最和谐的线条分割笼罩着桥上来往的车辆遥
桥下是平静的江面袁隐隐几只船影袁平添了几分静意遥 桥下岸
边袁是白天喧嚣的古镇袁此时袁只有点点灯光袁有三两人在石桌
边闲坐袁也许是店家忙完一天开始了休憩袁又或许是几个像我
一样贪恋这长江古镇月色的游人不忍离去袁静坐赏月遥
江月渐东上袁树影共徘徊遥 古镇虽为复修袁但与这江尧桥尧
月融为一体袁时间似乎停留在几百年或者几千年前遥 当然袁那
时候是没有桥的袁若有了桥袁可能支撑这个古镇的义渡文化便
不会存在了遥况且长江属不可逾越的天堑袁早期也没有建造横
跨如此宽阔水域的技术和能工巧匠遥因此袁船便成了两岸往来
的载体袁船也是渡口人行走的脚遥 早在战国时期袁这里已设官
市进行早期贸易遥 明清时期袁一些移民溯江而上袁见这里地势
稍平袁依山傍水袁有田可耕袁就留此安居遥后来这里野江宽水缓袁
过江人众袁为沿江数十里各渡口之首冶袁成为连接南北水陆交
通的重要节点遥
世界江河众多袁载人运货的渡口也不计其数袁独这里因冠
一野义冶字而别具一格遥这要从一位不知名姓的士绅说起遥清道
光年间袁马王乡士绅捐购田业一股袁年租二十余石袁置船二艘袁
雇人推渡袁首开义渡遥 在人们心中袁野义冶向来与贯通儒家文化
的野仁冶相并而立袁二者共同构成了传统道德的最高准则遥这位
士绅袁想必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深浸润袁又有重庆人的古道
热肠遥 他的内心可能也有过挣扎袁 在这山区购置田业实属不
易袁留给子孙后代耕读传家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遥但是生长在
渡口的人袁日日看江水流长袁常常听各种传说故事袁时时见往
来于此的各地人袁心胸多是平和且开阔的遥 捐田义渡袁或许不
会让生活因此而困顿袁而搭载过这只船的人袁定不会忘记那上
面大写的野义冶字遥
沿级而下袁再经过铁轨上面的天桥袁就到了古镇的一端遥
此时江面正在眼前袁月影倒映江中袁格外明朗遥人走江岸袁月行
中天袁看尽渡口变迁遥义字既立袁贵在坚持延续遥义渡文化自那
位可敬可爱的士绅而始袁便未中断遥 到清光绪年间袁九宫庙设
立了庙会袁巴县正堂张判将修桥补路后的剩余钱财袁买了一艘
船袁雇了一名船夫袁正式设立义渡遥至抗战时期袁义渡口爱国船
队往来频繁袁 支持重要物资的转运遥 后因汉阳钢铁厂迁至此
处袁渡口遂迁移新地袁义渡口三个字却铭刻至今遥
人事有代谢袁往来成古今遥 白天在这里袁我看到了现代人
的热闹与闲适袁而因为夜晚那轮照亮古今的月袁我看到了义渡
文化在静静流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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