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扎实做好安

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大局稳定，近日，五马镇开

展在建项目安全检查。

检查组先后深入广龙

村四好农村路项目、大竹村

一提三改饮水项目、大竹村

光伏发电项目等施工现场，

对施工现场生活区、管理区

消防设施配置和用电安全

进行专项检查。检查组对

未按规范配置消防器材的

工地要求限期整改，对施工

场地无警示标语的情况要

求立即整改，对破损、裸露

电源线责令立即更换。

检查组要求，各在建项

目相关负责人要提高政治

站位，充分认识到施工现场

安全生产、火灾隐患治理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找准排

查重点，加强临建住房、生

活区、办公区等重要场所安

全隐患排查力度；要明确任

务，落实到人，对各类隐患

问题限期整改，坚决把隐患

化解在源头、消灭在萌芽状

态；要全面提升消防物资储

备规范化管理，确保消防设

施正常，为现场安全提供坚

强的物质保障；要深刻汲取

教训，从已发生的案例中对

标发现问题，绝不允许因监

管不到位引发安全事故。

五马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强

建设项目用电安全、火灾防

范等隐患排查力度，抓实抓

细防控措施，堵住火灾源

头，坚决守住安全防火底

线，确保施工现场安全生产

和消防安全。

（五马镇）

本报讯（通讯员 颜洋）

近日，吐祥镇干部职工和各

村（社区）工作人员顶着酷

暑，往返于大街小院，手拿

《自建房屋排查整治情况

表》逐户逐栋进行自建房屋

安全隐患排查。

为落实县委、县政府关

于居民安全生产重要指示

和工作要求，吐祥镇迅速组

建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工

作专班，以镇党委主要负责

人为组长，动员全镇干部职

工和村社工作人员近百人，

按照“不分场镇和农村、不

放过一房和一户、不允许执

法不严”的工作原则，以强

思想、抓重点、严整改的工

作思路，以经营性自建房屋

为重点，对辖区内自建房屋

安全隐患进行全面彻底排

查。

截至目前，吐祥镇已排

查自建房屋 7990 栋。吐祥

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该镇将持续开展排查工

作，力争 7 月底完成辖区内

11824栋房屋排查任务。同

时根据排查情况，对安全隐

患房屋实施整改，做到立查

立改，为乡村振兴夯实安全

生产基础。

五马镇：

开展在建项目安全检查

吐祥镇：

开展自建房屋安全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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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时下正是辣椒采收的好时节，近日，吐祥镇中

坝村540亩辣椒迎来丰收，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成熟的辣椒，

田间地头到处一派繁忙景象。

据介绍，该村采取“合作社+农户”的种植模式，引导当

地村民通过发展种植、土地流转、基地务工等方式，规模化

种植辣椒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今年该村共种植了二荆条、

朝天椒、云南七彩椒等辣椒品种。村民李大爷说：“我把土

地流转出去了，然后在基地采摘辣椒，一个月下来差不多

能领到3000元左右的务工费，在家门口挣到钱我很满足。”

“辣椒一亩地可产1500公斤，按照目前5元一公斤的

收购均价计算，540亩辣椒预计可收入400万元。”中坝村相

关负责人表示，发展辣椒产业不仅带动村民们增收，还助

力了乡村振兴。 （吐祥镇）

本报讯（通讯员 王韵策）

近日，龙桥土家族乡组织全体

党员干部按照“责任压实到

人，精准帮扶到户”的要求，对

全乡835家市场主体进行全面

结对走访，切实帮助企业、个

体户纾难解困。

每到一处，驻企联络员与

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耐心

询问企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

及下步打算，并认真讲解政府

有关惠企稳企政策，听取企业

对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对

收集到的问题，联络员能现场

协调解决解答的直接落实，不

能当场解决的收集汇总，再积

极与相关部门联系，竭尽所能

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各种

难题。

龙桥土家族乡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入开

展帮促市场主体走访活动，优

化升级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让更多市场主体轻装

前行、加速发展，为龙桥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

动力。

近日，夔州街道冒峰社区开展“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全民禁毒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

通过悬挂标语、发放宣传材料等多种形式，向群众面对面讲解什么是毒品、毒品的危害等，让居民深

刻认识到毒品的危害，提高广大居民对毒品的认识以及防范意识。 （通讯员 朱文敏）

本报讯（记者 林晨 通讯员 刘旭峰）近日，长安土家

族乡组织当地卫生院在八角村、石罐村设置两个新冠病毒

疫苗临时接种点，为全乡共计71名行动不便、路途较远、

交通不便的老年人群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疫苗前，针对活动不便的老年人群，工作人员主

动上门专车接送，将老人安全送至接种点。接种疫苗后，

工作人员反复叮嘱老人注意事项，针对子女不在身边的部

分老人，医护人员交代完老人注意事项后，还和其子女电

话沟通，反复叮嘱其子女要关注老人身体、生活情况。

“国家政策好，不仅让我们免费接种疫苗，还主动上门

接送我们这些行动不便的人，很贴心，太感谢他们了！”西

槽村老人杨大惠感激地说道。

长安土家族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继续采取“一

对一”对接、上门接送

等多种方式，持续为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

接种服务，全面夯实人

群免疫屏障。

龙桥土家族乡：

开展帮促市场主体走访活动
长安土家族乡：

切实帮助老年人群接种新冠疫苗

吐祥镇：

540亩辣椒迎来丰收

辣椒基地一角

接种疫苗接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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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奉节县白帝镇

休闲观光农业特色小镇脐橙现代

农业观光园项目竣工通过验收，

并投入使用。

据了解，该项目为县水利局重

点打造的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脐橙

现代农业观光园示范项目，总投资

398万元。项目包括新建观景休闲

平台3处、生态停车场1处、景观文

化连接彩色步道2000多米、生产便

道5000多米、休闲配套设施若干。

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项目的建成，将有效改善村民居住

环境，提升脐橙种植科技水平和生

产效率，促进脐橙产业提质增效，

增强脐橙产业发展后劲，提高脐橙

单产和销售单价。

（县水利局）

本报讯（记者 陈芳）为推动媒体融合向纵

深发展，提升融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素养、理论

水平和业务能力，近日，奉节县融媒体中心举办

业务提升培训会。

此次培训围绕实现平台统一、内容统一、管

理统一，满足融合媒体工作的内容宣传及管控

需求等方面的内容进行，确保内容制作、内容存

储、内容传输、内容发布达到安全高效的要求。

培训中，专业技术人员为大家讲解了融媒

体系统的操作流程、选题系统操作流程、新闻文

稿采编、资源平台的互联、手机融媒助手的操作

流程和资源平台的互联等内容。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通过培训，大家开阔了

视野，解放了思想，进一步增强了互联网思维，

对新时代媒体融合的发展方向、发展路径有了

更清晰的认识，受益匪浅。

踏上新征程，奋斗正当时。奉节融媒体中

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中心将用发展的眼光、创

新的理念、改革的举措和务实的作风，聚焦主责

主业，全力强基固本，创新发展模式，推动县级

融媒体中心建设再上新台阶。

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现代化

新农村，其中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之

魂，而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兴隆镇回龙村通过“请

家长、拟家规、传家训、养家风”的“四

家治村”特色工作，探索出一条乡风

文明建设新途径。

家风正则民风淳。行走在回龙

村，处处都能感受到良好的乡风文

明。村里的“文明实践积分银行”，不

时有村民前来将捡到的废品兑换成

积分或日常生活用品；在村便民服务

中心的文化墙上，43幅家规家训以水

墨画的形式一字排开；每季度组织评

选的“模范家庭”“清洁院坝”“最美婆

媳”等好风气，蔚然成风。

近年来，回龙村通过打造“四家治

村”特色工作品牌，推动回龙村乡风文

明、社会治理的各项工作取得良好效

果。“四家治村”是回龙村探索出的工作

新模式，通过各家族选出的具有公信力

的“大家长”负责管理本姓氏的家园整

洁、环境卫生、和谐邻里等方面事务，让

好家风带动好民风。

久而久之，蕴含在文明乡风中的

生态理念，通过村规民约，以润物细

无声的方式，融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

中。由于家风建设带动和谐民风、促

进廉洁政风，回龙村先后被评为“重

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重庆市村务

公开和民主管理示范村”“重庆市民

主法治示范村”等。除此之外，近年

来，回龙村还分别获得了“国家乡村

旅游重点村”“重庆市乡风文明村”等

荣誉称号。

兴隆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立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

建立健全融合发展机制，以示范村建

设为引领带动全镇开展乡村振兴工

作，做好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发挥

自治协会、红黑榜作用，力争乡风文

明更和谐，群众生活更幸福，让产业

更强、农民更富、乡村更美。

文明风尚“入心房”美丽乡村“入画来”
□记者 陈芳 汪列福

奉节融媒体中心：

举办业务提升培训会
白帝镇休闲观光农业特色小镇
脐橙现代农业观光园投用

7月21日，“巴渝田园·生态长凼”美丽乡村开园仪式在永乐镇长凼村举行。开园当天，乐享垂钓园、

乐趣农耕园、乐和村情馆、乐意葡萄园悉数开放，带给游客业旺、景美、民富的美丽乡村新体验。

(记者 陈芳 潘登)

培训现场

兑换日常生活用品

生产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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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读奥斯卡·王尔德的

童话《夜莺与玫瑰》的时候，我刚

师范毕业，面临分配。一代中师

生的毕业分配是世界上最没有

悬念的分配，从哪个山村来，再

回到哪个山村小学教书。校长

在大礼堂语重心长地要我们正

确对待毕业分配。校长的四川

话总把“毕业分配”讲成“毕业婚

配”，校长的方言中没有“f 和

h”。台下一阵大笑，校长的“毕

业婚配”讲到我心中，我想到我

的“毕业婚配”。那时我刚18岁，

已经懂得去爱一个班上的美丽

女孩，毕业分配的现实让我们必

须天各一方。我从床头取出两

本书，一本就是《夜莺与玫瑰》，

另一本是波兰作家亨利克·显克

维奇的《你往何处去》。

《夜莺与玫瑰》故事并不长，

却足够给人带来心灵的震撼

——

一个沉迷于哲学世界的青

年学生爱上了教授的女儿，她提

出用一朵红色的玫瑰作为舞会

的邀请函。学生在寒冬中无法

找到玫瑰，夜莺用全部的鲜血和

整夜的歌声为学生换来了一朵

红玫瑰，让他能够拿着玫瑰去寻

他的爱人，而女孩的心却已被大

臣的侄子所送的珠宝所俘获。

青年生气地把红玫瑰扔在街上，

玫瑰被车轮压得粉碎。

让一朵红玫瑰作为爱情的

入场券，这是很浪漫的很美的。

夜莺为了那朵红玫瑰而献祭，这

是很走心很感动的。一个美好

的故事开头，却没有一个完美的

故事结局，这，便是人世间真实

的爱情。

《夜莺与玫瑰》也是民国第

一才女林徽因少女时代的译作，

是这本美丽童话集里的一篇，那

时林徽因正在爱情中，《夜莺与

玫瑰》这篇童话仅 3500 余字，却

深刻地展示了现实生活中我们

对爱情的态度。

爱情是虚荣的。美丽的爱

情在女郎即教授女儿那里是虚

荣的、现实的。她要青年学生为

她采得一朵玫瑰花，便与他跳

舞。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开篇。

但随着故事推进，我们才发现，

或许这只是个敷衍青年的借口，

或许她一开始确实对青年有好

感，却在华丽珠宝面前投降。

爱情是脆弱的。面对爱情

的困难，很多的结局是逃跑。青

年学生看似痴情人，实则根本经

不住现实的考验。面对爱情，园

子里只剩下了青年的哭声：“我

园中并没有红玫瑰！”为这爱情

悲泣感动的却是夜莺：“真情人

竟在这里……以前我虽不曾见

识过有情人，但我却愿意夜夜为

他歌唱，我愿夜夜将他的一桩桩

事告诉星辰。”青年爱那个女郎，

却没有到园子外寻找一下玫瑰

的想法，他只会哭泣、悲伤，哀叹

自己的命运，根本不懂玫瑰的价

值。

爱情需要奉献。夜莺认为：

“‘爱’果然是非常的东西，比翡

翠还珍重，比玛瑙更宝贵。珍珠

买不得它，黄金亦不能作它的代

价，因为它不是市上出卖，也不

是商人贩卖的东西。”她心中的

爱，纯洁、高贵、臻美，没有什么

可以比拟，连生命与之相比，都

居于下风。夜莺为爱情不顾一

切，“赠人玫瑰”中忘掉了自我，

用生命的代价实现他人的理想。

真正的爱情是什么？《夜莺

与玫瑰》一书给了我们答案。

爱，需要珍视和付出。童话

中的玫瑰是一个重要意象，一方

面，玫瑰象征着爱情，青年与女

郎爱情的打开需要一朵玫瑰，但

当有了玫瑰，两人却并没有真正

地走到一起，两人之间其实缺少

真正的爱情。青年有对美好爱

情的向往，却没有为爱情付出的

勇气和行动。

爱，需要用心去浇灌。爱情

往往与痛苦相伴，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就像夜莺用自己的

血为青年培育玫瑰花。

纵观《夜莺与玫瑰》，辞藻丰

丽，字字珠玑，而当你翻阅其英

文原版时，更能感受到这位英伦

才子精巧笔触下的深厚功底。

难怪王尔德说：“除了才华，我一

无所有。”他用丰富的想象勾勒

出一个个唯美的画面，以语言为

颜料，将它们涂染成绚丽的景

象，是“用散文写成的小诗”。

我们永远相信，爱情的红玫

瑰总会开放。

泡一壶红茶，在窗外月光的

陪伴下，我翻完了《攀岩人生》。

燥热的夏夜里，我的脑海中始终

回荡着一句话：“攀岩是种美好

的疯狂。”

《攀岩人生》是美国当代极

限运动家、“九指攀岩大神”汤

米·考德威尔的自传。该书将其

险象环生、充满传奇色彩的攀岩

人生娓娓道来，其间也穿插了对

爱情、家庭、友情的思考。从小

浸润在热爱运动与鼓励攀岩的

家庭环境中，汤米年少时就显示

出色的攀岩天赋。在经历了一

系列挫折后，他的意志更加坚

定，连续成功挑战优胜美地酋长

岩、黎明墙，将自己推至一个又

一个高峰。

细细品味，这本书写的不仅

仅是攀岩，也是我们普通人都会

经历的渴望与恐惧、纠结与挣

扎。原书英文名“The Push”，直

译是“推动力”。汤米的攀岩人

生也似乎在诉说人的一生该怎

样度过：尽早地探索自我，找到

自己纯粹热爱、能够赋予生命意

义的事情或目标，然后这件事情

或目标便会给你一股推动力，让

你专注、执著、坚韧、自知，全力

以赴，永不懈怠。

一般来说，攀岩的目的地，

大都可以乘坐直升机抵达或用

无人机一览风光，从这方面看，

攀岩似乎没什么意义。然而，正

如英国著名登山家乔治·马格里

那句名言“因为山就在那里(Be-

cause it is there)”，在人生中找

到了那座真正热爱的“山”、确定

自己愿意为之攀爬的“岩”后，我

们自然愿意不顾一切去挑战

它。目标就在那里，在到达目标

的过程中，我们会专注而富有激

情地去探索自己的极限、去拥抱

未知，生命因此有了别样意义。

即便是在遭遇人生低谷、挫折

时，仍可以像汤米一样，“痛苦就

是成长，创伤会增加我的专注

力”，一天训练 10 到 14 个小时，

从未被击垮。不断总结经验，改

进自己，经历风雨后的彩虹、经

历磨难后的成功才弥足珍贵。

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

汤米的成长经历和家庭教育。

小时候的汤米，是个十足的孤僻

少年：个头矮小，异常害羞，手眼

协调能力很差，大部分时候生活

在自己的世界里。这导致他经

常受到别人的嘲笑，但汤米的父

母没有过多的愤怒和失望，而是

教会他如何保持好奇，如何热爱

运动，让他看到持之以恒的精神

有多重要。因为擅长攀岩，汤米

在学校赢得了尊重，成绩提高

了，也开始喜欢上学校——攀岩

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教育，改变了

汤米的人生轨迹。

而在我们身边，有太多汤米

这样的小孩，无论你绘画有多

好，歌声有多动听，三分球有多

准，都不及隔壁孩子一张满分试

卷收获的赞美多。他们在学校

里表现得并不是那么出色，充满

了自卑和焦虑。无论是学校教

育还是家庭教育，除了注重分

数，更值得思考的是，要把孩子

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拥抱未知。撑过艰难的时

刻，接受它们。”汤米靠着这种信

念，最终首登世界最难岩壁“黎

明墙”。不管是大自然还是人生

的道路上，我们都会遇到看似不

可逾越的“黎明墙”，不妨也带着

这样的勇气和信念去攀登。

爱情的玫瑰为谁而开
——读王尔德的《夜莺与玫瑰》

□文猛

找到那座真正热爱的“山”
——读《攀岩人生》有感

□尘光



碧水蓝天 （夔州博物馆供图）

中国是诗的国度，奉节是

诗的故园。在这片神奇的土

地上，自然与人文、诗情与战

火交相辉映，铸就了一幅气势

磅礴的瑰丽画卷，创造了博大

精深的诗城文化。在这里，历

代著名诗人陈子昂、李白、白

居易、杜甫、苏轼、王十朋、范

成大、陆游、黄庭坚、王士祯等

纷至沓来，在奉节或为官、或

寓居、或游历，留下了无数脍

炙人口的名篇。今天我们分

享一首张朝墉的《偕友人登白

帝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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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当空，

胜过蒸笼。

微微几秒钟，

汗水浸入胸。

下雨，夏雨，

你何去何从？

杨柳迎风，

禾苗殇痛。

街人无影踪，

万物皆英雄。

下雨，夏雨，

请勿来势汹汹！

花儿随蜂，

鱼儿跳蹦。

皓月挂星空，

切盼送凉风。

下雨，夏雨，

必将情有独钟！

草木平涌，

山水与共。

高铁常高峰，

笑迎贵客中。

下雨，夏雨，

愿畅快又轻松。

下雨下雨 夏雨夏雨
□吴林

前诗写成后，作者意犹未尽，于

是又写了后一首。此诗在前诗的基

础上拓展了诗意空间，重在咏史、抒

怀、言志。

首联中“卧龙跃马事悠悠”是咏

历史上与白帝城有着密切关系的两

位代表性人物。“卧龙”指诸葛亮。蜀

汉章武年(222)，刘备伐吴战败，退回

鱼复县(今奉节)，改县名为“永安”。

时刘备病重，召诸葛亮前来永安官，

嘱以后事，将其子刘禅托付于他。此

事世人传为“白帝托孤”。“跃马”指公

孙述(晋代辞赋家左思《蜀都赋》中有

“公孙跃马而称帝”之句）。建武元年

(25)公孙述在成都称帝，定国号为“成

家”，年号为“龙兴”。白帝城就是公

孙述派人修建的。在正统的史学观

念中，诸葛亮是“鞠期尽率，死而后

已”的忠臣贤人；公孙述则是“窃帝蜀

汉，有违天数”的乱臣贼子。然而，不

管怎样评价这二人，他们连同他们的

事迹都已成为“过眼云烟”。被后世

的人们“一例收”。所谓“一例收”即

同等对待，一律照收。就以白帝城为

例吧，它本来是纪念公孙述的祠庙，

明代以后却改为祀奉刘备、诸葛亮君

臣。庙名未改，庙主已易。有人说这

“名不副实”，然而这正是历史“一例

收”的证据。因为，历史具有最大包

容性。

颔联“大海纵观鲸鲵戏，雄才几

见凤鸾俦”，是说大海中的鲸鱼(雄为

鲸，雌为鲵)逐浪嬉戏，是何等气魄，人

世间的豪杰雄才却极少能与凤鸾(泛

指凤凰之类的神鸟)相比。作者意味

深长的感慨溢于言表，对历史的洞察

力透纸背。此联表面上看来似乎与

白帝城无关，但它正是对“卧龙”“跃

马”史实感悟的一种提升。作者想要

破除的是历史的神秘感和英雄史观，

从而激励人们参与创造历史的热情

和自信。

颈联从历史回复到现实。“一声

山寺中宵磬，百尺风帆下峡舟”：“中

宵”即半夜，“山寺”指白帝庙。夜半

的一声磐响，使得静穆的白帝城显得

更加神秘悠远；而百尺风帆直下夔

门，则是如此风驰电掣，气势磅礴。

这联诗形象感极强，它把静态与动

态、微观与宏观、幽雅与浩大结合得

完美无暇。

经过前一首诗和本诗前三联的

铺垫、酝酿和烘托，尾联迸发出了作

者汹涌澎湃的心声：“既倒狂澜今欲

挽，阶前淫预大如牛。”“既倒狂澜”出

自唐代韩愈《进学解》中的“障百川而

东之，回狂澜于既倒”，意思是扭转狂

澜，扶正即将倾倒的局面。这是作者

宏大志向的宣言，表明了他投身社

会，革除时弊的决心。正如阶前“其

大如牛”的滟滪石，它屹立江心，迎

全川激流，挽万项狂澜，是名

副其实的中流砥柱。滟

滪石，不仅是眼前的实景

实物，更是作者宏

大抱负最贴切、最

壮美的诗化象征。

(程地字)

《偕友人登白帝城》之二
张朝墉

卧龙跃马事悠悠，过眼烟云一例收。

大海纵观鲸鲵戏，雄才几见凤鸾俦。

一声山寺中宵磬，百尺风帆下峡舟。

既倒狂澜今欲挽，阶前淫预大如牛。

“夔”者，龙之传人，独角神

兽也；“夔”者，三峡之始，重庆奉

节也。奉节者，三峡库区一颗明

珠也。

奉节，有着 2300 多年的历

史，先秦时代始置为巴郡鱼复

县，先后为路、州、府的治所，因

州治时间长，世人习惯将奉节称

为“夔州”。唐贞观二十三年，为

旌表诸葛亮奉刘备“托孤寄命，

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品质，改人

复县为奉节县，沿用至今，有奉

公守节之意。

第一篇章

大美奉节：好山好水好风

光，流连徜徉归意忘

奉节，是重庆的东大门，它

东临巫山，南接湖北恩施，西连

云阳，北靠巫溪，幅员面积 4098

平方公里，是“西南四道之咽喉，

吴楚万里之襟带”，是一个集美

丽与神奇的地方，山与水在这里

交融，名闻世界的风景在这里诞

生。

一门天地开 四方宾客来

大家都知道，中华有两扇

门，人文之门天安门，山水之门

是夔门。夔门，又称瞿塘峡，三

峡第一峡，以雄而著称天下，有

“夔门天下雄”的美誉。峡口两

岸峭壁千仞，像刀砍斧削一样，

江水汹涌奔流在100多米宽的狭

窄江道之中，呈现出“众水会涪

万，瞿塘争一门”的壮观景象。

顺江而下，水流更加湍急，云天

一线，船在高山中驶过，人会有

“峰与天关接，舟从地窟行”的感

受。郭沫若感叹道：“若言风景

异，三峡此为魁”，清人张问陶用

“便将万管玲珑笔，难写瞿塘两

岸山”来赞美瞿塘峡口的奇异风

光。的确，在瞿塘峡内，南岸有

“瞿塘摩崖石刻”“孟良梯”“凤凰

泉”“犀牛望月峰”，北岸有“七道

门”“风箱峡”“瞿塘栈道”等壮丽

景观，其中有人文的，有自然的，

它们挤满了瞿塘两岸，令过往行

人目不暇接。

夔门最美的季节是深秋，那

时，漫山遍野的红叶红了。游船

缓缓驶近夔门。猛一抬头，只见

斑斓的色彩从眼前开始，随着目

光一寸一寸地向远处铺展，向

前，向上，穷目力所极，整个山上

是一片彩色的海洋，赤橙黄绿青

蓝紫，像巨大调色盘。一团团、

一簇簇的红叶，彼此勾连却又各

自独立，仿佛熊熊的火焰在燃

烧，跳跃向上，让整座山都生动

起来。

现在，一条栈道经由六十六

道拐，直达三峡之巅，是“中国最

美步道”。栈道沿山脊曲折而

上，半步之外即是滚滚长江，登

山的过程惊险而刺激，每一步都

有新的“遇见”。

（未完待续）

美哉，我的奉节
□毛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