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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坚

□万吉星

摄摄

儿时关于金沙江的印象，是夕阳依恋
大凉山的时候，站在白鹤滩绝壁之上外婆
家的土坎上，极目远眺，那时的金沙江就像
一根被烧红的弯弯曲曲的铁丝，被随意地
丢弃在乌蒙山与大凉山的夹缝中，孤独地
泛着一抹红光。
后来真正读懂金沙江，是参加工作以
后，读到巧家已故诗人孙世祥那首名叫《大
江》的残诗：我们年轻时看见大江/她就在
金属的槽道里自如地飞翔/穿越了榕树的
故国/垂下万千秀发/才在我们的额头/把
崇高的意义悬挂。内心第一次感到了一阵
不安和疼痛，原来金沙江已在不知不觉中
深入了我的骨髓和灵魂。
金 沙 江 是 有 灵 性 的 ，需 要 用 心 去 感
悟。她从唐古拉山脉穿越高山峡谷，一路
浩浩淼淼向大乌蒙奔来，因山而成势，江
面忽开忽合，水道迂曲不定。险狭处，江
面仅数十米，大江夹在两壁陡峭的山崖
间，上游来水，汪洋姿肆，忽被两岸绝壁紧
束成一线，百转千回积蓄下来的情感无处
释放，江水便烦躁地怒吼着，用牙咬、用脚
踹，拼命撕扯着两岸的岩石，左冲右突，轰
隆隆吐着白花花的泡沫。此时滩陡流急，
大江如飞瀑跌落，以一泻千里的气势和胸
襟，以撕裂峡谷的胆识和勇气，把积蓄了
千年的情感尽情地宣泄出来，如怒如吼、
左冲右突、荡气回肠。即便前方是坚硬的
礁石，也要迎头撞上去，义无反顾地勇往
直前，然后微笑着粉身碎骨，盛开出朵朵
生命的浪花。
至开阔处，两岸青山退让，江流宽至二
三百米，高天流云。金沙江粗犷豪迈的激
情便被大乌蒙用无数跪拜的山丘缠绵成曲
线的优美，似婉约而清纯的小家碧玉，
带着
几分羞涩、几分腼腆，清盈盈，悠然而下。
江面平静，黑山白水，闲云野鹤，于是便有
了诸葛孔明“五月渡泸”的杨柳古渡，有了
声名鹊起的白鹤滩。此刻波光潋滟烟波浩
渺，晶莹如镜，清洁如玉，
清风徐来，水波不
兴，水流于无形，轻轻的、柔柔的、悠悠的，
怕扰了人的清梦，让你感觉不到它的流
动。唯有闭上眼睛，你才能真实地体验到
她从你的心头，
从你的灵魂深处悄然而过，
像含情的少女，
揽你入怀，拥你入梦。
金沙江是巧家城的情人，从城南的红
路沙坝起，婉如一个不施粉黛羞羞答答的
村姑，
一路向北，沿小城的脚跟轻顾盼萦回
流连忘返悠然而下，隔着岸上库着坝子的
甘蔗林，
含情默默地远眺县城，
小城也因这
江流水有了灵性。
出县城往西三四公里，便到了金沙江
边的老渡口，一片松软的沙滩，
一只古老的
渡船，载着岁月的疼痛随浪花渐行渐远。
夏日黄昏，夕照泼金，云霞飞动，太阳在即
将落山之际，用尽全身的力气，
豪不吝啬地
抓起一大把阳光洒下来，
江面便波光粼粼，
到处散落着阳光的碎片。
前来纳凉的人们三三两两漫步在江边
的沙滩上，我喜欢在这时脱掉鞋子，赤脚踩
在细细的、软软的沙滩上，漫无目的地走
着。长年经久不息的波浪将沙粒冲刷成平
整细腻的肌肤，风的飘逸、水的拂弄、光的
热情，在这里演练着各种变幻！一粒粒调
皮的沙粒见缝插针地拼命往趾缝里钻，挠
得脚趾酥酥痒痒的。不经意间，想起了昭
通诗人樊忠慰一句著名的诗句：
“ 每一粒
沙，都是渴死的水”。
时间仿佛静止了，站在江边，闭上眼
睛，静静聆听江水的呼吸，此刻，我们别无
选择，要么变成一粒沙，要么化作一滴水。
面对金沙江的雄浑与厚重、辽阔与博大、野
性与圣洁，于是我们便有了一种朝圣的虔
诚、一种心灵的感召、一种情感的释放、一
种永久的向往……
每逢周末，携一顶草帽，带一壶水，邀
上几个好友，踏上金沙江边宽阔的红路沙
坝，便踏上了寻找金江奇石的旅程。岸边，
经过金沙江水千百年来深情洗刷沉淀下来
的神奇怪异的金江奇石令你目不暇接、爱
不释手，
让你深切体会大自然深情的赐予；
岸上，
村寨依山临水，
墟烟袅袅，阡陌交通，
桃红李白，四季风光怡人。更可跳上皮划
艇，从巧家县蒙姑乡下江一路狂奔，亲身体
验金沙江第一漂的惊险与刺激，让青春与
激情在金属的槽道里自如地飞翔。
哦，那厚重的乌蒙山，那灵性的金江
水……

溜索捕鱼

金江韵

小城巧家
□万吉星

巧家城真的是很小。巴掌大的一块地，
小巧玲珑一座城。斜依在玉屏山的怀里，刚
刚伸出一只脚，
便踩到了金沙江。
平正街垫底、新华路居中、过境路封顶，
三条主街道纵纵地由县城东南的魁阁梁子向
西北的七里香倾斜，首尾相接，便围成一个椭
圆的巧家大芒果，围住了全城人的吃喝拉撒
喜笑怒骂，围住了一代又一代巧家人的青春
岁月和历史印记。
平正街很老，老得能沉淀下巧家人所有
的回忆。低矮的砖瓦房撑起支离破碎的天
空，便有鸟雀在墙缝里生儿育女，一代又一
代。窄窄的街道没有行道树，像一条细长的
线，穿进岁月的针眼，缝补着人们渐渐模糊的
老街记忆。
新华路扛起小城的大梁，横贯南北，像一
根扁担，一头挑起堂琅文化广场，一头挑起龙
潭公园，人来车往熙熙攘攘，成就了小城的繁
华与喧嚣。九十年代，
对于还是乡下孩子情窦
初开的我们来说，
能到县城的新华路上拉着女
朋友的手去压马路，是一个极为奢侈的梦想。
走累了，
就趴在大龙潭泉眼的护栏上，
静悟
“古
树横潭鱼在枝头鸟在浪”的禅机，看龙潭公园
古树参天，流水潺潺，一汪清泉汩汩流成小城
的龙脉，
穿街过巷，
流走的是岁月的沧桑，
流不
走的，
是小城人对大龙潭的眷恋。
几缕漏网的月光透过公园大榕树密密的
枝叶，倾泻一地的皎洁和青春的羞涩，小城夏
夜便平添了几分爱的呢喃。
小城依山，便有了山的气势山的俊逸山
的挺拔。山不高，却绵延起伏，一山接着一山
一峰连着一峰，像个赶路的乌蒙汉子，从大药
山麓风尘仆仆一路奔来，到了县城后面的旱
谷地，坐下来歇歇脚，山势便平和下来。小城
依山就势，出门就爬坡抬腿就上坎，但巧家人
坐惯了山坡不嫌陡，就像生活，过于平庸则死
水一潭死气沉沉，有了坡坡坎坎，人生便有了
激情，
有了跌宕起伏和波澜壮阔。
因了这玉屏山的阳刚金江水的阴柔，小
城便多了几分风韵几丝回味，山水相依，云天
相接，便有了杨柳古渡、龙潭夜月、玉屏春晓、
玉带峥嵘、魁阁倒影、金沙夕照、北圃榴红、莲
池晚风的巧家八景，似一杯陈年佳酿，让巧家
人即便过了很多年，无论走了有多远，每每一
想起，
心便醉了。
随便做个梦，
都是家乡的味道。

白鹤滩水电站主体工程全面开工建设以
来，激发起建设者创作热潮，本期将诗歌、对
联作品选登，以飨读者。

贺开工
龚子桢

金沙共鸣三峡梦，
白鹤齐舞一江风。
水平两岸千秋治，
电驰九州万世功。

悬挂在溜索上的人生

作者系白鹤滩工程建设部质量安全部专业师

□邹长铭

第九十八期

文人喜欢雅致。在后世追求雅致的文人的笔下，一股
系着于两岸绝壁之上的竹缆，一条凌空垂挂、横越江河的溜
索，便也有了一个雅致的称谓——“笮桥”。不仅如此，如蝼
蚁般攀缘溜索过渡的履险者惊心动魄的经历，在文人的笔
下，便也有了几分诗意的沉稳与自信。且看唐人独孤氏的
《笮桥赞》中的一段文字：
“笮桥絙空，相引一索。人缀其上，如猿之缚。转贴入
渊，
如鸢之落，
寻橦而上，
如鱼之跃。顷刻不成，
陨无底壑。
”
如之何？雅。一“雅”，便诗情画意，
“如鱼之跃”，
“如鸢
之落”，何等美妙？虽有“陨无底壑”的警告，无妨“万类霜天
竞自由”的妙趣天成的诱惑。打住！请保持应有的冷静，切
勿被文人的笔墨蛊惑，把万众苍生生存的艰辛当作鱼跃鸢
落的娱乐的游戏。
据史料记载，最迟不晚于两晋时期，溜渡（或曰笮桥）便
是金沙江、牛栏江两岸百姓实现彼此抵达的极为重要的工
具。事实上，我们更有理由认为，自我们的祖先在关山绝
塞、复水纵横的滇东北定居那天起，溜渡便是他们走向明天
的朝夕相伴的朋友。此后经历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变迁后，
虽然溜渡使用的材料早已今非昔比一一诸如藤条换成竹缆、
竹缆换成钢缆——但基本的结构形式和过渡方法并没有太
大的改变：
在深沟峡谷江河两岸选择一处岩基坚固的地方作
为锚地，锚地上安置锚链。将藤条、竹缆或钢缆固定在锚链
上，
绷紧，
凌空横悬于江河峡谷之上，
称为溜索。溜索上套一
筒形木套（或竹套、钢套），称溜壳。溜壳上悬挂一长方形木
肋座盘，
即为载运客货的容器。过溜时，人坐到木肋座盘上，
双手紧拽住悬吊座盘的绳索，守溜人松动拉绳，座盘迅速滑
落到溜索的中心位置，守溜人再一把一把地收拢拉绳，座盘
逐渐向对岸接近，
并最终在彼岸的锚地上停住。
溜索的跨度差异甚大，跨度小的不过三四十米，跨度大
的如金沙江上被称为“亚州第一高溜”的鹦哥渡跨度达 400
余米，距江面空高达 220 余米。溜索的悬空高度主要由地
形和跨度两个因素决定。一般而言，在近岸处悬高约三四
十米，至中心位置自然垂降成半弧形，与锚地高差约 20 米
左右。跨越江河的溜渡，在汛期洪水暴涨时，溜索的中心一
段距水面不过只有三四米的间距。
过溜渡，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百姓而言，是艰难人生
中一段无可逃避的历程，别无选择也就无所选择。对于猎

奇探险者而言，绝对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探险，即便是历险后
的愉悦，也只能在事后的很长一时间，才能忐忑不安地去回
味过溜时的情景。那又是怎样一种情景呢？爬上座盘、坐
稳，紧紧地攥住座盘上的吊绳。左顾右盼，但见削壁如堵，
渊薮百丈，此时心里早已是虚空空地找不到着落了，只能闭
上眼，把未可预卜的前途隔绝在视野之外，仅存留一份不计
生死的悲壮，勇往直前。待守溜人松动拉绳，座盘便无可自
主地晃晃悠悠地向江心滑落。——“如鸢之落”？胡扯。哪
里有那种矫健、轻捷、自如的快意，只有紧张、惊悸、恐怖的
折磨。怯怯地睁开眼，高天一线，逝水千秋，人若蝼蚁，栖身
于凌空横悬的溜索上，宛若天地间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在
凛冽的江风与惊涛的雷吼中飘摇。继之，
“ 寻橦而上，如鱼
之跃”的过程极为漫长，无论你脱离深渊、抵达彼岸的愿望
如何强烈，守溜人紧拽着的拉绳只能一寸一寸地收拢，载人
的座盘只能一寸一寸地挪动。此时，置生死于度外的悲壮
已被求生的欲望所代替，而生的现实却总是在溜壳移动的
吱吱嘎嘎的响声中迟迟不肯兑现。等待，于惊恐中无助地
等待。只有真实地站在了彼岸的土地上，情不自禁地唤一
声“阿弥陀佛！”才有可能在日后的某一天回味历险时的感
受时依稀感悟到几分历险后此生仍在的愉悦。事实上，或
因溜索断折、座盘脱落，或因过渡时因惊恐手足无措而“陨
无底壑”的悲剧，
总是与溜渡的存在而不断地上演。
清同治二年（1863 年）农历正月，西进滇川的太平军横
江决战失利后，翼王石达开率残部抵达牛栏江边的竹林湾，
欲取道巧家渡金沙江入川。牛栏江无舟渡，也无栈桥，上万
人马只能靠溜渡过江。困顿在江岸的崖洞中，见沿江两岸
竹林森森，莹莹碧绿的竹丛中，有红黄青紫的野花点缀，落
魄的翼王怦然心动，随口吟出一联：
“无事看花兼看柳，有时
长啸复长歌。”表面上的旷达、散淡掩盖不了内心的焦灼、苍
凉。随营有善书、擅刻者，把翼王的吟咏刊石摩崖于江岸，
至今遗迹犹存。
进入 21 世纪，金沙江、牛栏江上所有的溜渡均已开始
“溜改桥”工程，横跨江河的桥梁将完全代替悬空垂吊的溜
索。不久的将来，当悲剧的阴影不再永久地笼罩，巧家大
地上跨谷飞涧、逾越江河的溜渡便只存在于记忆中，成为
记忆中一道连结过去与未来、弥漫山野气息与苍古风韵的
“桥梁”。

对联选登
开发金沙江，水电人创就千秋伟业
筑梦白鹤滩，建设者铸造传世精品
横批：
一带一路
电建能建各路英豪金沙江同场竞技
志林义林合璧双雄白鹤滩共创辉煌
横批：
夫何荣华
鹤舞金沙，千古江河今朝再起波澜
鹰击长空，世纪工程明日辉耀中华
横批：
砥砺前行
一年搬迁十年筹建百年工程千年大计
一万农工十万移民百万机组千万规模
横批：数字白鹤滩
黄纪春、
龚万春、任大春，
春光无限
徐进鹏、
张俊鹏、郝国鹏，
鹏程万里
横批：
刚柔并济
五湖四海全国人民齐贺金沙起白鹤
九州八荒炎黄子孙盛赞三峡创纪元
横批：
普天同庆
中国三峡率大军鏖战白鹤滩誓建水电典范
电建能建出雄师饮马金沙江力筑拱坝精品
横批：
众志成城
代代三峡青年求实创新追求卓越建筑精品大坝
铮铮热血男儿团结协作勇于担当传承三峡精神
横批：
精忠报国
作者彭亚、刘战鳌，
分别为白鹤滩工程建设部
泄洪洞项目部主任、
技术管理部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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