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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口、大渡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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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容留禹凿，峡意仿夔门……”这是清代著
名诗人张问陶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路过大
渡口时所作的诗歌《猫儿峡》。

“猫儿峡，就在大渡口跳蹬镇境内。”顺着大
渡口区文管所所长李国洪所指的方向，猫儿峡奇
特的景观映入记者眼帘：石壁高耸入天，犹如半
个夔门。猫儿峡也征服了张问陶，他感叹这仿佛
是大禹留下的鬼斧之作。

事实上，在清代道光、光绪年间，就有士绅在
大渡口捐设义渡口，摆渡来往人众，渡口规模为
沿江数十里之首，大渡口由此得名。新中国成立
后，重钢更是让大渡口声名在外。

在这片土地上，曾留下哪些文人骚客的足
迹？又有哪些诗歌留存下来？

杨慎为大渡口写下第一首诗

早在先秦时期，大渡口就是巴郡的治所区域
之一，后辖垫江县、巴县等。

据清代《巴县志》记载：“大渡口，县西四十
里，为智里二甲米口。”这是大渡口见于官方文献
之始。

那么，谁为大渡口写下了第一首诗？
“这个人就是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杨慎。”李国

洪说。
明嘉靖三年（1524年），杨慎因“大礼议”案被谪

于云南永昌（今云南保山），投荒30余年，终老于戍
所。其间他曾在春天乘舟沿长江而行，题咏一首《铜
罐驿》描述途中所见——金剑山头寒雨歇，铜罐驿
前朝望通。天转山移回合异，春添江色浅深同。

“诗中的铜罐驿位于现在的九龙坡，金剑山
则在大渡口。”李国洪说，杨慎在诗中描写道：寒
雨乍歇，放眼望去，金剑山如一把长剑直插云霄，
即将到来的春天为江水平添了几分色彩。寥寥
几句表达出诗人浓浓的思乡之情。

至于在杨慎之前还有没有诗人为大渡口题
咏，没人能确定。

“古时的大渡口就是一个小村庄，又处于巴
县腹地，很难获得诗人们的青睐。”李国洪说，直
到清代，这一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这是为何？
“因为这个时候的大渡口已成为沿江数十里

乡民和过往客商贩运米粮的重要渡口。”李国洪
说，据民国《巴县志》记载：“大渡口河渡，清道光
时马王乡士绅捐田业一股，年租二十余石，置船

二艘，雇人推渡。”“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3月
12日，巴县正堂张判将所剩财物，购船一只，雇船
夫一人，以食米一斗五、工资钱六十文，正式义
渡。”

随着义渡的繁盛，各地移民不断流入，大渡
口逐渐繁荣，诗歌也才逐渐涌现。

经过梳理，辛亥革命前，大渡口仅存诗歌20
余首，时间多集中在清代。李国洪说，为了发掘
大渡口文化，该区拟组织专家广泛搜集历代大渡
口留存诗稿，并出版成册，打造文化大渡口。

金鳌寺引文人骚客竞相题咏

提到大渡口，绕不开金鳌寺。
沿金鳌山蜿蜒的山路向上，10多分钟后，就

能看到掩映在翠柏之间的金鳌寺。阳光虽然刺
眼，寺庙却显得幽深和肃穆。

相传，金鳌寺始建于公元100至400年间，宋
朝时得以大规模扩建，当时以放生池为中心，面
积千余亩。

据民国《巴县志》记载：“又右五同崖南行至
江边，曰金鳌山，盘郁蹲耸，若鳌矫首，绝顶，松径
云盘，寺藏山垇，建始无考。”

“虽然金鳌寺具体建于哪一年已无法考证，
但我们还是可以根据记载想像它当年的盛况。”
李国洪说，其绝美的风光吸引了大批文人骚客，
让他们趋之若鹜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地流
传的一句谚语：“十载金鳌九进士。”

传说寺内有一口用铁板盖着的井，用井水磨
墨写字就可以中状元。所以方圆十里凡是要考举
人、秀才的，都要来此小住一段时间，用功读书。

曾有哪些文人骚客来过金鳌寺呢？最有名
的要算明末清初巴县举人刘道开。

刘道开是九龙坡人和场人，他的家距离金鳌
寺只有10里路。他曾为寺庙赋诗：“古寺藏山凹，
到门方始知。”在他看来，金鳌寺环境清幽，正适合
读书。这似乎应和了“十载金鳌九进士”的传说。

细数之下，描写金鳌寺的诗歌还有不少。清
代武官程远在《金鳌寺》中写道：“削成太华千寻
矗，绕出长江一带澄。”描述了从金鳌寺望出去的
壮阔景象。

“蹑步寻幽径，金鳌最上层。石梁横跨涧，老

树倒垂藤。”清代贡生苗济所赋的《金鳌寺》一诗，
让人感到了幽幽的禅意。

清康熙举人周开丰的《晚宿金鳌寺》更是有
趣，诗歌全部摘集唐代诗仙李白的千古名句，竟
句句应情应景，生动地描写了他在金鳌寺的所见
所感——

明月看欲坠，流光灭远山。
众鸟各已归，孤云自去闲。
移花坐石忽已暝，使我不得开心颜。
琴松风兮寂万壑，别有天地非人间。
如今的金鳌寺虽不复当年的辉煌，但香火依

然旺盛，是大渡口重点打造的景点之一。按照
《大渡口转型发展规划》，将以生态旅游、文化休
闲为主题，利用金鳌山丰富的地形地貌、森林植
被和金鳌寺历史人文景观资源，将这里建成旅游
休闲胜地。

石林二十景惹人醉

很多重庆人都知道华岩寺，却不知道在大渡
口有一座与华岩寺堪称兄弟寺庙的石林寺，且历
史更加久远。

石林寺，位于大渡口跳蹬镇石林村，因四周
怪石如林而得名，它为何能与川东十大名刹之一
的华岩寺相提并论？

“因为这两座寺庙的住持都是圣可大师。”大渡
口文化学者冯尧安说，石林寺建于明代嘉庆三十九
年（1560年），清代时圣可大师在此修行，后成为该
寺住持并对寺庙进行扩建，一时间，香火兴旺。

传说，有一天，圣可大师在后山发现一金鸡朝
着华岩洞飞去，他在追赶间，竟从这岩上跳下，从
此华岩洞就留下圣可大师的一双大足印。圣可大
师看中了这个金鸡巢窝之处，决意在此开山建寺，
华岩寺至此得名，他也成为该寺的首任方丈。

在石林寺门口，记者看到，这里仍残存半座
圣可大师的衣冠冢塔，寺庙内古朴幽静，透着几
分冷清。

据冯尧安考证，在此处，曾有金仙洞、护法
石、狮子峰等石林二十景，包括圣可大师在内的
众多僧俗文士曾作诗题咏。

其中，圣可大师在修行时就留下《石林邀友》
一诗：“肉髻苍松翠可看，白云新茗香于荃。”在他
看来，石林寺松柏苍翠，白云悠悠，泡一杯新茶在
此品茗，足矣。

清代举人邓迪也为石林寺所迷醉，赋诗《石
笋峰》：“独峙万松中，屹立撑空际，下有灵鸡声，
上接云霄气。”

清人李光正则留下一首《千尺井》：“透雪心
肠彻底空，曹溪一派任流通。”描写了寺中井水清
澈、香火旺盛的盛景。

遗憾的是，大部分题咏石林寺的诗都佚失
了。如今，石林二十景亦多不存在，唯有松柏常
绿，伴着一声声悠远的钟声，回荡在山间。

城口，三国时隶属巴西郡宣汉县，元明时期隶
属达州太平县，清朝前期隶属川东道太平县，道光
二年（1822年）正式建城口厅。

作为渝东北的重要门户，在漫长的历史岁月
里，有哪些文人曾经到过城口？他们又留下了怎
样的诗句？这些诗歌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故事？

城口第一首诗与诸葛亮有关

说到城口，不得不提的就是诸葛寨和葛城
镇。这两个地名，让人不禁想起一代名相诸葛亮。

“现有文献中，吟咏城口的第一首诗，也与诸
葛亮有关。”城口县文联副主席王毅说，清康熙七
年（1668年），时任太平县知县的王舟在游历城口
葛城镇后，挥笔写下一首《三义祠》。他在其中用

“万年扶汉鼎，千古仰风流。地水通仙境，山水覆
画楼”，对诸葛亮的一生进行了高度评价。

难道城口和诸葛亮之间真有渊源？
“乾隆年间的《太平县志》和道光年间的《城口

厅志》都提到，相传，诸葛亮北伐时路经城口，被此
处地势所吸引，于是下令三军在此歇息，并修建营
寨。道光年间，村民在城口山中发掘出的两具铜
弩，经考证后，也证明为诸葛连弩（三国时期，诸葛
亮发明的连弩）。”王毅说，“正因如此，后人把蜀军
的驻地命名为诸葛寨，山下的集镇也改名为葛城
镇。”

“但根据我们现在的分析，诸葛亮曾经驻军城
口的说法只是后人的附会。”王毅说，三国时期，城
口隶属巴西郡宣汉县，虽是三省门户，但境内皆是
茂密的原始森林，汉中在城口西北，且有莽莽大巴
山阻隔，相距甚远，诸葛亮断不会舍本逐末在这杳
无人烟的地方屯兵。”王毅说，至于出土的诸葛连
弩，也许是蜀国的散兵游勇路过此地之时留下的。

不过，在王舟之前，就没有人留下关于城口的
只言片语？

“答案是否定的，虽然交通不便，但由于城口是
川鄂古盐道的必经之地，一度也吸引了不少商旅到
此，不过由于战乱，他们所写的诗歌都已失传，现存
文献中，描写城口的诗歌不过20余首。”王毅说。

“梳理这些诗歌，不难发现，道光二年，城口设
厅之后，来此吟诗作赋的文人日渐增多。”王毅说。

康熙十九年（1680年），担任太平知县的清朝
诗人廖时琛在《登峡口山》一诗中，用“怪石嶙峋景
最奇，如旗如剑列江湄”，生动描写了位于城口以
西峡口山的险峻景象。

另一位清代诗人吴秀良则在《道光甲申冬日
雪后登八台山》中，用“矗汉奇峰成玉琢，向阳老树
半花开”，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冬日城口的美丽景色。

乾隆皇帝写诗赞美城口茶叶乾隆皇帝写诗赞美城口茶叶

据史料记载，为城口写诗的人中，名气最大的
莫过于乾隆皇帝。

“至于乾隆皇帝为何要为城口写诗，这就和我
们现在喝的茶有关了。”拿起茶杯，呷一口茶，王毅
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进献贡品者，庶民可升官发财，犯人重刑减
轻。”1751年，一道圣旨传入当时尚属川东道太平
县管辖的城口，打破了这个小城的宁静。

人们纷纷开始寻找可以进献的贡品，在这喧
嚣的人群之中，一位和尚并没有选择随大流，而是
端起一杯茶若有所思。

原来，这位和尚所在的鸡鸣寺后山有一古茶
园，其茶树皆为明朝所种，所产之茶，清香无比。
此外，在这鸡鸣寺的后院内，还有一口古井，名曰

“白鹤井”。
用该井的井水泡制茶园所产的茶，不仅清香

扑鼻，揭开杯盖后，还可见蒸汽升腾，里面仿佛站
着一对振翅欲飞的白鹤。

这位和尚把茶叶作为贡品献给皇帝。皇帝在
得知该茶的来历后也啧啧称奇，不仅把这种茶定
为贡品，还挥笔写下“白鹤井中水，鸡鸣院内茶”的
诗句，对其进行赞赏。自此之后，这产自于鸡鸣寺
的茶叶就被人们称为“鸡鸣贡茶”。

“这位皇帝就是大名鼎鼎的乾隆皇帝，鸡鸣寺
始建于东汉年间，现位于城口县鸡鸣乡，而进献贡
品的和尚就是当时鸡鸣寺的住持广隆和尚。我们
现在喝的，就是鸡鸣贡茶。”王毅说。

作为鸡鸣贡茶的重要产地，鸡鸣寺现状如
何？

记者来到鸡鸣乡的那天虽正下着雨，但寺内
依然游人如织。记者在寺内僧人的带领下来到后
院，只见一口古井位于院子中央，从井口向下看，
里面的井水清澈见底。

“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白鹤井，而在这寺庙的背
后，就是当年的古茶园。”鸡鸣乡副乡长徐豪说，如
今的鸡鸣贡茶已褪去了皇家御贡的神秘色彩，在
2016年成功入选重庆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项目名单。白鹤井和古茶园也成为鸡鸣乡的
一大景点，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旅游。

战争为何成为热门题材

道光年间，一位中年人从重庆出发，奔赴城口。
舟车劳顿让他困倦不已，但走进城口厅后，他

却来不及休息，放下行李，就投入到工作之中。
站在城口的城楼上望去，满目疮痍，想起自己

所担负的使命，这位中年人叹了口气，挥笔写下一
首诗歌：“太平今戾止，伪节控旌麾。白屋饕周栗，

青天睹汉仪……”
“这位中年人就是当时担任抚治重庆兵备副

使的柯相，他所写下的这首《阅城有感》，是现有文
献记载中诗人描写城口最喜欢采用的诗歌类别：
战争诗。”100多年后，站在城口县政府门口，王毅
感慨道。

与其他区县要么写人，要么写景的诗歌不同，
城口流传下来的诗歌多与战争有关。

“这和柯相所承担的任务有关。”王毅说，综合
清代刘绍文、洪锡畴等人所著的《城口厅志》可以
看出，当时柯相的任务是剿清匪患。

“古时的城口位于深山之中，交通不便，成为土
匪聚集之地。而剿匪就成为历任城口官员的责任。
柯相为此写下诗歌，也就不足为奇了。”王毅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剿灭匪患的任务也不
能一蹴而就。随着朝廷对这一问题的日益重视，
与军事有关的战争诗也越来越多。

柯相的另一首《檄林令议创戍营》用“戍兵哀
露宿，营棚拟星罗”，借创立戍兵营为名，表明了剿
匪的重要性；而清代诗人林一元在《阅城有感》中，
则以“城盘龙虎势，山起凤凰仪。保障能为是，舆
图惜割非”，说明了城口重要的战略地位。

城口古诗选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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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共同探寻巴渝文化的诸多未解之谜吧。

——编者

城盘龙虎势城盘龙虎势 山起凤凰仪山起凤凰仪
———城口古诗探秘—城口古诗探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琪奥黄琪奥

猫儿峡风光似夔门 石林二十景惹人醉
———探寻古诗中的大渡口—探寻古诗中的大渡口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珩李珩 实习生实习生 王昭熙王昭熙

大渡口古诗选萃

猫儿峡
（清）张问陶

石斓文章出，

横空半壁蹲。

山容留禹凿，

峡意仿夔门。

洞杂精灵守，

林荒虎豹尊。

人烟可断续，

一犬吠云根。

舟次金鳌寺亭子
（清）陈廷訚

两江环拥一危亭，

峻削遥天小画屏。

对我山川皆过客，

娱人风月是浮萍。

酒酣日淡茶烟碧，

烛暗波明树影青。

记得初春曾击缆，

清钟试向枕边听。

圣公塔
（清）邓迪

人坚石不磨，

但与人俱远。

静寂春山幽，

终古云霞点。

阅城有感
（清）柯相

太平今戾止，

伪节控旌麾。

白屋饕周栗，

青天睹汉仪。

闾阎淳习荡，

城郭壮图非。

满目疮痍在，

调停后可时。

三义祠
（清）王舟

万年扶汉鼎，

千古仰风流。

地水通仙境，

山云覆画楼。

灵禽时静听，

香客昼来游。

忠义俨如在，

英雄孰与俦。

道光甲申冬日

雪后登八台山
（清）吴秀良

八台山上八层台，

雪后登临亦快哉。

矗汉奇峰成玉琢，

向阳老树半花开。

地分两界民风古，

河劈三条水脉洄。

下尽陂陁搓倦眼，

始知身自白云来。

金鳌寺。 记者 崔力 摄

俯
瞰
城
口
县
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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