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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袭绿水，两岸青山。长江自江津入巴南后，流经九龙
坡、南岸，又遇巴南，再往长寿浩荡东去。巴南境内，两端江岸
总计60公里，是重庆主城拥有长江岸线最长的区。正是这段
黄金水岸，温润了扑朔迷离的巴国文明，拉开了巴渝文化的历
史大幕。】

听历史悠远 古巴人逐 而居水
第一篇章

时间上溯。公元前316年，一场争夺疆
域的刀光剑影后，强悍的秦国终于将觑觎已
久的巴国划入自己的版图。巴人，突然从漫
漫历史长河中消失了——这就是中国史学界
的著名“悬案”：巴人之谜。

巴人，到底去哪了？
自古长江两岸，人类逐水而居，文明绵延

不绝，也为探索扑朔迷离的“巴人之谜”，埋下
生动伏笔。

巴人中的一个分支——龙蛇巴人自巴国
灭亡后，迁徙到了现今巴南区龙洲湾街道这
个地方！长期“潜伏”于青灯黄卷下的著名巴
文化学者、重庆师范大学教授管维良，曾捧出
他的“一己之见”。

管维良还原历史现场：
公元前316年，那支在血雨腥风中幸存

下来的巴人族群，匆匆穿透黑夜，在巴国南部
一个长江岸边栖息下来。长江水岸从此为这
个疲惫的族群提供着生命之源、休养之所。

管维良研究认为，巴国灭亡后白虎巴人
东迁，到了湘鄂西和川东巫山一带。南方人
口空虚，龙蛇巴人就逐渐南下重庆到了现今
的龙洲湾一带。

虽然迄今为止，学界对巴国不在后，巴人
究竟去向何方的问题尚无定论，但恰恰为巴
文化增添了诸多神秘与趣味。

龙洲湾巴滨路上，一座复建的巴县衙门，
正静静诉说历史的沧海桑田。

秦灭巴后，在现今的渝中区设置巴郡，分
巴东郡、巴西郡和巴郡，史称“三巴”。公元前
314年，秦国在今渝中区设置江州县，之后更
名垫江县。北周武成三年即公元561年，垫
江县更名为巴县，巴县由此得名。

时至1939年，巴县政府迁出重庆市中
区，暂住今九龙坡区华岩镇，1941年迁入今
巴南区李家沱街道马王坪，1952年暂迁南泉
街道，1954年迁入鱼洞街道。

又于2009年，巴县变身巴南区后，其治
所再次迁徙至龙洲湾街道，终于停止她风尘
仆仆的脚步趋于稳定。

按照管维良的观点，这仿佛一个意味深
长的历史巧合——现今的龙洲湾街道，就是
那历史深处，供巴人余部喘息的地方。

只不过，这次迁徙不再是躲避战乱，而是
为了实现快速与主城核心区空间对接，推动
南部新城迅速崛起。

一盏不眠青灯，一宗史学悬案

人可以书写和推动历史，也可以孕育丰
富多彩的民间文化。

2000年的春耕时节，接龙镇一位农民犁
田时，一个神秘物件在田泥里出现了——那是
一把有近千年历史的唢呐。很多年里，巴南人
总是不间断地发现一些上了年岁的吹打乐器。

一排硕大无朋的唢呐齐声奏鸣，一队古
代巴国武士随之起舞——这些“古件”，让人
恍若历史深处巴人擎旗征战或临渊渔猎的现
场。

这就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接龙
吹打乐。接龙镇原文化站站长陈朝友老人介

绍，接龙吹打乐正式形成于元末明初，是“巴
渝十大民间艺术”之一。

同样是首批国家级非遗的木洞山歌，可
追溯到上古时代先人田野劳动的“巴渝歌
舞”。木洞人口不过4万余众，就有上万人可
即兴演唱，鲜有一种艺术形式有如此广泛的
群众基础。

岁月长河静静流淌。巴南还拥有姜家舞
龙、鱼洞乱针绣等6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
中国家级2项，市级11项。她们在一辈辈巴
南人的生产生活中演绎出来，“唰”的点亮了
悠久的巴渝文化。

一个千年古件，一段悠远岁月

值得一提的是，穿越了2300多年时空之
旅的巴县县名，终结于1994年。

这是何故呢？
1994年，国务院批准巴县撤县建区。时

任巴南区志办主任周进回忆，其时，人们既对
新区充满期待，又满怀对巴文化的不了情，有
人主张改称渝南区，有人坚持保留“巴”字叫
巴南区，争论非常激烈。

最终，在多数人坚持下，“巴”字得以保
留，巴县更名为巴南区。

一个小小的“巴”字，为何引发众人口头
“大动干戈”呢？

巴南区博物馆陈列的《巴南区历史与当
今行政区划图》上，“巴国——巴郡——巴
县——巴南区”的行政区域变迁脉络清晰可

见，足证今生巴南与前世巴国“血脉相传”。
早先的巴国疆域相当广袤。《华阳国志》

载：“其疆域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
南极黔涪”，相当于今陕南、鄂西、川东、川北
和贵州思南一带。其国都在战乱中颠沛流
离，历迁今丰都县、涪陵区、渝中区、合川区以
及四川阆中县。

如今在史称巴国故地的重庆，38个区县
仅有巴南惟一带有“巴”字，与巴文化一脉相
传。而穿透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巴文化最
终在巴南发展、积淀为巴渝文化。

“巴南有理由、有责任高举巴渝文化的大
旗！”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说，小小

“巴”字蕴含大历史、大文化，怎会轻易舍弃
呢？

一个“巴”字去留，一场激烈争论

【放眼向洋，胸怀激烈。古巴人逐水而居，巴县人踏
水而行。在那个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一批在巴南出生
或成长的革命先辈，从长江水岸踏上民族救亡图存的伟
大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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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的历史悠远流长，地理上的神形更是
其内涵所在。

相传公元1402年，即明建文四年，燕王朱
棣兵临城下，建文帝朱允炆化装成和尚从皇宫
秘道逃亡，溯江流落南泉修道。建文峰至今仍
留存建文寺、建文井等遗迹和一位落难皇帝的
诸多谜团。

1962年2月，郭沫若莅临南温泉时留下诗
句：“建文隐处埋荒草，仙女洞头有碧苔。”

建文峰没能改写封建王朝人亡政息的“历
史周期律”，却见证了打响重庆主城解放第一枪
的辉煌战绩。

1949年11月，解放军二野、四野，由南川、
綦江多路逼近重庆主城，以巴南60公里长江岸
线为主要进攻线路，从李家沱、木洞等地码头强
渡大江，势如破竹，于11月30日一举解放重庆
主城。

26日这天，解放军先头渡江部队在建文峰
与国民党守敌激烈交锋，打响解放重庆主城第
一枪，重创了国民党军队的“江南防线”。如今
在建文峰那尊人民英雄纪念碑下，100余名在解
放重庆主城首役中牺牲的战士长眠于此。

于建文峰制高点俯瞰山下，大江奔海，势不
可挡，重庆主城解放前夜历历在目。

长江是重庆魂魄所系，更是巴南历史之
源。

绿水青山间，重庆源远流长的巴渝文化、享
誉世界的三峡文化、可歌可泣的三峡文化、彪炳
史册的革命文化、独具特色的统战文化、感天动
地的移民文化等“六大文化”形态，逐渐沉淀和
形成。

其中，巴渝文化、革命文化是重庆文化的根
基，而巴南，最具巴渝文化和革命文化这两个基
础性文化形态。

绿水青山长在，烈士英魂长存

“我现在鼓吹社会主义……”
“我准备写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书

……”
这是在20世纪初著名“苏报案”庭审现场，

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的慷慨陈词——2013年时
值《革命军》发表110周年，重庆市地方史研究
会会长周勇及其研究团队公布了一个重大发
现：中国著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家、宣传家
邹容,在身陷囹圄之时,转而追求社会主义！

“从最初景仰谭嗣同的改良主义到追随孙
中山的革命路线,从大声倡言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到自觉信仰社会主义。”周勇说,邹容是追寻
民族复兴之梦的伟大先驱,是先进的中国人、先
进的重庆人的代表。

1898年，岁值戊戌。在北京，谭嗣同慷慨就
义。在重庆，13 岁少年邹容将谭的画像置于座
前，题诗明志：“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亲自为邹
容编了一本书，发给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干部。

时光流淌120载，2018年，又到戊戌。中央
电视台等中央及地方媒体报道，4月3日邹容逝
世113周年纪念日期间，重庆举行了多场对邹容
烈士的祭奠活动。

4月5日即清明节这天，周勇在《戊戌清明
祭》一文中这样写道：“两轮戊戌，告诉我们，邹
容已经跨越时空、重回当下。”

曾是“重庆水路第一水驿”的巴南千年古镇
木洞，拥长江，依群山，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就
在这里长大。在一平方公里场镇上，还有中国
近代史上三位重要人物的旧居，其主人分别是
辛亥革命先驱杨沧白、著名红军将领汤慕禹、新
中国第一位驻外女大使丁雪松。

清光绪七年十月十八日即1881年12月9
日，杨沧白在木洞老街一间老屋呱呱坠地。杨
沧白是邹容的儿时玩伴、革命挚友，两人都在年
少时怀有救国图存之大志。1906年，杨沧白被
孙中山指定为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他发动
的蜀军革命被称作是“推翻帝制的前奏”。

波涛昼夜不息，革命前赴后继

1920年8月27日，重庆太平门。法国吉庆
轮在长长汽笛声中驶离码头。84名赴法勤工俭
学的中国学生中，有一位叫邓希贤的少年，他就
是邓小平。

与邓小平同行的，还有后来成为首任中共
巴县县委书记的巴县人周贡植。他们在重庆商
会会长汪云松创办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完
成学业，踏上救亡图存的伟大行程。

巴南区档案馆陈列厅正中央，静静躺着一
份《重庆预备学校赴法学生留法勤工俭学分会
代表名册》——这份镇馆之宝上，邓小平、周贡
植的名字清晰如昨，见证了百年前的那场风云
际会。

辛亥革命后，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愤于现实黑

暗，继续寻求新思想、新文化救国图强。虽然身
处中国内陆，但老巴县人仍然胸怀壮阔。正是在
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汪云松等一批巴县开明乡贤
筹款办学，并资助有识有志之士旅欧赴法。

山川古迹是一个地域的外在形式，人的精
神却是其文化特质。

巴南人生活在大山大川之间，大自然的熏
陶、险峻的自然环境，尤其是长江水岸，孕育了
巴南人“坚韧顽强、开放包容、豪爽耿直”的个性
和文化。

立于巴南长江水岸，可见大江东去之浩荡，
可听历史长鸣之回响——在那个波澜壮阔的革
命年代，一批批革命先辈从长江岸边踏水溯流，
为民族复兴赴汤蹈火。

江水壮阔浩荡，胸怀志在四方

【 日 夜
奔 腾 ，且 歌
且行。巴南
人 以“ 坚 韧
顽 强 、开 放
包 容 、豪 爽
耿 直 ”的 巴
渝文化精神
内涵，把“绿
水 青 山 ”变
成“ 金 山 银
山”，书写了
生态文明语
境下拥水而
兴的“两山”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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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初春，二圣白象山茶园漫
山翠绿间，春芽诗意生长。巴山村
村民李显福指尖在茶叶间飞跃。

李家是茶园种植户。去年，李
家靠种茶、在茶园务工及年度分红，
收入近10万元。

把一片茶叶的吟唱，浸润在杯
子里；把一座茶山的情怀，书写在叶
片上——谁也想不到，这座“金山”竟
是在荒山上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大幕徐
启，原二圣乡“十八勇士”自告奋勇
上山开荒，他们住土坯房，睡木头
床，靠40亩开荒地、两台机器、一口
铁锅艰难起步。

再后来，“十八勇士”之一张节
明带着一个集体小厂，从濒临倒闭、
承包经营、上街叫卖等诸多困顿一
路突围，打造了一个年产值超8000
万元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重庆茶叶集团，带动周边2万亩
共2600多农户增收脱贫。

眼下，巴南“两山”故事的另一
个主角二圣天坪山，千树万树梨花
开。“这些树当年差点被砍来当柴
烧了！”二圣镇集体村村民陈福满
是感慨。

10多年，因梨子品质差销路差，
集体村大片梨树即将被砍伐作薪。
在外经商的村民郑孝乾回来担任村

干部，带领村民改品种、学技术，从
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使梨园变成
西南地区惟一的“全国现代生态农
业创新示范基地”，并形成万亩规
模，带动2个村10个合作社上千农
户增收致富。

长江环绕之下，巴南区拥有重
庆主城最富集的生态资源。在这幅
诗意长卷上，处处都有乡村振兴的

“样板间”、农旅融合的“示范田”。
水育一方人，也兴一座城。
巴山渝水是重庆的，也是国际

的。在建设“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的背景下，巴南站在了新的历史
关口。

位于巴南的重庆公路物流基
地，是中新互联互通国际陆海贸易
新通道的主要承载地。由巴南始发
的重庆东盟公路物流班车，目前已
连通亚欧约20个国家、15个港口，
并与中欧班列对接贯通。

巴南的故事，总与那片江水有
着不可割裂的情缘——重庆公路物
流基地还与重庆东港、果园港、寸滩
港形成多式联运，通江达海，续写

“重庆下南洋”的新时代传奇。
万里长江浩荡奔海，千年文脉

薪火相传。巴南不忘初心，在巴渝
文化的悠久历史和绿水青山中传承
发展，行千里、致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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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清朝末年，现今东温泉镇的五布河畔，
有一位猎户的儿子山崽，为给失明的母亲治病，
无论天寒地冻，每天都背着母亲去十里之外的温
泉泡泉洗眼。两年之后，山崽母亲竟重新看清世
界。

这个故事赋予本就温润的东温泉水，以至
孝至善的人间热度。当地人将五步河畔的温泉
水视为“圣水”，将山崽母亲泡泉的地方视为“圣
浴”，并纷纷来此泡温泉，祈望洗尽病魔，逢凶化
吉。

孝母浴泉的故事无源可溯，但有据可考的
是，清末以来，东温泉一直传承着淳朴独特的泡
温泉习俗。

最具重庆山水格局，有“最重庆”之美誉的巴
南区，是“全国首批国民旅游休闲胜地”，是名副
其实的山城、江城、森林之城，也是温泉之城，西
部首个、重庆唯一的“中国温泉之乡”。

龙洲湾长江岸边，南温泉与东温泉遥相呼
应，重庆“五方十泉”，巴南就占东、南两方。

南温泉发现于明朝万历年间，有“重庆第一
泉”之誉。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就有诸多社
会名流前来泡泉休闲，成为重庆早期旅游圣地。
大文豪郭沫若早年也慷慨赞誉：浴罢温汤生趣
满，花溪舟楫换人回！

巴南区温泉储量323.38亿立方米，温泉资
源储量全市领先，其中“天然桑拿”东温泉热洞常
年水温43℃，是热医疗效用明显的优质矿泉水
和世界喀斯特地貌上恒温的温泉热洞。中国工
程院院士卢耀如曾为热洞题词：东泉热洞，世之
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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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又回来了！”前不久，退休大
爷方朴入住巴滨路一个推窗即见长江的
小区。

方大爷的新家，距早年拆迁了的老居
民楼仅500余米。30年前，在老居民楼
拆迁之时，方大爷带着儿子一家迁往区
外。而今，儿子一家带着他迁了回来。“好
生态，就是最大的风景！”方大爷说。

悦赏十里鲜花，乐骑亲水车道，漫游
滨江公园……全长18.3公里的巴滨路，是
方大爷晚年生活的全部寄托——这里拥
有重庆市第一条滨江自行车道，拥有一批
湿地公园、小游园，沿途银杏、香樟众木成
林，樱花、茶花鲜花成海。

3000年前古巴人逐水而居的这条水
岸线，已成为重庆主城“两江四岸”的重要
窗口、市民亲水休闲的重要打卡地，并不
断演绎类似方大爷那样的“迁故事”。

巴南沿江、傍泉、依山、靠林、临湖、环
岛。木洞桃花岛、木洞中坝岛、鱼洞中坝
岛、麻柳南坪坝——四个长江岛屿滋养水
之灵气；云篆山、圣灯山、樵坪山、双寨
山——四座原生态森林孕育山之仙气。

三千年巴国故地，三万顷休闲时光。
春赏万花争妍，夏纳千林凉意，秋摘

百果奇香，冬浴十面温润——拥水而兴
的巴南，四季分明，各美其美，共同奏响

“乐享四季、生态巴南”的四季乐章，城乡
全域成为重庆主城最美最大的“生态田
园”。

晚
年
回
迁
：
一
段
岸
线
的
前
世
今
生

文/图 巴南区委宣传部巴南日报社

长江边上，听风吟唱。
万里长江来到重庆，60

公里黄金水道过境巴南，在巴
南 1825 平方千米绿水青山
间，播撒93 个秀丽湖泊、4个
江心岛屿，滋养全市领先的温
泉资源储量和46.6%的森林
覆盖率……

薪火三千年，绿水并青
山。在学好“两山论”、讲好
“两山”故事的背景下，这段在
重庆主城九区当中最长的黄
金水岸，承载了巴渝文化薪火
相传，逐水而居、踏水而行、拥
水而兴的三千载过往，并照见
她的诗和远方。

巴南区60公里长江岸线示意图

东温泉 南温泉 接龙吹打民间表演

云篆风清

丰盛彩色森林
春漾响水湾

二圣春来早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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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波澜壮阔 巴县人踏 而行水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花溪街道熊家湾，是
重庆主城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巴县志：历史上以巴县命名的志书共三部，
其中，向楚主编的《巴县志》处处良史笔法，为全
国名志，是学界研究巴渝地区历史风物不可或
缺的参考书籍。

中共中央南方局西南学院旧址（彭氏民
居）：位于南泉街道，是重庆地区保存较好、最大
最完整的古民居。1946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此
创办了西南学院。

丰盛古镇：始建于宋代，明末清初因商贸业
发达而兴场，曾是重庆去南川、涪陵的重要驿
站，素有“长江第一旱码头”之称。

木洞古镇：明清以来，木洞镇就是四川省商
贾云集的名镇之一，是连接川黔、商品出川入川
的重要集散地。

云篆山：位于鱼洞街道。是重庆老“巴渝十
二景”和“巴南新八景”之一。

圣灯山：位于圣灯山镇。有“川东小峨眉”
之称和“巴渝奇山”之称。有千年古寺云豁寺、
48道山城门遗址。

樵坪山：位于南泉街道。樵坪古寨为原巴
县江南五大寨之中心。古寨共有城门48座，尚
有24座基本完好。

双寨山：位于石滩镇。由大寨山和小寨山
组成，其中小寨山最高海拔1111米，素有重庆主
城“最高峰”之称。

木洞桃花岛：位于木洞镇，为长江第三大
岛。三峡蓄水175米水位后，桃花岛成为四面环
水的孤岛。

木洞中坝岛：位于木洞镇，每年蓄水后，成
了“白鹭天堂”。

鱼洞中坝岛：位于鱼洞街道。曾是抗战时
期国民政府的秘密飞机场。

麻柳南坪坝：位于麻柳嘴镇，是长江江心孤
岛，每年3-7月，三峡消落区700亩的土地长出
郁郁葱葱的青草，成为“露营天堂”。

资料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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