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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虬

以武立功立德立言

临空都市展翅腾飞

两江环带，三山列屏。渝
北，一方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秀美的嘉陵、壮阔的长
江，恰似一弯玉带环抱左右；
挺拔的华蓥山、铜锣山、明月
山，宛如三条翠屏纵贯南北、
次列东西。

这 方 富 饶、神 奇 的 土
地，彰显着刚柔并济的颜值，
孕育了开放包容的气质。

它是四通八达、商贾云集
的宝地。4条干线铁路、8条
高速公路、7条轨道交通在这
里交汇，拥有江北国际机场、
火车北站两大交通枢纽，临空
都市强势崛起。

它是钟灵毓秀、人文蔚
然的福地。这里走出了北宋
状元冯时行、明代六朝重臣
蹇义、红岩英烈王朴、武术大
师赵子虬等灿若星辰的知名
人物。

它是风光旖旎、休闲度
假的胜地。“统景峡猿”“华
蓥雪霁”曾名列古“巴渝十二
景”。麻辣鲜香的水煮鱼，口
味独特，驰名中外。

这 方 富 饶、神 奇 的 土
地，正屹立潮头，搏击时代的
改革大潮；正昂首阔步，铿锵
迈向临空前沿。

一代宗师

一座机场清末民初，国家疲敝，
军阀割据，无数仁人志士都
在思考如何竭力报国，挽救
民族危亡。

他们中有抛头颅洒热血
的革命家，有办厂经商的实业
家，有慷慨激昂的读书人，还有习武
报国的武师。

赵子虬，生于1902年，是全国十大武
术名师之一。习武、从医、育人、著述，他传奇
的一生完成了传统文人的立功、立德、立言。

赵子虬从六岁时开始跟随舅父胡德炎习
武，后又拜师专心习练峨眉拳术。1931年，他
考入南京中央国术馆，并成为了西北军将领
张之江的国术教官。之后，经张之江介绍，
赵子虬还为冯玉祥将军担任过一段时间的
保镖，并成功阻止了一次刺杀行动。

那一天，赵子虬刚把冯将军接到车里正要离开，突然从马路
对面冲来一个戴礼帽的人要强行拉开车门，当时他站在前车门
外，一看情况不对，就立马甩起一脚把来人踢飞了。后来才发
现，此人欲加害冯玉祥。

赵子虬真正威震武林，是在1935年。那时，他辗转来到湖
北，在武昌中华大学教授国术课。当时，学校附近住着一位洋拳
师，经常对中国老百姓耀武扬威，甚至大打出手。洋拳师还曾扬
言：“中国的武术是一种舞蹈，不中用。”

本来，“东亚病夫”之痛就一直如鲠在喉。血气方刚的赵子虬
得知此事后，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驱使下，当即决定
要通过公开比武的方式，好好教训教训那个洋拳师，为国争光！

公开比武的消息不胫而走，比武那天，前来观看的人把台子
围得水泄不通。比赛分为三局，赢两局者为胜。

第一局，洋拳师凭着身高马大，主动出击，东撞西打。擅长
峨眉拳术的赵子虬身矮气盛，利用五峰六肘，制化敌劲，接着，看
准对方破绽，一记钩挂腿，将洋人摔倒在地。

第二局，洋人锐气大减，赵子虬主动出击，连发快拳，攻势如
虎，洋人只有招架之功。突然，赵子虬瞅准洋人拗步出拳的一刹
那，一记“朝阳跌”又将对方打翻在地，观者纷纷鼓掌叫好。

输赢本已成定局，但洋拳师恼羞成怒，硬要再来一局。只见洋
拳师猛扑上来，赵子虬以逸待劳，避其锋芒，然后猛地将洋人右手
反扳过来，一个“张飞扛矛”式，第三次使洋拳师摔了个仰面朝天。

此事在武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地报纸以《赵子虬拳打美
国大力士》为题作了报道。赵子虬凭借武术长了中华民族的志
气，被时人传为佳话。

1943年2月定居江北县（今为渝北区）后，赵子虬在县立女
中任教，兼授县立男中、崇敬中学、洛碛中学国术。1978年11
月退休后任江北县体委业余武术教练，指导全县武术工作。在
他的带动下，训练了武术骨干近千人，1992年江北县被评为首
批全国武术之乡。

为往圣继绝学，1978年后，赵子虬还投身于挖掘、整理武术
史料，与人合作整理了38万字的《四川武术史（初稿）》，还撰写
了《中国武术管窥录》《峨嵋武术纵横谈》等80余万字专著史料。

传说与女娲补天有关
重庆被誉为温泉之都，其“五方十泉”之中，统景温泉占

据重要一席。早在上个世纪，统景温泉就已名满四方，成为
人们竞相游览的景点。

久负盛名的统景温泉肇始于何时已无从查考，但一则
关于女娲传说的故事，则足以证明其历史之悠久。相传远
古时女娲炼石补天，熊熊大火把地下水烤得滚烫，从而在这
里形成了大量的温泉。

然而，不为人知的是，统景最早闻名并非因为温泉，而
是其绝妙的自然山水。清代文人曾留下大量笔墨，为它平
添了许多的诗风联韵。

统景原名为“桶井”，因其地绝壁峡谷酷似桶状，人入其
间，有坐井观天之感而得名。后来，因其风光秀美，能够统
览山、水、林、泉、峡、洞、瀑等诸景，“桶井”更名为“统景”，意
谓此处集山川之秀、统天下之景。

有史料记载以来，最为盛赞统景的古代文人当是清代
巴县知县王尔鉴。

乾隆年间的一天，钟情山水，颇具浪漫情怀的王尔鉴，
驾一叶扁舟，循着御临河溯流而上，游览了统景“小三峡”。
舟行碧波，穿温塘峡，经桶井峡，过老鹰峡，但见绝壁矗立，
翠竹连山，清风爽籁，猿猴攀树，令他流连忘返。

此情此景，仿佛进入武陵仙境的世外桃源。王尔鉴顿
时诗兴大发，写下了“桃源溪水来，花片时隐约。乃觅渔父
舟，一线入洞壑……”的传世名篇。后来，由于对统景风景
的偏爱，他还将“统景峡猿”列为“巴渝十二景”之一。

钟爱“统景峡猿”的并非王尔鉴一人。循着他的游迹，
姜会照来了，他题诗道：“倒影忽惊波荡漾，百千猿挂一枝
枝。”张九镒来了，他题诗道：“溪深不可溯，中有青猿啼。”周
开丰来了，他题诗道：“挂树千猿跃，窥天一线通。”还有宋
煊、黄善燨等也曾到此游览赋诗。

除了诗文，统景还留有许多绝妙佳联。但无论文人墨
客对统景的风光如何题咏赞美，今日今时，温泉已成为统景
的代名词。早在2005年，统景温泉就被亚太旅游联合会评
为“中国最佳温泉旅游度假胜地”。

2013年，统景温泉实施提档升级，如今已是全国最大最
集中的温泉群之一。

一座现代化的国际机场，承载着城市腾飞的梦想。
江北机场对渝北而言，是发展的机遇，对于重庆而言，是
改革开放的前沿。

回顾重庆民航的发展历程，江北机场自建成投用起，
就承担起了重大的使命，注定了它的不平凡。

1990年1月22日，江北机场正式通航。当消息通过
报纸、电视和广播传遍巴渝大地，全市人民一片欢腾。

但不为人知的是，在江北机场举行开航典礼之时，T1航
站楼还没有建设完工，直到当年国庆节后，T1航站楼才竣工
通过国家验收。举行开航典礼时，离T1航站楼不到1公里
的地方有一个货运库房，临时充当起了航站楼的角色。

没有竣工验收，如何能够宣布开航？原来，虽然航站
楼尚未建成，但飞机跑道已经完工，可以保障飞机正常起
降。对机场而言，跑道比航站楼重要，跑道竣工就标志着
机场具备了通航能力。

其实，江北机场提早投用也是迫不得已。当时，重庆
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航机场，仅有一座军民共用的白
市驿机场。

对于快速发展的重庆市来说，白市驿机场颇有些尴
尬。时人评价，它是一座“一小两少”的机场。“一小”是规
模小，规模才3000平方米；“两少”是航班少和航线少。

白市驿机场显然跟不上重庆经济社会的发展步伐。
江北机场提早通航，成了全市上下的共识。资料显示，通
航当年，其旅客吞吐量就实现翻倍，达到近44万人次。江
北机场的通航，拉开了重庆民航发展的大幕。

提及机场建设中的故事，为跑道“拉毛”的场景令人
印象深刻。

众所周知，飞机跑道不能太平滑，必须达到一定的摩
擦系数才能满足飞机起降的要求。现在各种设施都很先
进，机械化程度高，这些施工环节都由机器完成。但在江
北机场建设初期，这些都只能靠工人的双手。

当年，跑道的粗糙度要求达到0.8毫米，工人师傅们
必须在跑道混凝土快干的时候，用钢筋和刷子一点一点
地在上面塑形，行业内称之为“拉毛”。第一条跑道的总
面积为266250平方米，可以说每一寸跑道都饱含着工人
师傅们的汗水。

如今，江北机场已拥有三个航站楼、三条跑道，第四
条跑道也已开工建设。然而，如今的跑道“拉毛”早已无
需再靠人工，使用了机械化程度很高的刻槽工艺。

与1990年旅客吞吐量44万人次相比，如今的江北机
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4100万余人次，翻了近100倍。同
时，江北机场已名列全国十大机场之一，截至今年上半
年，江北机场已累计开通85条国际（地区）航线，构建起覆
盖欧、美、澳、亚、非的客运和货运航线网络。

渝北区有着悠久的集镇文化，拥有600年历史的龙
兴古镇便是一个典型代表。

据《江北县志》记载，“元末明初已有小集市，清初设
置隆兴场，因传说明建文帝曾在此一小庙避难，小庙经
扩建而命名龙藏寺，民国初遂改为龙兴场”。

即便人们赋予了龙兴古镇很多传奇色彩，但它的兴
盛并非一个偶然。商贾熙熙皆为利来。与众多古镇类
似，这里是一个四通八达、货物聚散的要地。

龙兴古镇所处的位置，中间低、四周高，像一个天然
的聚宝盆。在古代，以古镇为中心，5条道路通向四方，
被人称为“五马归槽”的宝地。

“龙兴古镇的兴盛在清末民初达到了一个高峰。”曾
任龙兴镇文化站站长的贺柏栋说，这里的人们因商而
富，也形成了纾困解难、诚实守信的商业精神。他们坚
信，帮助别人就等于帮助自己；若是伤害别人，也就等同
于伤害自己。

清道光年间，发生在龙兴镇一个货担郎身上的商业
浮沉的故事，就印证了这一点。

这位年轻的货担郎名叫刘登吉，以贩卖针线为业。
一天，在走街串巷的途中，刘登吉看见一位老人病倒在
路边，热心肠的他毫不犹豫地将老人背回家中照料。事
后，老人以十两纹银重谢了好心人。

刘登吉以这十两纹银为本钱，在镇上开起了针线
铺，后来逐渐发家，成了棉纱行业的大老板。富起来的
刘登吉，在龙兴镇的中心建起了一座三开五进、占地三
亩的大宅院，成为当地首富。

财富在不断累积，刘登吉的贪念也在膨胀。他开始
大肆扩张自家的土地。由于当时的荒地越来越少，购买
土地又要花费大量的钱财，于是他的亲家尹道明替他想
了一个“好点子”。

按照亲家的建议，每天夜间，刘登吉都会安排人去
把他们和其他家族之间的土地界碑，往别人家的方向挪
动一尺，再用旧土还原。通过这种不光彩的手段，他侵
占了不少别人的土地。

原本以为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谁料，“界碑长脚”
的破绽，没到一个月就被对方发现，一纸诉状把他告到
了官府。

刘登吉曾试图贿赂官府，但公道自在人心，经过长
达三年的诉讼，他最终输了官司。刘登吉积攒了三十多
年的财富，全部耗费在了官司诉讼和赔偿上，连房子都
不得不变卖给他人，最后落得一贫如洗。

刘登吉的所作所为令人不齿，晚年时众叛亲离，孤独
终老。后来，他幡然醒悟，写下一副对联：“读圣贤书明体
达用，行仁义事致远经方。”用以警示后人：纾困解难可以
让家业兴旺，富贵后滋长恶行定会让人身败名裂。

古镇，总有说不完的故事：一条为客商朋友遮风避
雨的风雨廊，一座给过往旅人提供方便的驿站，一家因
仗义相助而建起的“第一楼”客栈，三口救人于久旱之中
的水井……

这些掩藏在小镇里的点滴过往，
历经岁月的沉淀，便成了古镇的文
脉，令人多了几许读之不尽、品之不
竭的韵味与厚重。

“纾困解难”不是口号。这四个字是一种精神力量，
注入到了渝北人的骨血里，演绎出可歌可泣、荡气回肠
的革命故事。

王朴，原名王兰骏，1921年生于江北县仙桃乡（今渝
北区仙桃街道）。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据点，他
创办莲华小学、改办莲华中学、接办志达中学，至重庆解
放时，培养数百名学生，发展约700名党员。

1945年9月的一天，位于江北县复兴乡的李家祠堂
一改往日的冷清，热闹非凡，一块大书“私立莲华小学”
的牌子高高挂起。这所学校的校长正是王朴。

莲华小学是王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指示下
创办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农村革命据
点，集聚和培养革命力量。

与当时一般的学校不同，莲华小学按照陶行知先生
的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培养学生，以《新华日报》的新
闻、社论以及《活路》杂志的诗歌作为政治教材，还结合
农村实际需要，教学生写条子、写家信、打算盘、记账等。

为了帮助附近的农民学习，王朴还办起了夜校。夜
校的课本都是自编的，既根据实际需要给农民传授生活
生产上的实用知识，同时也向他们宣传抗丁、抗粮、抗
税，宣传解放区实行的“耕者有其田”政策。

王朴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主义理想信仰。1946
年，经陶昌宜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这一年，
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安排更多的党员干部到农
村参加革命工作，在母亲金永华的支持下，王朴扩大学
校规模，将莲华小学改为莲华中学，并接办志达中学。

1947年9月，中共重庆北区工委成立，工委书记齐
亮以英语教员身份作掩护到校工作，莲华中学成为北区
工委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同时也成为江北县和北碚地区
党的活动中心。

党的地下活动形势大好，经费却日渐捉襟见肘。如
何筹集经费支持革命？王朴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项工
作。王朴的父亲原是富甲一方的地主，去世后留下大笔
家产，主要由母亲金永华料理。

金永华一向支持革命工作，王朴有信心能够劝说母
亲变卖田产和房产。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深明大义的
金永华决定支持王朴的想法，出售了1480多石的田产
及沿街部分房产，折合黄金近2000两支持革命。

王朴动员母亲变卖家产的举动在当地引起很大的
震动，为避免猜疑，王朴对外解释说在城里做生意需要
钱，为此，他还成立了一家名为“南华”的贸易公司以作
掩护。公司成立不久，因叛徒出卖，王朴被捕入狱。

1949年10月28日，王朴慷慨就义。那一年，他28岁。
王朴牺牲后，金永华强忍内心的悲痛，请妹妹金永芳

出面料理后事，将王朴的遗骨掩埋在江北县龙溪乡常家湾。
一个月后，重庆解放。在重庆妇女界庆祝解放大会
上，党组织将一张支票交给金永华，但她谢绝了。金
永华用质朴的“三个应该和不应该”表达了她的心
志，她说：“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享受特
殊待遇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
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
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
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

最后，这笔钱用作了发展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的
基金。

后人评价：富家子弟，革命母子，毁家纾难，资助
革命。

龙兴古镇

统景温泉

印盒李花

本版文图由渝北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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