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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为渝北写下第
一首诗歌？

有人回答：“是渝北
洛碛镇人、宋代文学家
冯时行。”

“天行明月地行水，
水月相去八万里。天公
大力谁能移，月在水中
天作底。”这首《信相院
水亭》正是冯时行写于
洛碛。说来有趣，今天
的洛碛原名“乐碛”，而
乐碛之所以改名，还与
冯时行有关。

南宋绍兴十四年，
冯时行因主张抗击金
国入侵，得罪了朝廷
权贵，在万州被罢官
削职，回到老家后，一

气之下他将原籍“乐碛”改为“落碛”，之后演变成现在的
“洛碛”。

冯时行一生饱经坎坷，但他在任期间体察民情，奖励农
耕，减轻赋税，深得人心。正因如此，他所任职的地方均呈现
出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

冯时行做官清正廉明的作风，百姓看在眼里，为此，百
姓也称他为“冯青天”。同时，他著有《缙云文集》43卷及大
量诗篇，一些优秀作品还入选《四库全书》，如“忧国忧家双
鬓白，通心通地一心丹”、“感时抚事销客魂，归挽天河洗乾
坤”等脍炙人口的诗句，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创一方文化。
历史上，渝北是人才辈出之地，比如明代六朝重臣“天官”

蹇义、中共江北县委第一任书记任白戈、著名爱国将领冯玉
祥、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黄炎培、投身抗日救
亡和争取民主学生运动的张伦等众多名人，他们在不同的文
化层面上、不同的历史进程中，以智慧的光芒为渝北的文明进
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在渝北的很多地方依然能找到“名人”印记：明
朝重臣蹇义辅佐五任皇帝的忠诚口口相传，由冯玉祥命名
的“重庆市育仁中学”沿用至今，见证红色历史的中华职
业学校渝校旧址被完好保存下来，于学忠发枪护乡邻的故
事流传于街巷，洛碛镇修建的冯时行陈列厅即将完工……

他们是一个地方文化命脉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并以
另一种方式“活着”；他们让沉睡的历史资源重新“盘活”，
重拾巴渝人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和精神记忆；他们让宝贵
的地方文化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最终薪火相传。

渝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丰富的文化资
源。

早在2007年，“小河锣鼓”就被评为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2011年，又跻身第三批国家级

“非遗”项目，填补了渝北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空白。

“小河锣鼓”是以大小唢呐、大锣、更锣、小钵、
铛锣、马锣、小鼓外加盆鼓等乐器组合而成的一种
民间吹打乐。

它的得名，与大湾镇的两条叫不出名的小河
有关。祖辈的说法是，明朝末年（约400年前），
有一蒋姓大户在小河附近建房修街，开街时请来
5支吹打乐班子庆贺10多天，街渐成市，因而得
名“小河锣鼓”。

“小河锣鼓”曲目曲牌繁多，演奏形式多变，吹
奏和敲击手法技艺高超，各种乐器的巧妙搭配，复
杂的节奏交替出现，表现特定的情绪，或激昂欢
快，或悲戚缓慢，给人以民间鼓乐美的感受。

除了“小河锣鼓”这项国家级民间文化艺术
瑰宝，渝北还拥有“赵氏武术”“华蓥高腔”“土沱
麻饼”“渝北剪纸”“旗袍制作”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共70余项，主要涉及民间文学、传统戏剧曲
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等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88名。其中，市级“非遗”15项，区级“非遗”55
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12名，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76名。

做好“非遗”的传承工作，是当下紧迫的课题。
渝北积极探索“非遗”的传承与创新之路。

2016年，渝北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加强传承
人之间、传承人与“非遗”相关部门的联系，打通“非
遗”工作各个环节。

在保留“非遗”精髓的同时，渝北主动拥抱时尚
潮流，对接新型业态，与“互联网＋”、文化创意、文
化旅游等行业跨界融合发展，让“非遗”在新时代焕
发强劲的生命活力。

“非遗”不仅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更是未来的。
一路走来，一些影像那么清晰，一些故事愈发感

人至深。因为它们，我们有幸触摸到遥远的岁月，而
当我们和历史相拥，“非遗”便生生不息，带着温度一
代一代延续下去……

在渝北区兴隆镇牛皇村，有这样一个传说——
一天，有个和尚在破亭里躲雨，路过的牧童立即将斗笠

给他，和尚却推辞不要。“客前礼先，家训流传。”牧童话毕，将
斗笠给他后就消失在雨中。雨停后，和尚在木桥上碰见一个
担着两个女孩的汉子，汉子放下担子跳到溪水里给他让道。
和尚不解，汉子说：“手礼相让，家训久长。”和尚进村后，一位
老人将其引入院子，并为他沏茶。随后，老人拿出一把竹椅，
将一位老奶奶扶到椅子上。老人说：“孝礼高堂，家训不忘。”

原来，牧童、汉子、老人是祖孙三代人，姓李，四世同堂。
和尚取笔写道：“礼家李氏，姓李更知礼，逢君不识君，破亭残
桥后，布衣慰吾心。”

某日，和尚坐在村旁一寺庙，忽然一粒银杏掉到他头上，
他惊恐离去。不久，有官兵进村搜寻，老人方知和尚是削发
避难的建文帝朱允炆。

此后，这个村落更名为礼朝屋基，有朝觐之意。汉子担二
女避让之桥取名为双凤桥，村里的寺庙更名为牛（留）皇庙，礼
朝屋基所在的村叫牛皇村。

如今，走在牛皇村，可见古井、草亭、石碾、石磨、石桌、水
车、秋千、梅花桩等小景致，各种各样的农具悬挂或嵌在墙
上。22栋具有巴渝特色的农房，错落有致地深藏在山水间，
让人勾起一股浓浓的乡愁。

礼朝屋基有文化长廊、生态长廊、休闲长廊、休闲观景平
台，是融生态观光、文化传播、时尚体验为一体的礼文化主题
村落，彰显的是“礼”学农耕文化，展示与礼相关的文化产品、
仪式，以一家一训或一家一联突出礼朝屋基22个家庭崇尚
礼文化的传统，开展一系列的亲子、怀旧、教育、观光、体验活
动，是游客亲子游的理想之地。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诗人王维在《积雨辋
川庄作》中描绘的田园牧歌，在礼朝屋基成为现实生活图景。

礼朝屋基是渝北11个乡村文化振兴示范点之一。离
礼朝屋基不远处，有一个巴渝乡愁农业公园。这个公园
以“巴渝为心、田园为体、艺术为脉、乡愁为魂”，游客可以
在公园里的重庆乡愁博物馆体验传统农耕文化，去赶集
吃乡土菜、回溯儿时记忆，买创意十足的农家产品，晚上
可住民宿，感受阡陌交通、鸡鸣犬吠的原生态乡村生活，
寻找记忆中的乡愁。

粗犷的山歌，极具生命力的舞姿，美轮美奂的舞台效果，
铺展成摇曳多姿的渝北人文风情长卷……2019年1月25日
下午，渝北体育馆内，颇具渝北特色的舞蹈《大山下》倾情启幕。

舞蹈《大山下》曾于1992年荣获文化部第二届“群星
奖”金奖，主要讲述了大山中养育着一群淳朴的人，平日里
他们过着男耕女织、与世无争的祥和生活，逢年过节总会
吹起芦笙，男女相伴踏歌起舞，开开心心欢聚一堂。

20多年过去，渝北临空文化艺术团演员们以当年的经典
舞蹈《大山下》为基础，深度挖掘舞蹈中石匠、木匠等角色蕴含
的工匠精神，诠释新的“渝北形象”，新《大山下》应运而生。

新《大山下》将渝北的山水之美、民俗之美、人性之美全
部浓缩在整场舞蹈的质朴中，演绎了山与人的和谐共生，也
让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做事专一的“渝北精神”在舞台上得
到完美呈现。同时，舞蹈将莲萧等渝北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的艺术元素逐一融入，通过现代艺术表现手法，展
示了渝北现代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艺来源生活，精神凝聚力量。20多年再现经典的背
后，凝聚着渝北人对文艺创作和文化精品的追求。近年来，
渝北区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文艺创作，推出了一大批水准
上乘、地方特色浓郁、教育鼓舞作用突出的优秀作品，既满
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又弘扬了社会正能量和时代
主旋律。2010年，渝北区选送的少儿舞蹈《āáǎà》获得
第十五届群星奖，并登上了央视舞台。2013年，渝北区选
送的少儿舞蹈《飞呀飞呀》获得第十六届群星奖，以孩子们
的天真、善良和爱心，展示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
画面。2016年，渝北区选送的曲艺类作品《一分也不能少》
获得第十七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群星奖，作品深情演绎
了基层百姓生活的不易，讴歌了基层小人物“缺钱不缺德”
的高尚情怀，情景幽默，耐人寻味。

为了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近年来，渝北投资
1.3亿余元建成新图书馆文化馆，均为国家一级馆，免费开
放绩效评价连年居全市前列。建成巴渝古床博物馆、改陈
布展巴渝民俗博物馆，成为深受境内外游客喜欢的打卡
地。选址城市佳地，建成投用碧津美术馆、渝北历史文化
陈列馆，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接受文化熏陶。

服务普及群众，文化浸润心灵。渝北在全市率先启动镇
街文化服务中心提档升级工程，建成后平均面积1500平方
米，最大达3000平方米。启动“渝北文化云”数字文化工
程，实现文化资源云端配送。建成社区文化室157个、村农
家书屋181个、21小时自助图书馆5个，城市15分钟文化
圈、农村半小时文化圈基地建成，让文化精品给城市生活和
群众带来更多的“诗和远方”。

渝北，一半山水一半城。
“春天来看雪，夏天来摘果。”在朋友圈，看到这

样的邀约，你不心动都难。
这里的“雪”，既指统景镇印盒的李花，也指茨竹

镇放牛坪的梨花，李花、梨花盛放时，漫山遍野一片
雪白。数年前，“渝北梨橙”和“统景歪嘴李”通过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统景镇印盒村、茨竹镇梨园村
成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印盒李花生态旅游区包括统景镇印盒村全部、
裕华村和龙安村的一部分。印盒的得名来源于明朝
建文帝的传说。相传建文帝途经此地时，不慎遗失
了装玉玺的盒子，后来村民们无意中发现了印盒广
场处的大田中出现了一座四四方方的小岛，形似建
文帝遗失的盒子，故而得名“印盒”。

传说，是遗落在时光里的印记；风景，是在四季
中变幻的画卷。

每年春天，万余亩李花竞相绽放，远望如皑皑白
雪，近看似凝霜冰花，大有满山李花漫山雪之意境，
引来“花仙子”悠游打卡。7月上旬，皮薄离核、脆甜
多汁的歪嘴李成熟，吸引八方游客采摘。渝北区因
印盒地区歪嘴李味美、多产，被评为“中国李之乡”。

山藏千秋不语，水润万物无声。
在渝北，除了统景印盒的李花、茨竹放牛坪的梨花，还

有玉峰山的樱桃、兴隆的杨梅、石船重桥的葡萄、古路的
仙桃李、茨竹的十里荷花长廊、木耳的“白云印象”、大盛天
仙谷等也都是“打卡地”。这些“打卡地”是渝北农旅融合开
出的美丽花朵，更是文旅融合结出的累累硕果。

“大珠小珠落玉盘”，它们串成了渝北“三环十
景”乡村旅游精品线路：龙王洞山环线（木耳—兴隆
—放牛坪—南天门—白云山—木耳）；御临湖环线
（古路—高嘴—统景—天险洞）；明月山环线（玉峰
山—龙兴—石船—洛碛）；“十景”即斗碗寨景区、巴
渝乡愁景区、放牛坪梨园景区、仙桃李景区、花漾渔
村景区、“泉橙花”景区、天险洞樱花林景区、玉峰山
森林公园景区、明月山花果长廊、张关水溶洞景区。

“三环十景”是在四季中变幻的风景，而浓缩了巴渝
民俗文化的重庆巴渝民俗博物馆、碧津美术馆、巴渝武术
研究院等馆场，存续了渝北城市与乡村的记忆，绵长的文
脉贯穿其中，它们在文旅融合中描绘了一幅渝北美景。

王彩艳 杨敏
图片由渝北区委宣传部提供

文脉绵延
乡愁更

钟灵毓秀，大美渝北。岁月不
居，乡愁更浓。

千年文脉，绵延不辍。
据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便有土著居民在渝

北境内居住。迄今发现全区有600多处遗址遗迹，
它们镌刻着渝北丰厚的历史文化，贯穿其中的是绵长的
文脉。

从诞生北宋状元冯时行的千年古镇洛碛到诉说建文
帝传说的御临河，从昔日的商贾重镇到今天的水陆空枢
纽，嘉陵江、长江为重庆北大门标注了历史与现实的醒目
坐标。

山高水长，文化浸润。
独特的巴渝民俗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滋养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小河锣鼓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华蓥高
腔、川剧。民歌民谣、民间故事、民间谚语和武术文化、
乡愁文化、匠心文化，在群众性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中
大放异彩，不断谱写新时代的华美乐章。

文旅融合，乡愁更浓。
文化是历史的印记，风景是流动的四季。“三环

十景”串起了渝北的美丽乡村，田园为体，艺术为
脉，文旅融合浓缩了巴渝文化。文脉涵养中，

“诗和远方”在这里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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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渝北

统景温泉统景温泉（（御临河大峡谷御临河大峡谷））风景区风景区

茨竹放牛坪梨花

少儿舞蹈《āáǎà》剧照
（获得第十五届全国“群星奖”）

舞蹈《大山下》剧照
（获得第二届全国“群星奖”金奖）

兴隆镇牛皇村
“礼朝屋基”外景

洛碛镇冯时行雕像

渝北区“非遗”项目旗袍制作工艺

原创谐剧《一分也不能少》剧照
（获得第十七届全国“群星奖”）

渝北区“文化双送”
石船文艺专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