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屏界梁的阔叶林，无论
赤橙、黄绿，还是青蓝紫
落叶，都随风而去。雪花飘落
已别无选择，其实
这也是越冬的契约

（立冬：11 月 7—8 日，这一天
起冬天开始。）

凭昵称，小雪
你就有资格任性。最近
锅底凼积攒了不少初雪
你可邀约朋友，冬季
到城口来看雪

（小雪：11 月 22—23 日，北方
冷空气势力增强，气温迅速下
降，降水出现雪花。）

一场小雪，不足以
对一场大雪作出解释
涉及太阳直射点，涉及

《城口的冬天》的词意，涉及
昼短夜长的秘密

（大雪：12 月 6—8 日，此时太
阳直射点快接近南回归线，北
半球昼短夜长。）

冬至至长，缘于一个事物
的两个方面。南回归线
和北回归线，都不会
故意逆向行驶。不二法门
只能在鸡鸣寺的禅钟里
得到诠释

（冬至：12 月 21—23 日，此时
太阳几乎直射南回归线，成为
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

有人在掰着指头数九
在小寒里数，在德安村
的古树下数，他望着南方说
天凉了，家里除了苞谷酒
还有新炕的老腊肉

（小寒：1月5—7日，此时气候
开始寒冷。）

大寒，一年中最冷的时候
却是，乡愁最浓的时候
年货、华灯，还有小孩儿
扔下的甩炮声
都在召唤，春的到来

（大寒：1月20—21日，一年中
最寒冷的时候。）

你给春天写的卷首语
缀满小草、虫鸣和流水声
那些羞涩向大巴山投稿的
梨花、桃花、野樱桃
都充满了多姿的气象

（立春：2月3—5日，谓春季
开始之节气。）

越靠近三月，雨水越丰沛
方斗坪三坝四坝的姑娘
越见水灵。我想，无论如何
这与诗意，与扑扑簌簌的雨夜
都有蕴含的联系

(雨水：2月18—20日，此时冬
去春来，气温开始回升，空气
湿度不断增大，但冷空气活动
仍十分频繁。）

惊雷之后，蛰伏的蚯蚓
伸了个懒腰，九重山
便以少女的青春涌动
谷底的忘忧草，正在煽动
一场果实的哗变

（惊蛰：3月5—7日，指的是冬
天蛰伏土中的冬眠生物开始
活动。惊蛰前后乍寒乍暖，气
温和风的变化都较大。）

春分，像一把剪刀
把昼夜裁为两段，夕阳下
犁耙、老牛和农夫，构成
一幅稼穑天下的写真

（春分：3月21—22日，阳光直
照赤道，昼夜几乎等长。我国
广大地区越冬作物将进入春
季生长阶段。）

清明时节雨纷纷
艳阳高照，也是常态
这叫东边日出西边雨
人间四月，我将清明
归类为形容词

（清明：4 月 4—5 日，气温回
升，天气逐渐转暖。）

谷雨来临，我才若有所悟
雨丝，为何形同米粒
硬币上，缘何出现谷穗的图案
唐人李绅，为何设问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谷雨：4月19—21日，雨水增
多，利于谷类生长。）

任河向西的流向
决定了它的逆向思维
桐梓花的嘴唇冻得发紫
立夏，对于城口，是否
属于一个小道消息

（立夏：5月5—6日，万物生长，欣
欣向荣。）

麦浪，象一群奔跑的少女
在田野里喘气。金字山
细细碎碎的燕麦花
象村姑单薄的花布衣裳
我猜她的名字叫小满

（小满：5 月 20—22 日，麦类等夏
熟作物此时颗粒开始饱满，但未
成熟。）

庄稼汉看着自己的庄稼
躺在绿色里做金色的梦
长势再好，也要学会隐忍
收获，不是命运的全部
总有一些会成为种子

（芒种：6 月 5—7 日，此时太阳移
至黄经 75 度。麦类等有芒作物
已经成熟，可以收藏种子。）

夏至，算是一次到来
还是一次归隐？从太阳
与北回归线的对视
我感觉到，夏天在这里
总是，若隐若现

（夏至：6 月 20—22 日，日光直射
北回归线，出现“日北至，日长至，
日影短至”，故曰“夏至”。）

对于这个暑字
总有人避之不及，然而
对于城口的亢谷、河鱼、岚天
这些地方来说，不过是
清凉的通假字

（小暑：7月6—8日，入暑，标志着
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炎热季节。）

城口缘何成为气候明珠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也许，答案就在
黄安坝上、巴山湖畔

（大暑：7 月 22—24 日，正值中伏
前后。这一时期是我国广大地区
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期，但也有反
常年份，“大暑不热”，雨水偏多。）

猕猴桃内心的坚硬
证明它对大山的坚守
初心，就是矢志不移
一旦立秋，又有人说
你总是心太软

（立秋：8月7—9日，草木开始结
果，到了收获季节。）

处暑的处字，表示结束
而我，仍将它视为相处
这个夏天，它始终都在
黄溪与巴山湖之间斡旋。
夏天在城口，无疑
是一种叛逆

（处暑：8月22—24日，“处”为结
束的意思，天气变凉。）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是哪位佳人，把青龙峡的情歌
唱得如此婉转，于是
我相信，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

（白露：9月7—9日，由于太阳直
射点明显南移，天气凉爽，夜间
草木结白色露珠，故名“白露”。）

当太阳的视点重回赤道线
我把目光，收回至北纬31度57分
百年老站的风向标，总是
不知疲倦的转动，像是在校准那些
秋分时的误差
（注:北纬31度57分是城口气象
观测站的纬度）

（秋分：9月22—24日，日光直射
点又回到赤道，形成昼夜等长。）

太阳表情庄重地注视着
秦巴交界处，南北分水岭
寒露，有时像一种邂逅
有时是一场相约，有时
也是一次温情相逢

（寒露：10 月 8—9 日，此时太阳
直射点继续南移，天气更冷，露
水有森森寒意，故名为“寒露
风”。）

如果霜降算是一种天意
受点小风寒，不必在意
知冷知暖的人，一定更思念
巴山湖畔的惆怅

（霜降：10 月 23—24 日，黄河流
域初霜期一般在 10 月下旬，与

“霜降”节气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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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气象局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
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
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重庆气象部门主动作
为，跳出小气象、做实大气象，深度融入国家战略和地
方重大发展，推进重庆气象高质量高品质发展。

当前，紧扣“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目标定位和“行
千里·致广大”价值定位，重庆正在加快建设三峡国家
气象公园。

重庆已初步梳理了长江、嘉陵江、乌江流域的自然
山水和历史文化两大“本底”，并归纳了丰富多彩的天
气气候景观、秀美奇特的立体气候、悠久厚重的气象历
史文化、鬼斧神工的喀斯特地理地貌和得天独厚的气
候养生资源五大资源优势，规划将重庆境内长江、嘉陵
江、乌江等流域的珍珠状景点编织成精美的“项链”，加
快推动重庆立体气候资源向旅游资源、养生资源和生
态产业资源转化，助力重庆打好旅游“五张牌”。

让我们先走进城口，领略其自然山水之美及厚重
的气象历史文化。

河鱼彩叶 摄/周健

黄安坝雪景 摄/王代军

方斗坪石瓦房 摄/王荣

岚天春色 摄/陈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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