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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318国道

人的一生短暂而匆忙，总有一些人、

事、物让你终生难忘，铭怀于心，时常念

及。于我来讲，这些人、事、物同国道 318

都有着莫名的缘分。

父亲当年从江汉平原出走时，怎么

也不会想到：多年后国道 318会从自己

的家乡荆州江陵穿越而过，一直延伸到

他随大军进藏的康定，并攀越过江河、雪

山，一直到西藏樟木口岸。而我作为他的

血脉传承，呱呱坠地的房屋门口就是国

道 318。跨过 10来米宽的柏油路，对面

就是一个道班，驻扎着 10多位养护国道

的工人。

小时候的夏日里，我们常光着脚丫，

赤足行走在国道 318滚烫的柏油路上，

阳光的炙热、柏油的粘贴和着砂石的按

摩，自脚底暖乎了全身。夏日里，脚底常

粘满一筷子厚的柏油砂石。到晚上睡觉

时，白日里整个脚掌底上又黑又厚的松

软柏油砂石已干裂成龟甲，好似钉套了

鞋垫，母亲也不责怪，睡觉时不得不用手

去揭。长大后，沿着国道 318翻越折多

山，踏上西出炉关的漫漫长路，穿过新都

桥，在东俄洛告别国道 318，走向了高远

的县域。再后来因为工作关系，经常穿梭

于康定到巴塘这一带的国道 318线，领

略到中国最美景观大道的壮美和绵延，

随着时节、天色和人物的不同变幻万千，

让人无限眷恋。

国道 318线作为我国东西方向的公

路大动脉之一，在旅游圈非常知名，很多

户外骑行和自驾爱好者都十分喜欢。行

走在国道 318上，经常可以看见骑行、徒

步和自驾游的游客，特别是磕着长头朝

圣的信徒们给人强烈的震撼。壮美的自

然景观和厚重的人文景观，令人一路都

会陷入莫名的激动和不断的兴奋。行走

在国道 318，所见所闻让人无限向往。

渐渐知道了 318 国道全长 5476 公

里，穿过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北、

重庆、四川、西藏八个省区市，从江南风

景到滚滚长江东逝的中游，再到誉为天

府之国的四川盆地，攀升向世界第三极

青藏高原。国道 318连接着一代又一代

人的梦想和希望。

国道 318贴着神秘的北纬 30毅与奔

腾的长江相向而行，从上海人民广场到

西藏中尼友谊桥，景观类型之齐全、地势

样貌之多变世所罕见。从江南水乡的小

桥流水到雪域高原的牦牛帐篷，从江汉

平原的鱼米之乡到雅鲁藏布的青稞飘

香，从宣城的笔墨纸砚到拉萨的阳光灿

烂，从河姆渡 7000年前的水稻到昌都卡

若遗址 5000年前的小米，从良渚文化的

古璞美玉到三星堆文化的神秘面具，从

上海的东方明珠塔到金沙的太阳神鸟，

从周庄的百年老屋到丹巴的千载古碉，

从白云千载空悠悠的黄鹤楼到大渡桥横

铁索寒的泸定桥，从分散聚合的《三国演

义》到千年传唱的《格萨尔王传》……

国道 318 穿越了人类文明的历史长

河，横空出世在蓝色星球的东方，如一条

巨龙奔腾攀升向世界屋脊的高远旷，当

之无愧是中国和世界的人文景观大道。

画卷徐展入怀来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共有 70条国

道，并根据其地理走向分为 3类。以首都

为中心的放射线由标识码“1”和两位路

线顺序号构成；由北向南的纵线由标识

码“2”和两位路线顺序号构成；由东向西

的横线由标识码“3”和两位路线顺序号

构成。

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无疑是横贯东西

的 G318，这不仅因为其比黄河还长，是

我国最长的国道。同时，G318横贯东西，

一路上各种自然、人文景观异彩纷呈，被

誉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更在于 G318

同神奇的北纬 30毅线几乎并行，一路跨过

高山、大河、绝壁、荒漠、雪原、冰川、森林

等……地形复杂、气候多变、险峻无限，

被世界地理学家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

公路”，让人爱恨交加、难舍难分。

一路走来，长江、太湖、钱塘江、西

湖、黄山、九华山、天柱山、三峡等绝美自

然景观让人叹为观止；始终相贯，从党的

一大会址到“共和国 1号工程”，从三峡

大坝到藏中电力联网工程，从二郎山隧

道到林拉高级公路，G318见证了沿线变

迁，浓缩了新中国创业的辉煌与艰难。

G318从成都至拉萨段，长 2146公

里，是我们常说的川藏公路，也是路况最

复杂、风景最美、最引人入胜的，G318在

拉萨与 G109会合后，大体上与雅鲁藏布

江平行，向西到了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

则，然后在聂拉木县的樟木镇到达终点。

川藏线需不停地翻山越岭、涉水过

桥，穿森林、过悬崖、走峡谷、涉激流、驶

雪原、趟冰滩、攀高原……跨越无数的高

山（海拔 4000米以上的高山 13座），如

大雪山、折多山、高尔寺山、米拉山等；征

服数不清的大河，如大渡河、金沙江、澜

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欣赏目不暇

接的美景，日月星辰、雨雪冰霜、江河山

川、田园乡间、动植物园……

这一路，你可以感受川西高原“一山

有四季”的迥异，体会茶马古道背夫的艰

辛，瞻仰“飞夺泸定桥”的壮举，体悟“西

出炉关”的孤独；还可俯瞰雅江“天路十

八弯”的绵延，驰骋理塘毛垭草原的辽

阔，跨越“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激越，领略

澜沧江“东方多瑙河”的险峻，品味邦达

草原“世外桃源”的丰美，体验怒江“七十

二拐”的荡气回肠，膜拜多拉神山的鬼斧

神工，聆听雅鲁藏布江的神话传奇，品味

来古冰川的雄壮美丽……

从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到世界第三

极的青藏高原，从茶马古道到藏彝大走

廊，田野、雪山、冰川、海子、森林、草原、

……还有各式各样的村寨、牧场、寺庙、

民居、碉楼，独特的民族风情和资源禀赋

让人无限神往……几千年来它串联起沿

途生活的不同民族，东西汉藏、南北羌

彝，无分尊卑、多元一体，依它而生，因它

而兴。

高寒缺氧、天气多变、温差巨大、路

途艰险，以及各种突发情况，对每一位到

此一游者都是巨大地挑战，行走 G318，

犹如徐展一幅大美的祖国山川画卷，让

每一位身临其境者都深切感受到什么是

累并快乐着，既是观景之旅，更是心灵之

旅，身心得到锤炼和洗礼。

高大俊朗康巴汉

有一日，趁着黄昏，冒着细雨，沿着

G318我们向折多山攀越而上。

4月雨对于林木葱郁和农耕生产，

以及森林草原防灭火来讲都是件好事，

但对于在 G318线上奔走的行人和车辆

却是个难题和困扰。

随着山路的攀升，车至折多塘，雨中

加着雪。小时候，在大渡河边很难得看见

下雪，而今在 G318上行走，雪就司空见

惯了。路旁的灌丛和山麓都布满了雪花。

在一个回头线上，对面来了辆大车，在回

头线上错车时，大车淋刹车的水蒸气犹

如一大团棉花直扑而来，封住了我们的

视线，突兀而来的危险让人心都提到嗓

子眼上了。幸亏司机是老师傅，在 G318

上奔走了 30多年了，一脚刹车将车停

下，待蒸气随大车而去才又加速前行。

折多山上的车特别多，有几头牦牛

站在路旁冒雪觅食，越往上雪越大，和着

风飞扑到引擎盖和挡风玻璃上。雪和雾

将天压得很低，让人感觉到很压抑。

车过二台子，雪变成了片，能见度越

来越低。

人间最美四月天。对于折多山来讲，

四月飞雪却是很正常的，但气温已较 3

月高许多，加上国道上来往的车多，没有

形成积雪，路两边白雪皑皑，已是一片

“北国风光”。我们从康定城出发的时候，

黄昏时分，折多河涛声轻扬、南无寺暮鼓

咚咚，樱花吐瑞杨柳拂水，接送孩子的家

长簇拥在东小的门口，康定祥和而宁静。

现在临近折多山顶，则是大雪压山低的

另一番景象，这就是 G318在西出炉关段

的场景。

车过折多山垭口，往日巍峨的白塔

和西出炉关的石碑被雪雾装扮得朦胧。

抵达木雅景区，就是俄达门巴村，有

一户人家的网围栏里有一群牦牛在安静

的吃着草。

新都桥被誉为“摄影天堂”，近 10多

年来名气很大，一年四季都有许多游客

在这边旅游、观光和摄影，酒店雨后春笋

般冒出许多，夜色中的“摄影天堂”另有

一番味道。

这场雪加雨从康定折多塘一直下到

了高尔寺山隧道口。高尔寺山当年是

G318上的又一座大山，十分艰险，特别

是冬季，发生了许多交通事故，我最敬重

的老领导毕世祥就因冰雪路险在这座山

上因公殉职，每次过高尔寺山隧道都会

想起他的音容笑貌。“中国人的景观大

道———G318”和“摄影天堂———新都桥”

等许多 G318上的景点和打卡点就是当

年奔走在 G318时，他介绍给大家的，每

次过高尔寺山隧道都会想起他的音容笑

貌。

高尔寺山已打通了隧道，省去了许

多艰难险阻，避免了许多交通事故。记得

首次车过高尔寺山隧道是 2017年杜鹃

花开的时候，随笔写了首缅怀老领导的

诗：

祥云缭绕高尔寺，隧道贯通雪山际。

犹如音容阳光里，山花烂漫最美丽。

———过高尔寺山隧道悼念毕世祥同

志

出了高尔寺隧道就是滂沱大雨，一

直到八角楼乡小了不少，夜色却更浓了，

车也稀疏很多。

抵达雅砻江已是万家灯火，G318 上

雅砻江边山崖上的小城在璀璨的灯光

中，伴着夜色和江涛，讲述着康巴汉子的

彪悍、威猛和传奇……

此生缘结 318
楚江舒

巧手制作“非遗”潮扇寄党情

近日，“德阳潮扇”传统工艺省级

代表性传承人、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

杨占勇带领团队创作出一套主题为

“建党百年”的潮扇，以此献礼党的百

年华诞。

据了解，该套作品共有潮扇 10

把，分为“百年华诞”“见证辉煌”“礼

赞百年”3组，其中“百年华诞”结合蜀

绣技艺表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伟大历程，“见证辉煌”结合剪纸技

艺表现德阳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辉

煌成就，“礼赞百年”则是运用手绘艺

术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

“这套作品前期设计 5 个月、制

作 6个月，我和我的团队前后耗时 1

年左右才顺利完工。”杨占勇介绍

说，作品最大规格为 80*37cm，最小

规格为 46*27.5cm，工艺上运用新的

双面缠丝手法结合多种文化创新元

素制作而成，葫芦形的作品造型寓意

福、禄，表达了德阳“非遗”匠人对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深深祝福。

□本报记者 李鹏飞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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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镇街位于成都市青羊区，马镇街东头连

着蓥华寺街，西头连着小关庙街，街道长度不

到 200米，两侧多为旧式青瓦平房，有少数商

铺。成都市工艺水印厂即设在列五中学巷内大

门西侧，列五中学东侧为成都市肉食品加工

厂。

曾经无数遍走过马镇街，但是一直没有注

意到它的存在。主要原因是这条街实在是太短

了，其次从蓥华寺街过来，没走几步路就到小

关庙街了，那里是成都喝羊肉汤的最佳去处，

前有美食诱惑，脚步自然加快，大多数人径直

奔向小关庙热气腾腾的羊肉汤而去，也就忽略

了马镇街。

马镇街因什么得名呢？据记载，马镇街得

名于原来设在街中的马政司衙门。我国自宋代

开始，正式由官府管理茶马贸易，川西地区出

产的茶叶，要经过熬煮之后才能食用，一般称

为边茶，又因为都是压制为砖的形状，人们也

称为砖茶。这些茶叶运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卖出之后将就这个钱又买回马匹运往内地，作

为军政用马。这种茶马贸易长期保持，成为当

时官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成都也就成为千百年

来茶马贸易的主要管理中心，成都郊县也就成

了边茶的生产中心和茶马古道的起点。

在今天，从成都经雅安通向西部少数民族

地区的茶马古道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化旅游的

一条热线。马镇街从宋代以来就是四川地区管

理马政的衙门所在地，曾经名为马务街、马政

街，清代名为马镇街，有可能是同音的误写，也

可能是由于街道之上人马繁杂，有如市镇。在

辛亥革命后，原来驿站马队这些地方已经修成

了街。管理马队的机构在这条街上，于是这条

街就被命名为“马镇街”。

马镇街虽然比较短，但在东街口位置，门

牌编号为马镇街 12号，向北有一条支巷，直通

列五中学初中部校门口，列五中学初中部校门

就隐藏在这条支巷里。马政司官衙的旧址，就

在今天的列五中学。

马镇街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的列五中学

同样也有些来头。列五中学是由宜宾人同盟会

会员张培爵牵头建立的，据说，在 1904年的一

个黄昏，数十名来省城的叙属（宜宾）青年学

子，因求学无所，被迫困于旅社。张列五闻讯

后，心绪难平。他想：如果能在成都办一所专门

接纳叙属学生的学校，以后就不会再让那些家

乡的学子求学无门，四处流散了，而且还能把

“性行端谨，英勇有为”的青年培养成为革命之

主力。想到这里，他立即找到文化名人李宗吾、

雷民心、王检恒等 17人商议。他们即刻拍桌响

应，决定每人先捐出 1个银元作筹办经费。当

17块银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四川教育史上

的一所名校—列五中学就这样诞生了。

马镇街不长，小区也不多，只看到 12号的

列五中学和寄炉，以及 21号和 39号的两个小

区。“马镇街 21号”这几个字，看起来还真有点

年头的味道。在马镇街 21号旁边，还闲置了一

块土地，虽然不是很大，用铁围栏围着，里面长

满了野草，有几棵树长得粗壮挺拔。

从马镇街这条支巷走进去的时候，大多数

人就会立即被一座民宅的建筑风格吸引住。这

座民宅外墙为青砖，飞檐勾角，大门斑驳的红

漆，透出一种古朴的味道，如今这里已经成了

一家名叫寄炉的网红火锅店。

随着夕阳西下，暮色四起，路灯也随之点

亮，散发着朦胧的光晕，人们提着菜穿梭于马

镇街，伴随着袅袅炊烟，灰墙青瓦，也都被人间

烟火氤氲得温暖可依。马镇街这条历史悠久的

街道，虽然不被大多数人所知，相比周边的街

道，少了一分浮华喧闹，多了一分市井宁静。时

光流逝，岁月蹉跎，这条老街上历史的痕迹已

渐渐褪去，但这里的历史底蕴仍旧留存。

成
都
这
条

有
说
不
完
的
故
事

拍客

今年“五一”期间，毕占云将军生平展陈馆

在“红岩”故里四川省华蓥市禄市镇凉水井村

“花海人家”建成开放，笔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去

瞻仰了这处“红色地标”。

自华蓥市城区北不到半小时车程，便来到

了该市最大的花木基地凉水井村“海棠博览

园”。远远望去，微风轻拂，花枝招展，清香泌

人，好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画。

“开馆一个多月，平均每天到展陈馆来参

观的游客上千人。”接待我们的禄市镇工作人

员周娟说，毕占云将军生平展陈馆开放至今已

经接待游客 3万余人。

据了解，整个展陈包括了 20 余件历史资

料、30余件各类实物和 100 余幅（组）珍贵图片

资料等内容，分毕占云将军生平简介、率部起

义（汤湖起义）、井冈山时期、长征时期、抗日战

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家国情怀等篇章。在展陈馆的院落中，还

修建了花坛和毕占云的塑像等。

据悉，华蓥市将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与乡村

振兴相结合，紧扣“红色引领、绿色发展”理念，

增添红色元素，推动毕占云生平展陈馆与凉水

井村村史馆、花海人家旅游景点等结合起来，

连点成线、串线成面，打造精品路线，让游客在

重温毕占云“崇高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斗

争精神、勤俭纯朴的家风家教”的同时，沿途还

可赏花观景。

花海中的“红色地标”
游青 邱海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