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尧坝古镇位于四川南部、黔北
接合部，古镇汇集了川、黔两省浓
厚历史文化和古风民俗，距合江县
城 37 公里、泸州市区22公里、省会
成都310公里。

据考证，早在唐宋时期，尧坝
所居人口主要是少数民族瑶族，当
时的尧坝为瑶家坝子， 古名 “瑶
坝”，后随着汉人从北方南进，入居
尧坝人口增多，少数民族逐渐向云
贵高原山区迁徙；又因汉人祟拜尧
舜黄帝 ，便将 “瑶坝 ”的 “瑶 ”改为
“尧”，尧坝故而得名。

古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元
时期，它是由最初的驿站逐渐发展
起来的。尧坝地处川南与黔北的交
通要道，由于古代泸州到贵州的官
方传书主要经“川南走廊”过尧坝
到贵州赤水、桐梓等地，而尧坝又
居走廊中部， 是商贾和响马途休、
停歇的寨子， 加之北方的布匹、食
盐、桐油南运，南方的竹笋、药材北
调皆要途经尧坝， 故尧坝市场繁
荣，商品齐全，在别地买不到的东
西尧坝能买到，过往客商设置驿站
的初衷，多是为了建立川南和黔北
之间的联系。明清时期，尧坝已经
发展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集镇。至
今遍布古镇街巷的明清寺庙 、牌
楼、店铺、民居等古建筑，仍彰显出
昔日的繁华。

古镇面积不大，古街道及民居
群总面积近6万平方米。 一条1000
米的青石板古街南北穿镇， 略呈S
形。古街道始建于明代，分为南北
街。北街是由周其宾为代表的周氏

家族修建，南街是由武进士李跃龙
为代表的李氏家族修建，素有周半
场、李半场之说。古镇上的人们每
一天周而复始地过着简单的日子，
有店铺的开店， 喜欢打川牌的打
牌，喝茶的喝茶，怡然自乐。

街道的两边还有许多保留完
好的商铺、古民居、明清寺庙等建
筑。家家有巷道和天井，户户有木
楼， 房屋进深一般为四至六间，房
后有小路与水井相连。墙壁为竹栅
壁、古朴的木板壁或厚实的大方砖
壁。这样的古建筑虽历经几百年风
雨，至今仍随处可见，保存着的明
朝古庙东岳寺、清代建筑大鸿米店
和进士牌坊、神仙古洞、尧王古墓、
古镇历史陈列馆等建筑，以其宏大
的规模和完好的保护程度，被专家
称之为“川南古民居的活化石”。

在古街的最南端，高耸着一座
宏伟的进士牌坊，是清嘉庆十五年
（1810年） 皇帝特敕武科进士李跃
龙修建，为川南独有。牌坊雕刻精
美，独具匠心，气势雄伟，给古镇平
添了几分灵气。

漫步于青石长街，徜徉于名人
故里，环视古镇四野，青山叠翠，绿
树摇风。回望古镇，古镇静谧而安
详， 像一位优雅而闲适的少妇，其
深厚的文化底蕴、 独特的民俗风
情、精美的古建筑群，会让你不由
自主地慨叹它的精妙绝伦。

尧坝人杰地灵， 名人荟萃。在
这钟灵毓秀的土地上，孕育了清嘉
庆年间武进士李跃龙、反清斗士任
大容、近代革命斗土梁自铭、著名

导演凌子风、 美学奠基人王朝闻、
著名作家李子英等一大批名人。这
里不仅历史悠久， 人文内涵深厚，
另外也是最美的原生态影视拍摄
基地，这里曾吸引了凌子风、黄建
中、郭宝昌等著名导演，相继执导
拍摄了《狂》《山风》《泸州起义》《英
雄无界》《红色记忆》等十余部影视
巨片，成为享誉中外的“西部影视
基地”。

尧坝古镇民俗文化丰富多彩，
至今仍保留着迎亲、川剧、薅秧歌、
对对联等，民风民俗表演展现了尧
坝古镇民风醇厚与农耕特色。在娴
静的居民生活中， 飘香的红汤羊
肉、豆花饭 、黄粑组成了一幅自然
的画卷，把浓郁的古镇建筑文化与
人文气息在这里展露无遗，这里至
今依然完整地保留着油纸伞 、纺
线、补锅、竹编等手工业。如今这样
的古镇， 就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
源记》一样，是一块等待开垦的处
女地。

□郑建伟

梦里， 我又来到了云海仙境……
记得那是七月里的一个周末， 京城适逢桑拿

天，暑热湿潮。 一家人开车一路向北，来到位于怀
柔区的云梦仙境风景区，寻求别处难觅的清凉。

天有不测风云， 刚到怀柔， 天上就噼里啪啦
地落下雨点来。 雨越下越大， 山是爬不成了， 只
好先找个地方住下来。 心里很是懊恼， 好不容易
出来一趟， 却被老天爷生生打乱了行程。 看到我
失望的样子， 老爸神秘地笑了笑， “别这样， 明
天说不定能看到云海哦。”

云海？ 不是黄山才有的吗？
傍晚时分， 雨停了。 看到不远处的云蒙山，

居然真的有一种缥缈的感觉。 但是， 明天能看见
云海吗？半信半疑、胡思乱想中，我进入了梦乡。天
还没亮，就被老爸揪起来，“走，看云去！ ”老爸带领
老妈和我两个娘子军上了山，爬到半山腰，天光放
亮，雾气开始升起来。 “看呐！ 云海！” 我兴奋地
喊了起来， “这才哪到哪儿啊！” 老妈一边喘气
一边说， “云海还在上边呢！”

云雾从四面八方不断飘来， 弥漫了眼前的山
路， 走到哪儿， 就跟着到哪儿， 可以呼吸到， 可
以用手指触摸到， 湿湿的， 凉凉的……

终于到了山顶， 登上观景台。 极目远眺， 我
一下子安静了。 目之所及， 眼前的一切无不被云
雾缭绕。 青翠的山峦被绿水环抱， 河面上云雾蒸
腾， 半山腰白纱缭绕， 在空中翩翩起舞， 在脚下
袅袅盘旋。 一阵风儿吹过， 奇峰怪石若隐若现，
幽谷深涧亦真亦幻， 好一幅人间仙境！ 那一刻，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叫云梦仙境， 仙境怎能离开
梦幻般的云海呢？

在老爸的帮助下， 查阅了 《北京志·旅游卷·
旅游志》， 其中记述， 云蒙山古称云梦山， 因阴
雨天山顶多云雾而得名， 是京北一大名山， 素有
北方 “小黄山” 之称。 据 《东周列国志》 记载，
周至阳谷有一云梦山， 山中有一高人王栩， 人称
鬼谷子， 此山原为纪念云梦姑娘故名云梦山， 后
因山高林密 ， 经常云雾缭绕 ， 改名云蒙山 。 不
过， 以一颗少女心观之， 云梦更有诗意。

这里是道教圣境， 相传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
代表人物 、 纵横家创始人鬼谷子隐居修仙的地
方 ， 鬼谷庐就坐落在风景区内 。 鬼谷庐 ， 其
“鬼” 为智慧之意， “谷” 释义为川， 寓意为智
慧圣地， 是百神汇聚之福地。 鬼谷子的故事自幼
就听老人讲起， 说的神乎其神， 这位中国历史上
最为神秘的一个人物， 是否真有其人呢？

据司马迁 《史记·苏秦列传》 记载： “苏秦
者， 东周洛阳人也， 东事师于齐， 而习之于鬼谷
先生 。” 《史记·张仪列传 》 记载 ： “张仪者 ，
魏人也。 始， 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 作
为一部信史 ， 《史记 》 所言应该有一定的可信
度。 而且， 作为纵横家的鼻祖， 鬼谷门徒遍布各
地， 庞涓、 孙膑、 苏秦、 张仪、 商鞅、 李斯， 一
个个都堪称历史上的风云人物， 为人先师应该不
是空穴来风。 但是， 后来的一些志异小说、 文学
作品， 常常把鬼谷子描写成一位具有神秘力量、
奇门法术的道家神人， 已然是将其神话了。

站在云海之巅， 浮想联翩， 神游良久， 还是
想不出答案。 转念一想， 不由释然， 史求真实，
梦似虚幻， 但只有这样具有玄幻色彩的人物和故
事， 才配得上这样的云梦仙境啊！

云为逍遥 ， 海为气量 ， 这一片蒸腾着的苍
茫， 不正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吗？

（作者系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高三五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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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北云海悠悠

■■走走访访古古城城

古韵悠然尧坝行

也许从名气上来说， 历史文化名镇的尧坝， 它不像凤凰古城那
样出名， 甚至连成都的黄龙古镇也比不上。 而从人气上来说， 古镇
目前除了摄制组拍电影和艺术院校的人前来写生外， 游客并不多。
但这里原汁原味地保留着一条条悠长的青石板路和长条石镶嵌而成
的古街道， 以及雕花木门连成的楼宇和高低起伏、 错落有致的古典
鱼鳞瓦房； 还因这里曾是古江阳到夜郎国的必经之地， 也常常使得
不少怀旧的人流连忘返。

□王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