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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花烂漫迷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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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红陌上，梅开春烂漫。烟花三月，满城春色引得
游人纷纷外出，
踏青、赏花，
享受春日暖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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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樱花纷飞时
3 月 10 日，
天空放晴，
从南川城区驾车约半个小时到达
木凉镇汉场坝村，
路旁成片的樱花迎着暖阳次第开放。
盛放的樱花如云似霞、满树烂漫，春风轻拂、落英缤
纷，美不胜收。细看樱花，一根树枝上，几十朵樱花簇拥
着，每一朵都有着自己迷人的姿态，白色的花瓣中包裹着
粉色的花蕊，似一张张粉嘟嘟的笑脸。它们一丛丛一簇
簇、有大有小、有浓有淡。阳光下，粉得绚烂亮眼，如同一
片粉红色的云霞，
微风徐来，
清香缕缕，沁人心脾。
“如果樱花下落时是有声音的，你会不会听到我对你
的思念？我得小心翼翼，来到这纷飞的樱花世界，不然，会

惊散了这‘月光’，扰乱了这静谧。我得像微尘一样，蹑手
蹑脚，一寸寸，一步步，悄悄地向那片粉红色精灵靠近。”
市
民汪女士看见这盛开的樱花，不禁在朋友圈里分享着自己
的感受。
“你看我这个姿势好看吗？”
“穿红色衣服拍出来好漂
亮。”……在这样的风景里，爱美的女孩怎么会不拍照呢。
脸蛋被花朵映衬得粉粉嫩嫩，摆出各种好看的造型，刷微
博、刷朋友圈……玩得不亦乐乎。
每年三月中旬，这里的樱花争先盛开，色彩艳丽似锦，
花期可持续 40 天，前来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

梅花争艳报春信
从汉场坝村继续驾车行驶约 10 分钟，来来往往的车
辆提醒着你，梅花园到了。
游客安然在“十二金钗大观园”梅花园里向自己心仪
的女孩表白成功后，拍下了一株梅花，并配上自己和女友
的合照，发在了朋友圈，得到了 100 多个点赞。
“这些人，不
来祝福我，反而一个个都私信问我在哪拍的梅花。”
安然调
侃道。
位于大观镇铁桥村的梅花园是我区打造的重庆首个
梅花主题公园，项目用地总面积 100000 平方米，其中水体
面积 23000 平方米，共栽种了朱砂型、宫粉型、绿萼型等 63
个品种、约 2800 株梅花。梅花园沿湖而建，建筑风格偏向
中式仿古，石桥、凉亭、廊架工艺精湛，美观大气。1.4 公里

步游道两旁种满了梅花，湖中建有人工岛屿，一棵棵梅花
树婀娜多姿。水体中央还有一个梅花造型，湖中栽种了荷
花，等到盛开时，更有别样的味道。
一树树梅花艳压枝头，层层花瓣竞相吐蕊。漫步园
中，偶有暗香浮动，依靠在桥上、休憩在亭中，惬意享受春
的眷恋。微风吹拂，湖水荡漾，梅花在枝头轻轻起舞。游
客拿出手机、相机，记录美景，他们时而踮脚，时而弯腰，想
从最美的角度将美景留下。
“我们这次组织了70多个退休职工一起过来的，
这里真
是太美了，
连呼吸的空气都很舒服。
”
从渝中区某企业退休的
游客孙女士说，
她以前当知青的时候就和南川结缘，
虽然来
南川很多次了，
可还是第一次来梅花园，
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3 月 11 日，
梅花园里，
各色梅花相继开放。

3 月 11 日，游客在梅花园内的小桥上惬意
享受着春的气息。

城区公园百媚生
冬天的脚步渐渐远去，城区一片春意盎然。花山公
园的步游道，桃花渐渐苏醒，千万条柳枝冒出了新枝条，
像是姑娘的发丝，轻轻地垂在下面，随着微风飘荡。粉
红色的垂丝海棠一朵接着一朵，热烈地开放，但又有点
害羞，悄悄地低下了头。你可以在公园里玩耍，呼吸新
鲜的空气，放空所有的情绪，与自然相融。亦可去山顶
的农家乐，一碗油茶、麦块、油醪糟，给自己一份春天的
礼物。
而在九鼎山公园，这里却是一翻百花争艳的景象，红

3 月 11 日，木凉镇汉场坝村，游客行走在樱
花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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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李、春娟、红叶石楠等花卉让人应接不暇，满山的绿色灌
木配合花卉吐出芳香，让人顿时忘记了城市的喧嚣。
除了这两个公园，新城区也是赏春的好去处。凤嘴江
两岸，海棠吐蕊，翠绿的杨柳伴随着春风徐徐摇曳，白色的
梨花和广玉兰配合沿岸的浮雕，一种“城在景中，景在城
中”
之感油然而生。
无需舟车劳顿，在这春光无限的日子，你可以独自一
人，或是呼朋唤友、拖家携眷步行于城内，便能感受到这浓
浓的春意。

3 月 11 日，城区各种花卉次第开放，市民
在樱花树下运动。

对游客来说，到一个地方主要是看风景，
而对当地的村民来说，
赏花给他们创造了商机。
3 月 9 日，在木凉镇汉场坝村，村民张小
兵家农家乐的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大厨
忙着翻炒颠勺，帮手们忙着择菜、洗菜、切
菜。大厨告诉记者，今天他们要准备 10 来桌
菜，所以得起劲干。春天来了，大家都出来踏
青，张小兵的农家乐宾朋满座，这让他喜不自
禁。
“日子比以前轻松了，收入却增加了，还有
美景相伴，其乐融融。”正在忙着招呼客人的
张小兵美滋滋地告诉记者，乡村旅游的火热
让他们一家端稳了
“旅游饭碗”
。
大观镇铁桥村村民刘长有原本在家务
农，这几年，乡村旅游日渐红火，他开始干起
了副业。每到春暖花开季节，他就背着土鸡
蛋、土鸭蛋、老盐菜、干豇豆等土特产，在大观
园各赏花点的规划摊点，一边经营炸洋芋花
等小吃生意，一边售卖农副产品。
“春天的时
候，到处花开得好，来这里的游客多了，收入
也上去了，现在一天也能挣个 300 多块了。”
刘长有高兴地说。

3 月 11 日，
游客漫步于梅花园。

爬山运动别过量
小心膝关节损伤

绝壁走廊
【自然景观简介】
绝 壁 走 廊 全 长 约 1.6 公 里 ，由 踏 云
阁、紫霞峰、永灵古道、杜鹃观赏园等几
大观赏区组成。穿行其间，时而绝壁千
仞，时而峭壁当道，时而从悬崖之上侧身
而过，时而穿行于千年原始森林之中，令
人惊心动魄。特殊气候条件下，还可观
“佛光”奇景。
【传说故事】
据传，
很久以前，
金佛山脚下有一个漂
亮的姑娘，叫杜鹃。其父母都是善良的老
人。一年，
父亲得了一个古怪病，
看了好多
医生，都没有治好。后来，杜鹃来到金山
寺，请老尼姑给算了一算。尼姑告诉她说:
“要治好你父亲这个病，只有一个药方，只
是这个方子的药，太难筹备。”杜鹃问是个
什么药方，尼姑念道:“深山灵芝草，千年人
参汤，
八八六十四味中药。
”
说完，
就闭上眼
睛，
再也不理杜鹃姑娘了。
杜鹃听了老尼姑的一席话，
僵在那里，
心想:“咱这山里，什么名贵药材没有？看
来问题不大。只要心诚，什么奇迹也会发
生。”从那天起，杜鹃不顾山高路险,不怕虎

豹豺狼，
天天到山里，
为父亲采取那服古怪
难寻的药。经过七七四十九天后，杜鹃遍
历了金佛山以及周边的山野沟壑、悬崖绝
壁，
采了八八六十四味中药，
却一直未寻到
深山灵芝草和千年人参。
这 天 ，杜 鹃 又 像 往 常 一 样 上 山 寻 找
灵芝草。走到药池坝古佛洞口时，已是
正午时分，又累又渴的杜鹃，就在洞口一
侧避风处坐下来歇息，不一会儿竟然睡
着了。
恍恍惚惚中，
杜鹃看见一个金发老翁，
手拄龙头拐杖，慢悠悠地来到她面前。说
道:杜鹃，你采药为父治病，孝心可嘉，随我
来之。
一阵凉风吹来，杜鹃睁眼一看，原来
是一场梦。正在这时，却见不远处站着
一只梅花鹿，对她不停地摇头摆尾。杜
鹃先是一惊，很快就想，这梅花鹿莫不就
是梦中老翁所言，便壮起胆子，试着向梅
花鹿走去。这时，梅花鹿的头摇得更勤，
尾摆得更快。当杜鹃走近它时，梅花鹿
转身就走，并不时回头看看。杜鹃更大
胆了，便跟着它一直走。杜鹃尾随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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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时而登临于山巅，时而穿行于林中。
当走进深山老林里时，杜鹃惊讶地发现，
梅花鹿走过的悬崖峭壁，自然形成了一
条走廊。在绝壁上穿行约莫一个时辰，
远远地就瞧见一绝壁上长着一株巨大的
千年人参，繁茂的枝叶在阳光下闪着紫
红色的光泽。杜鹃不由心中暗喜，不顾
悬崖绝壁，死死握住一根树藤，艰难地向
上攀登，顺利采到这棵千年人参。梅花
鹿等着杜鹃采下人参，便又领着杜鹃上，
又过了约莫一个时辰，在另一个绝壁洞
又采到了一株千年灵芝草。再回头找梅
花鹿时，却不见了踪影。
杜鹃知道是仙人所助，当下朝着梅花
鹿消失的地方，
跪倒在地，
拜了七七四十九
拜，
这才沿着来路返回，
将岩顶石窍流下的
山泉接回家，早晚给父亲烧火熬药。经过
七七四十九天的治疗和六六三十六天的康
复，
终于治好了父亲的病。
而这条梅花鹿带着所走的绝壁走廊，
从此就成了药农们采药的常去之路了。

金佛山传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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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蕗颖）随着天气逐渐转暖，爬山远足成为了市民休闲
娱乐的新选择，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能一览沿途景色。区中医医院骨伤科
副主任彭仕波提醒，爬山运动需适量，不能盲目追求运动量，避免造成膝关
节损伤。
“膝盖不属于身体中最常受伤的部位，但却是最薄弱的，特别是半月板，
在运动时，是人体最易受伤的部分。因此，对于喜欢爬山这项运动的市民来
说，膝关节损伤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彭仕波解释说，爬山看似运动量不
大，但是在爬山或者走楼梯的过程中，膝关节会承受一定的压力。如果没有
适当保护且动作不正确的话，就会使关节不断承受外力，反复摩擦，尤其在
下山时,会对膝关节形成较大的冲击力。如果此时运动者的身体素质机能
较弱、膝关节承受能力较差，同时运动量又超过自身的承受能力，就容易对
膝关节造成一定的损伤。
彭仕波建议，爬山时，市民最好不要选择坡度太陡的山，应该尽量选择
路程不太远的小山、坡度较缓的地段，量力而行，切勿运动过量。另外,下山
比上山对膝关节造成的冲击更大，
因此在下山时不要太快，
要缓缓而行。
除此之外，爬山远足前的准备工作也很重要。
“ 爬山前要做好准备运
动，选择适合自身情况的运动鞋，不仅有减震缓冲的作用，还可以保护脚
踝和膝盖；在爬山过程中，要正确评估体力，不要逞强赶速度。”彭仕波说，
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人应避免过多地登山或爬坡运动，患有骨性关节炎、关
节退损、关节疼痛等疾病的人群，最好事先听取医生的意见，不要盲目进
行爬山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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