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11931年年1010月月1111日日，，中航汉渝航段停落万县中航汉渝航段停落万县
的飞机试航成功的飞机试航成功（（洛宁式水路两用机洛宁式水路两用机）。）。1010月月2020
日正式开航日正式开航，，聚鱼沱水上机场正式使用聚鱼沱水上机场正式使用。。

《西山题记》俗称《西山碑》，为黄庭坚晚
年三件代表作之一，是其现存题刻中篇幅最
长、字数最多的一件。

“錞于王”——虎钮錞于是重庆中国
三峡博物馆的其中一件镇馆之宝，其复制
品珍藏于三峡移民纪念馆。

1926年8月，朱德受中共中央派遣、陈
毅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先后抵达万州，动员
驻扎在万州的四川军阀杨森脱离吴佩孚的军
阀系统，投入国民革命阵营。

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万流”号商轮
在云阳江面故意疾驶，浪沉杨森部载运军饷
的木船3艘，淹死官兵和船民76人。朱德、
陈毅建议杨森扣留该公司船只，要求“惩祸
首、赔损失”。

8月30日，英国太古公司“万通”、“万县”
两轮由重庆驶抵万县，杨森派兵予以扣留。9
月4日，朱德、陈毅组织数万群众集会，愤怒
声讨英帝国主义的罪行，宣读了由陈毅起草
的《万县雪耻会宣言》，号召“集群众之策力，
作政府之后盾，庶几众志成城，共同救亡”。

英国蓄意扩大事态，拒绝惩办凶手和赔
偿损失，并以武力威胁，不断向万县增派军舰。

9月5日下午4时许，英舰“嘉禾”号、“威
警”号和“柯克捷夫”号在万县江面汇合后，强
行靠帮跳舷夺船，打死打伤守船官兵。守军
当即给予还击，打退了英军的进攻。5时许，
英国3艘军舰竟调转大炮，丧心病狂地炮击
人口稠密的城区，历时近3个小时。城区顿
时烽烟四起，无辜民众死伤遍地，男女老幼啼
哭哀号。炮击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数以千计，
民房商店被毁千余家，史称“万县惨案”（“九

五”惨案）。
惨案发生后，朱德、陈毅迅速赶赴杨森司

令部商议，拟定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9
月6日，朱德、陈毅组织召开了各界群众抗英
大会。9月8日，陈毅赶至重庆，向中共重庆
地执委书记杨闇公汇报惨案的详细经过，请
求声援。地执委立即在重庆成立了“万县九
五惨案后援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活动。在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
上海、北京、广州、长沙、武汉及成都等地，纷
纷成立万县惨案后援会，组织示威游行，掀起
了席卷全国的反帝抗英运动。

9月24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委任朱
德为第二十军党代表、代理政治部主任。随
后，朱德在军中建立党支部，举办军事政治学
校，秘密发展党员，培养党的干部。11月上
旬，刘伯承受中共中央派遣到达万州，与朱德
商讨举行军事斗争等事宜。12月1日、3日，
在中共重庆地执委领导下，以刘伯承为总指
挥，分别发动了泸州、顺庆起义。

12月中旬，顺庆起义失败后，刘伯承率余
部转战开江。朱德派员携款前往开江慰问，迎
接刘伯承到万州暂住。杨闇公也从重庆赶来，
并召开地执委军委会，决定：刘伯承秘密赶赴
泸州，领导指挥泸州起义；调派地执委候补委
员李嘉仲等人赴万，接收朱德创建的军内党组

织和发展的
城区党员，正式
建立第一个万州地
方党组织——中共
万县李嘉仲支部。

自此，下川东地区的人
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前赴后
继、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万州由此成为
下川东革命斗争的策源地和指挥中心，涌现
了刘伯坚、吴毅、彭咏梧等一批著名革命者。
以江竹筠（江姐）为代表的曾在万州战斗过的
红岩英烈就达51人。

三大元帅与星火燎原

对万州而言，1926年是一个风云际会、沧海横流的年份。这一
年，朱德、刘伯承、陈毅先后奔赴万州，组织领导革命斗争。

库里申科热血洒万州

西山公园是我国最早的城市公园之一，也是全国著名的古茶花园。这里
不仅有百年古茶花树林和与上海海关钟楼、武汉江汉关钟楼齐名的西山钟楼，
还有库里申科烈士墓园以及演绎出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感人故事。

水陆要津的前世今生

本版文图由万州区委宣传部、三峡都市报社提供

公元1175年（宋淳熙二年），近天命之年
的范成大来到万州。

那年，范成大受任为敷文阁待制、四川制
置使、知成都府。他从桂林出发，先取道衡
山、长沙而荆州，再乘船西行过长江三峡，至
万州上岸。

风光旖旎的万州让范成大诗兴大发，先
后作《万州》、《万州西山湖亭秋荷尚盛》五言
诗，赞美万州之俊秀。

在万州盘桓数日后，范成大启程赴成都，
一路鞍马劳顿。范成大在他的《西征小集》中
说：“溯江入蜀者，至此（万州）即舍舟而徒，不
两旬可至成都，行舟即须十旬。”

范成大所走之路，被称作万梁古道，又
叫小川北路，是唐宋以来出入四川的重要陆
路通道。从荆楚吴越之域西进入川，需先乘
船过三峡到万州登岸，由陆路经分水到梁
平、垫江，过邻水到合川，再北上遂州、资阳
到成都。反之，东出巴蜀，也需先经该驿道

抵达万州，再换乘木船顺江而下，东出三峡。
作为长江三峡的起点，作为荆楚吴越之

域入蜀到川西的必经之道，万州上束巴蜀，下
扼夔巫，引三江而控荆楚，一直是东出西进、
南来北往的水陆要津、“舟车之会”。南来北
往的人们在此交集，源源不断的货物在此交
换。万川毕汇，万商云集，成就了“成渝万”之
美誉，成就了万州作为三峡流域的物资集散
地和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的地位。

1902年，万州与长沙、安庆、惠州及江门
一起被开为通商口岸，1917年设立重庆海关
万县分关。万州开埠后，桐油、猪鬃、肠衣、制
革、棉纱加工等手工业迅猛发展，一半商号从
事进出口贸易。1930年万县便开通了自动电
话，成为了全国继上海、北平、天津后第四个
开通自动电话的城市。同年11月渝万公路也
建成通车。当时万州还修建有水上机场。乘
坐飞机2小时10分钟到宜昌，1小时45分钟
到重庆。

进入新世纪，“万”有引力更加凸显。
万州作为三峡库区最大的移民城市，水、
陆、空、铁立体交通网络迅速形成，成为长
江三峡的交通枢纽、大三峡旅游集散中
心。水路上，万州港既是三峡库区最大
的港口，又是三峡线上豪华涉外游轮的
停靠港，重庆、宜昌、武汉、南京、上海的
邮轮和游船经停万州。目前，万州已
开通三峡旅游“水上巴士”，实现“千
里江陵一日还”。陆路上，8条高速公
路和 8条铁路在万州“握手”，除了原
有的客运铁路之外，渝万城际高速铁
路已建成通车，郑万高速铁路已开工
建设。航空方面，已开通万州至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珠海等20多条
国内航线及泰国清莱国际航线。不管
你从哪里来，都能通过各种交通方式
便捷到达万州，开启一段轻松而美妙
的三峡之旅。

抗战爆发后，万州成为中国抗战后方的
门户，百余万川渝子弟从这里出发，奔赴抗战
前线，救亡图存。被称为“东方敦刻尔克大撤
退”开始后，万州成为重要的中转站，许多战
略物资和设备经这里转运至重庆、成都等地。

库里申科就是从那时来到中国的。
1938年冬天，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广州、武

汉，在这艰苦的岁月里，苏联为了援助中国人
民的反侵略战争，派遣库里申科和考兹洛夫
大队长，率领两个"达沙式"轰炸机大队，来到
成都，配合中国空军作战，并负责训练中国飞
行员。

1939年10月14日下午2点，库里申科接
到作战任务，出击日寇某军事基地，他立即率
队驾机迅速沿长江飞去，飞临武汉上空时遭
受日寇机群的拦截。库里申科指挥机群，对
敌机展开攻势，击落敌机6架。日军以3架米
式战斗机包抄库里申科的领航机，他的飞机
遭到重创，单机冲出重围，使用右边的一个发
动机沿着长江向驻地飞返。到达万州上空
时，机身失去平衡，无法控制。为了飞机免遭
破坏，库里申科用高超的技术操纵飞机，强行
降落，平稳降落在江心，机上的轰炸员和射击
员跳水游到岸上。然而，库里申科却未能跳

出机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库里申科牺牲后，万县各界人士举行了

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将其安葬在太白岩脚
下。1958年，西山公园里的库里申科陵园建
成，库里申科遗骸被迁葬于此。

万州人民是懂得感恩的。1959年起，谭
忠惠开始了库里申科的守陵人工作，直到自
己退休，儿子魏映祥接着当守陵人。

如今，库里申科烈士墓园已是万州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地之一。2014年，库
里申科墓园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国家
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万为水陆交会之区，文书络绎，星使冠盖相望。”万州，历为三峡水
陆要津，历史上一条万梁古道西连成都，一条黄金水道东出三峡，而今
生故事更为精彩。

“大江至此，万川毕汇”。万

州因此而得名。

万州，神奇的北纬30度线、

壮美的长江和“中国人的景观大

道”318国道在这里交汇，是中国

西 部 唯 一 的“ 三 线 ”交 汇 之

地。

万州之“万”，彰显的是刚柔

并济、气象万千的颜值，海纳百

川、包罗万象的气质。

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

黄庭坚等均曾在万州驻足抒

怀。“林泉之胜，莫与南浦争长者

也”“无由得与君携手，同凭栏杆

一望乡”，这些优美的诗文，定格

了山清水秀的美丽，温润了多少

旅人的心灵。

千里峡江，盛世安澜。一条

175米水位线，让万州这座三峡

库区最大的移民城市蝶变新

生。而今，峡江古城的千年文脉

与高峡平湖的壮美景观在这里

相映生辉。

万州之美，美在大山大川、

大湖大城、大情大爱，也美在小

街小巷、小村小院、小曲小调；美

在景、美在物、美在人，也美在舌

尖滋味。一次最美遇见，三生万

州情缘。

打卡大美万州，畅游诗画三

峡。

西山钟楼西山钟楼

2010年，北宋文学书法“大咖”黄庭坚的
《砥柱铭》墨迹，被拍出4.368亿元人民币的

天价。《砥柱铭》是黄庭坚晚年大字行楷书
风格确立之初的开山之作。落墨《砥柱
铭》5年之后，黄庭坚来到万州，游览西
山，书写《西山题记》，镌刻于岩石，俗

称《西山碑》。
《西山碑》笔意老辣，神韵绝俗，

集黄庭坚晚年风采之大成。书法
界认为，《西山碑》当与《砥柱铭》

媲美，且尤甚。
公元1094年（宋哲宗绍

圣元年），黄庭坚因受新党
排斥，谪贬为涪州（今涪
陵）别驾、黔州（今彭
水）安置，后又移居戎

州（今宜宾）。
1100年，哲宗
去世，徽宗继

位，56岁的黄庭坚奉诏复官，于当年12月乘
船东归。

次年2月底，黄庭坚途经万州（时称南
浦），南浦太守高仲本和友人谭处道一起陪同
黄庭坚游览西山。但见山麓鲁池清澈，竹柏丰
茂，亭榭环绕，僧舍点缀，美不胜收，黄庭坚心
旷神怡，文思泉涌，在万州古八景之一的“鲁池
流杯”（今高笋塘流杯池）宴饮时，即兴写成《西
山题记》，后刻于碑上。

黄庭坚在《西山题记》中，发出“凡夔州一
道，东望巫峡，西尽存阝马阝，林泉之胜，莫与南
浦争长者也！”的感叹。这里的“存阝马阝”，就是
今天的宜宾。也就是说，在黄庭坚看来，上自宜
宾，下至巫山，自然风光数万州最美。黄庭坚在
900多年前为万州书写的这句“广告语”，证明万
州自古以来就是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西山题记》为黄庭坚晚年三件代表作之
一，是其现存题刻中篇幅最长、字数最多的一
件，慕名前来观赏者络绎不绝。咸丰七年

（1857年），曾国藩的学生冯卓怀来万任知县，
并将此记石刻拓片送呈其师。曾国藩十分欣
赏，赞其为“海内存世，黄书第一”。

黄庭坚所写的西山，又称西岩，就是现在
的太白岩。相传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在西岩与
人下棋，突然一只五彩金凤口衔金酒壶，乘着
绚丽的晚霞，从天边径直飞落在李白的棋盘
旁。正在众人惊诧之时，李白却神态自若，一
手执棋子，一手举酒壶，仰头一饮而尽，而后捋
着胡须，仰天大笑，把酒壶向空中一抛，便骑着
金凤杳然而去。从此留下“谪仙醉乘金凤去，
大醉西岩一局棋”的千古佳话。李白对弈的西
岩从此名为“太白岩”，沿袭至今。

李白之后，慕名前来拜谒的文人学士络绎
不绝，万州也因此成了文人骚客驻足流连的胜
地，古今文化名人在万州留下了大量诗文名
篇，也为这片土地深植了文化艺术的基因。《我
为少男少女歌唱》的著名诗人何其芳，在这里
舒展了第一声歌喉。

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歌会

潭獐峡潭獐峡

西游洞西游洞

天生城天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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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位出道的虎钮錞于

万州大瀑布万州大瀑布

近日，一段“重庆文物 C 位出道”的视频，在朋友圈走
红。出土于万州的青铜器虎钮錞于，引发众人关注。

这件虎钮錞于，因其巨大的器型、优良的音
质，被冠以“錞于王”的美誉，是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的其中一件镇馆之宝。其复制品珍藏于三
峡移民纪念馆（万州博物馆）。

錞于是古代铜制打击军中乐器，虎钮是指
其顶部造型。

一次水库泄洪，让这件在地下沉睡了2000
多年的“錞于王”重见天日。

1989年7月14日，一村民在万州甘宁水库
泄洪洞口发现疑似古代文物的铜器，当即将这
一重要情况报告给当地文物管理所，文管所派
员前往调查，随后在现场清理出一件形状奇特
的大型青铜器：此器物高68厘米，中空，椭圆盘
状平顶，肩部突出，圆形腹部向下收缩呈筒形。
盘面中心立一圆雕老虎，顶盘上有5个阴刻的

图案，分别为羽人乘舟击鼓纹、人面纹、鱼纹、白
虎纹和手心纹。

除了沉稳莹润的青铜色泽外，这件虎钮錞
于最吸引人的，就是其顶部栩栩如生的虎形钮。

虎形钮是巴文化的一种呈现，既体现着巴人对
虎的崇拜，也蕴含着巴人的祖源记忆。据《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巴人首领廪君死后，“魂魄
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之。”

而虎钮錞于上的纹饰，则记录了两千多年
前的巴人生活，被称为“巴蜀图语”。羽人乘舟
击鼓纹就是其一，它和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
物上的符号文字属同一类。

三峡博物馆文博研究馆员彭学斌博士认
为，船和羽人的纹饰，反映了巴人原始的交通出
行方式；鸟纹、鱼纹、手心纹等，则代表了巴人传

统的渔猎经济模式，那时人们主要依靠打渔、狩
猎、采集为生。这些图案的组合，体现了远古巴
人天、地、生、人和谐共存的理念。

彭学斌认为，这件虎钮錞于是巴文化最杰
出的代表，它的精良工艺和历史意义，以及它对
巴人“质直好义”精神的体现，都诠释了巴文化
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其羽人乘舟击鼓纹，被用作重庆市
第四届运动会会标、万州区市民广场园林图标；
重庆文物考古所、万州区博物馆也分别选用手
心纹和白虎纹作为所标和馆标，彰显了心手相
连、勇猛顽强的人文精神。最近，三峡博物馆以
虎钮錞于为原型，推出文创产品“溯·原”，让这
件神秘的文物，穿越两千多年，走出博物馆，走
进了人们的生活。

《西山碑》现万州最早广告语

黄庭坚书法杰作《西山碑》，被誉为“海内存世，黄书第
一”。其中，“林泉之胜，莫与南浦争长者也”一句，将万州自
然生态之美广而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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