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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这口井有多大——沿着井口走一圈，要3天；
这口井有多深——从井口到井底有1100米，村

民们就生活在井底；
这口井有多陡——三面是垂直的悬崖绝壁，仅东

面略微缓一些，祖祖辈辈沿着岩缝走出的出山小道就
隐藏其中。

1997年修路前，毛相林作过粗略统计：当时全村
96户、397人中，到死也没出过村的有150多人，从未
见过公路的有160多人，未见过电视的有360多人；从
悬崖上摔死的有23人，摔伤的有60余人，摔残的有
15人。

“喂的猪要变成钱，得化整为零一块一块沿着小
道背出山去卖；生产生活物资，也全靠爬出山去背回
来。早上出发去竹贤场镇，天黑才能回家，腿脚不利
索的还得在外过一夜。”毛相林说，当时下庄惟一走在
其他山区村落前面的是电力保障。鱼儿溪和庙堂河
在坑底的交汇处有一个小小的电站，得此便利，下庄
人在上个世纪70年代便用上了电。

刘从凤家的面条机，是下庄最早的现代化电器。
“去巫山县城买的，拆分成十多坨，往返十多次，才全
部背回来。”祖祖辈辈在下庄做面条的刘从凤为此前
后折腾了大半年。

凡是出山见过公路的下庄人，回来总会跟身边的
人讲公路多么好、汽车多么方便。村干部曾3次号召
村民修路，可因为绝壁太险峻、工程难度太大，每次都
在开工前停工。

1997年，乡里规划建设几条村道路，但没有下庄
的指标。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下庄要修路是异想天
开。

可下庄人不想再当井底之蛙，不想一直充当落
后、闭塞、贫穷的代名词，他们对路的渴望在一次次失
望中愈发强烈。

就在这时，刚当选为村支部书记的毛相林去了趟
巫峡镇七星村，看到那里大部分村民都修了新房子，
有了电视，喂的猪、种的菜直接就用车子拉走了。“这
都是因为他们村的公路修起了。”毛相林告诉记者，当
时他心里既羡慕，又不是滋味。

下庄，是继续在等待中煎熬，还是去搏一把争取
新生？

毛相林此时已作出了选择。回到下庄当天，他就
找到乡农经办干部、下庄村驻村干部方四才。方四才
是下庄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干部，人称“方大学”。

说到修路，两人一拍即合。
次日，毛相林便召集村民开会讨论修路的事，结

果招来大部分人反对——“难度太大了，以前不是修
了3次，都没修成么？”“炸药怎么解决？钱从哪里来？”

“上头没得指标，我们各人修路会不会遭理麻
哟？”……

“只要路修好了，把我这个村干部免了也没关系，
关键是大家有没得信心。要我看，就算是蚂蚁啃骨
头，我们也要在绝壁上‘啃’出一条路来！”毛相林再次
给大家描绘了七星村有了路之后的变化，大家思想有
些松动了。

方四才又加了“一把火”：“前些年我们建村小时，
上面不也是没有指标没有资金么，结果毛书记还是带
领大家把学校建起来了。现在这路，我们一样也可以
不等不靠，自己修出来。”

下庄村小以前没有教室，只能租用村民的房子给
孩子们上课，基本上一学期换一个地方。1995年，时
任村主任的毛相林发动全体村民捐资、投劳、捐材料，
短短3个月，一幢崭新的土坯结构教学楼便建了起来。

想到这里，大家终于同意了修路，并在会上确定
由毛相林任工程总指挥，方四才负责协调炸药、雷管、
导火索等“三材”物资。

毛相林号召全体村民每人捐资10元，凑得3980
元；每户每年卖一头肥猪，可凑3.84万元，如果这路要
修10年，就是38万元；党员干部捐款，再凑得两三万
元；凡是在村里有承包地的村民，无论是否住在村里，
都要投劳，否则交钱，每天20元……

鸡冠梁是整个工程最险要的地方之一，上望千仞
绝壁，下临万丈深渊，孤峰入云。毛相林请来的勘测

“土专家”一爬到这里就双腿打颤着说：“这路没法
修！”

在毛相林和村民们的苦苦哀求下，“土专家”最终
在悬崖绝壁上攀爬了40多天，勉强规划出了路线，大
部分都在绝壁上，最险要的就是私钱洞、鸡冠梁那一
段。

彼时，巫山县农业局局长朱崇轩到下庄检查工
作，被下庄人敢于向老天叫板的精神感动，当即决定
拨付10万元“三材”物资，帮助下庄修路。

“生”与“死”的考验
7年，6条鲜活的生命长眠在大山深处

“如果我毛矮子拿了一分修路的钱，拿了一两炸
药、一根雷管、一寸导火线，沟死沟埋，路死路埋……
生死自负……”1997年冬月十二，天坑之巅的鱼儿溪
龙水井处，下庄人跟着毛相林焚香祭天、赌咒发誓，用
一种近乎原始而迷信的方式炸响了第一眼开山炮。

毛相林将一户或几户家庭编为一个小组，负责某
一个或几个工段的施工：男人上山投劳；女人负责做
饭、运送物资、在家耕种土地；老人照顾年幼的孩子；
年纪稍大的孩子们周末协助大人做后勤工作。

村小老师张泽燕还记得，当年他曾在黑板上写了
一句话来激励孩子们——“大人流血修路为我们，我
们读书为下庄明天。”

最年长的63岁，最年轻的17岁——下庄的男人
们，开始了在绝壁上风餐露宿的7年修路壮举，路修到
哪里，就在附近找个岩缝搭个临时窝棚栖身。

日间，毛相林带头在绝壁上悬空钻炮眼、安放炸
药雷管，带头搬石头、铺路。晚上，他总是睡在窝棚最
外面。“在腰杆上拴根保险绳，另一头拴在岩缝里的老
树根上，免得夜里翻身掉下悬崖。”毛相林说，他是村
支部书记，是修路的发起人，最重的活、最危险的活必

须带头。
“个把月回家一次，有回在绝壁上住了3个月，回

来时又黑又瘦，我都快认不出他了。”毛相林的妻子王
祥英说。

为了修路，外出务工的村民回来了，甚至有些已
搬离下庄的村民也回来了。

黄会元1996年初便举家搬到了湖北，接到毛相
林“村里要修路”的电话后，他二话没说当即回到老
家，还借钱买了一台凿岩机。

他没想到，自己这一回来，就永远留在了下庄。
原《万州日报》记者侯长青亲眼目睹了黄会元从

崖壁坠落的过程。
“那天是1999年10月1日，国庆节。”侯长青回

忆，当时他在鸡冠梁处采访黄会元，黄会元说为了下
庄的子子孙孙，就算是死，这路也要修——就在50多
天前，村民沈庆富正是在这里被掉落的巨石砸下深
渊，成为修路过程中第一个逝去的生命。

“采访刚结束，我就眼睁睁看着一块上方掉落的
巨石裹着黄会元坠向深渊。”侯长青还没回过神来，就
看到了“这辈子最震撼人心的场面”——和黄会元一
个工段的袁孝恩等6名村民，突然齐刷刷朝着悬崖跪
下了，“6个赤裸着上身的汉子眼里满是泪水，但没人
哭出来。他们黝黑的脸上，写满悲壮和坚毅。”

当晚，全村村民每一家凑了点钱粮，在黄家的地
坝为逝者守夜。黄会元躺在为父亲准备的棺木里，老
父亲黄益坤大悲无泪：“修这么悬的路，不死人是不可
能的。我觉得，我儿死得值得、死得光荣。”

路，是毛相林提议修的；黄会元，是毛相林叫回来
修路的；继续修下去，还会不会死人？

此时此刻，毛相林承受的压力和自责，无以言
表。他抬头看着头顶那一小片被绝壁环绕着的星空，
任泪水无声地滑落。半晌，他用嘶哑的嗓音大声对全
体村民说：“50多天前，28岁的沈庆富死了，我们依然
在修路。今天，36岁的黄会元又死了。我在这里再次
向大家确认，这路到底是修还是不修？”

“修！”全村村民没有丝毫犹豫，举起了握得紧紧
的拳头。四周绝壁环绕，天上繁星点点，天坑底部，几
百人围着一口棺材，就像是在宣誓，或者是进行某种
悲壮而神圣的仪式。那一声声“修”，在绝壁间久久回
荡。

这一幕，自此刻在了毛相林脑海最深处，至今仍
不时出现在梦中。

第二天，村民们安葬了黄会元，又上了工地。只
是，修路的队伍中多了一个女人——黄会元的妻子杨
自慧。

当时，下庄有个自发的、不成文的规定，若谁因修
路受伤甚至牺牲无法投劳，家里其他人就得将这个劳
力顶上。“所以到后来，就有不少妇女含着泪参与到抡
大锤、搬石头的修路队伍中来。”说到这里，方四才眼
睛有些泛红，“没有任何一名死者家属找村里扯皮。”

7年，6条鲜活的生命，两人终身残疾，数不清多少
人次受伤！

路修通后，下庄建了一个纪念碑，上面刻着所有
参与修路村民的名字，在“牺牲人员”那一栏，刻着“沈
庆富、黄会元、刘从根、刘广周、向英雄、吴文正”6个沉
甸甸的名字。

“进”与“退”的抉择
为了子孙后代，这路必须修

下去——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7年里，工程停工数次。每次停工、每次有人牺
牲，毛相林都面临着这路是继续修还是不修的选择。

1998年腊月，县农业局支持的首批“三材”物资用
完了，第二批价值26万的物资还未运到，加之钱也用
光了，工程停工。

“没钱没物资，这路还怎么修？”村民信心有些动
摇。焦急万分的毛相林便号召党员干部以私人名义
贷款，他自己带头贷了1万元。因为修路，毛相林家的
生活过得越来越拮据，有次为解燃眉之急，他甚至将
妹妹临时寄存在他那里的3000元钱也挪用了。

2000年，随着牺牲人数的不断攀升，一股消极的
情绪开始在村里蔓延。毛相林内心充满了矛盾——
若选择继续，还会不会死人？若选择退缩，下庄势必
又将回到在等待中煎熬的原点。

这时，村里发生了一件事。
村里5个孩子误食老鼠药，要到山外的骡坪村去

背药回来救命。村医杨亨华告诉记者：“要是在以前，
往返一次至少要大半天，娃儿多半没救了。但那时从
乡政府到鸡冠梁的毛坯路已经打通了，我往返节约了
三四个小时，5个娃儿全救回来了。”

在村民大会上，毛相林用这件事给大家鼓劲：“为
了孩子们，为了子孙后代，这路，必须修下去——无论
付出什么代价。”

毛相林开始四处“化缘”，除了巫山县农业局，还
争取到了巫山县交通局、重庆市财政局等政府部门的
拨款，加上社会各界热心人的捐款，下庄修路的资金
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2004年3月，下庄绝壁上的这条2米多宽、8公里
长的天路终于全线贯通，下庄到竹贤乡的时间由过去
的5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

在噼里啪啦喜庆的鞭炮声中，毛相林哭了，村民
们也哭了。

这天，县里和乡里都来了人，几辆越野车沿着这
条绝壁上的机耕道开进了下庄。

好多人都在问：“那是啥东西？”
毛相林抹了把眼泪说：“那就是汽车。只要有公

路，我们就可以坐在里面，走出大山。”
这条路，让下庄人第一次看到了生存的希望、脱

贫致富的希望！

▲昔日下庄修路的场景。
（资料图片）

他率村民绝壁上“啃”出天路
——记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当代愚公”毛相林

▲通往下庄的公路。（摄于2017年10月）
通讯员 王忠虎 摄/视觉重庆

▲当年，下庄村民在悬崖峭壁上艰难地
出行。 （资料图片）

□刘江

以毛相林为代表的下庄人，是个老典
型。早在1999年12月24日，本报就在头
版头条刊发了《感天动地下庄人》，向读者
介绍他们的动人事迹。但奋进的下庄，有
着讲不完的故事。20多年来，他们不仅凿
通了出山的路，更铺设起脱贫的路，谋划
着振兴的路，不断书写着老典型的新风
采。下庄，在一步一个脚印的攀登中，迸
发出奋发向上的力量。

耗费7年时间，搭上6条人命，在绝壁
上开出一条“天路”——下庄的筑路故事，
乍听似传奇，细品是艰辛。修路多次受
挫，但从不退缩；发展产业几经碰壁，但从
不气馁——毛相林带领村民战贫的故事，
闻者为之动容，深思提振干劲。

没人相信下庄能修出一条路，下庄修
成了；全乡最穷的村，却在全县率先实现
脱贫。下庄人创造的不仅是业绩，更是奇
迹。下庄为什么能？凭的是“天不能改、
地一定要换”的坚定决心，是“只要能进一
丈、绝不后退一尺”的昂扬斗志。天坑里
的奇迹，是下庄人“越是艰险越向前”拼出
来、干出来的。

所谓的“下庄精神”，蕴藏在下庄人

年复一年的奋斗轨迹里。对走出大山、
圆梦小康的孜孜以求，让他们不甘落后、
不等不靠，自强不息创造美好生活；改变
村庄落后现状的强烈愿望，让他们不畏
艰险、不怕牺牲，坚韧顽强地应对各种挑
战。这是下庄向上生长的力量源泉，也
是对“实干才能梦想成真”的生动注解。
正是有了这样的“下庄精神”，换来了峭
壁变通途，让下庄离“上面的世界”越来
越近。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
奋斗的起点。实现乡村振兴，是下庄人要
筑的下一条“路”。毛相林这一辈的下庄
人，流血流汗闯出的一条路，让出山的梦
不再是奢望。而年轻一代的下庄人，则被
寄予新的期望——接过建设家乡的接力
棒，进一步打开下庄向上生长的空间，让
乡村的路通向更远的远方、更美好的未
来。这是修路精神的传承，更是发展之路
的延伸。

下庄的故事，下一站更精彩。怀揣着
和下庄人共同梦想的人们，感受下庄向上
的力量，鼓起勇于担当、敢闯敢拼、苦干实
干的精气神，在奋斗的路上披荆斩棘，为
美好生活奋力打拼，同样能收获因奋斗带
来的精彩。

感受下庄向上的力量

▲巫山县竹贤乡下庄，坐落在一个巨大的喀斯特天坑谷底，绝壁环绕，几近垂直。（摄于5
月18日）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位于天坑之巅的鱼儿溪龙水井处，毛
相林介绍这就是炸响修路第一炮的地方。（摄
于5月18日）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评论

▲这些打在岩缝里的木桩，就是当年修路
村民挂东西、固定帐篷用的。（摄于5月18日）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