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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视我们所遇到的
——读敬一丹著《我遇到你》有感

门头沟区三家店村，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
文化古村，位于永定河出山口东岸，交通便利，是
山区通往京城的重要枢纽远。在明、清时期，该村
就以四合院、庙宇十余座，老字号店铺百余家等文
物古迹众多及商业经济发达而闻名于京城一带。
北京及外阜各地的善男信女每年一到妙峰山开山
季节，都纷纷赶来进香，而三家店村又是去妙峰山
进香的必经之路。

九龙牌匾的故事还得从三家店村的曹家说
起，在三家店村的西头曹明泉家的大门楼上，上个
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曾经悬挂过清朝嘉庆皇帝赐予
曹家前辈的一块九龙牌匾。据长辈人介绍：该牌
匾长约五尺，宽二尺五寸，匾的周围雕刻着戗金填
漆的九条凸雕云龙纹，其雕工非常精细，造型典雅
风采，正中雕刻着“春祺普锡”四个金光闪闪的楷
书大字，其字体遒劲有力，端庄肃穆，光彩夺目。
往来的行人以及文人墨客时常裹足不前，品议观
赏，赞叹不止。令人可惜的是此牌匾没有保存下
来，在“文革”中，当时以“破四旧”为名，被造反派
群众强行摘下毁掉了。此皇家御赐庶民之牌匾，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多少年来，在民间一直流传
着一段脍炙人口的风趣故事。

话说清朝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的农历四
月间，京西妙峰山元君庙正值开山季节，妙峰山的
香火远照京城。北京城里的一位老者带一少女，
不辞辛苦，远行跋涉，来到北京西郊城外的金顶妙
峰山娘娘庙进香朝拜，寻求多福，讨个吉利。在进
香返回的路上，路过商贾繁荣、买卖兴隆的三家店
村，太阳临近下山，便寻店铺客栈，来到村西头曹
玉旺家的饭铺，进门坐下来与曹掌柜点了饭菜便
吃了起来。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说话间天空阴
沉，瞬间便下起了小雨。吃完饭只见雨越下越大，
爷俩儿只好安排歇住下来，等雨停后再行赶路。
说也奇怪，这场雨连下了几日也不见天晴，爷俩儿
手中的盘缠钱（银子）已花完，正为吃住问题哀声
叹气，曹掌柜见此情景忙过来说道：“你二人没钱
不要紧，就别付钱了，尽管在这多住几日。”该老者
与那少女听了此话后非常感激，见曹掌柜为人如
此仁义厚道，老者便提出给其小女认干亲，让小女
叫曹掌柜干姥（即干爹），曹掌柜听后十分高兴，老
者当即叫小女磕头参拜。数日雨住。老者与曹掌
柜告别辞行，回京后数年一直杳无音信。

嘉庆初年，太平盛世，百姓安居乐业，这年朝
廷在民间挑选皇妃，京城老者的小女尚在挑选之
内，经几轮挑选被选入宫，小女做上了当朝的东宫
娘娘，此话放下暂且不提。

曹掌柜自从送走老者和干女儿之后，仍和往
常一样做着饭店买卖，此生意接触人比较繁杂，当
时社会上有一些不三不四的地痞无赖，时常在曹
家饭店吃饭不付钱，曹掌柜不赊账，常为要饭钱与
这些人发生口角。这些人很记恨，不但不还钱，还
从别处偷些东西放入曹家。这时京城发生了一起
盗窃案，失主告到了官府，怀疑是曹掌柜偷了该家
的物品，京城官府的衙门来人，以曹掌柜与盗窃案
有关和有重大窝藏嫌疑将人抓走，将曹掌柜关进
牢房。

一天，牢房的一个老看守和曹掌柜扯起话来
问：“曹老头，别人都有探监的，你家怎么没有人来
看看你？”曹答：“没有，我家没人来。”看守又问：

“你北京有没有亲戚？”曹回答说：“北京城里倒是
有一个干闺女叫某某。”话刚说完，在旁的一个小
看守听了，气冲冲地向曹老头吐唾沫说：“呸！你
能有这样的干闺女，在此处你还敢胡说八道，你不
要命啦！某某是当今宫中娘娘，休要胡说。”老看
守在一旁，一听话音中有些蹊跷，便连忙用手制止

说道：“先别着急，也别生气，甭管曹老头的话对
否，有没有这门亲戚，咱们还是谨慎一点向上禀报
一下，问问清楚，省着有麻烦。”老看守按照程序把
这事逐级报道皇上，皇上听后，也不知这里面有什
么缘故，无以对答，便回房找娘娘询问刚才报上来
的事。娘娘听后，只是在一旁低头潸然落泪，皇上
见状忙问：“娘娘为何哭泣，有什么不痛快的事
吗？你现在还有什么不顺心的？”娘娘回话说：“我
没有不顺心的，我全都顺心，刚才说的这个事，确
有这么回事，我曾经认过一个干姥。”这时娘娘把
认干亲的事向皇上细说了一遍；皇上听后说：“民
间上的事咱们不好管呀！且干佬的事还没审清。”
娘娘含着眼泪说：“干佬在我有困难的时候曾经帮
过我呀！”皇上想了想说：“你给干佬去牢房先送些
饭，然后把干佬召进宫来。”娘娘说：“我去牢房送
饭，干佬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我怎么能去呢？”皇上
又说：“我派人给干佬去送饭。”娘娘听后满意地笑
了。皇上马上传手下人将此事做了吩咐。一会
儿，送饭的差人来到牢房，大小看守及官员一看，
饭菜盘上盖着皇上的黄龙布，知道大事不好，曹掌
柜果真是当朝娘娘的干佬，马上都跪下上前参
拜。此时，他们对曹掌柜也都尊重起来不敢怠慢，
纷纷彬彬有礼地说：“请曹国丈用饭，多有得罪，请
恕罪。”曹掌柜受宠若惊，见此状喜出望外，脸上顿
时也露出了笑容，心想该我走运，也尝尝皇宫里的
宴菜酒饭。饿了几天的曹掌柜便痛快的吃了起
来。这时，该案的审案官得知了这事后，也坐不住
了，立即忙活了起来，派差人速传本案原告，丢失
物品的事主来到衙门进了公堂，一听说被告曹玉
旺是当朝国丈，也慌了神，且自己丢的东西也没有
真凭实据是曹玉旺所窃，官司打不赢还得惹麻烦，
官司说什么也不打了，当堂就提出撤回起诉，不告
了，审案官当即宣判曹玉旺当堂无罪释放。此案
最后以证据不足，原告撤诉结案。

翌日，差人将曹掌柜接到宫中，回禀娘娘约好
进行相见，曹掌柜来到娘娘门外，娘娘在珠帘里，
曹掌柜在帘外，二人互相对话进行辨认，果然不
错，曹掌柜就是当年离别已久的干佬，便急忙传唤
进见，各自行礼相见，双方坐定，爷俩儿便叙谈久
别怀念之情，心情十分愉悦。皇上在一旁见到此
情景，也开了口，风趣地说：“曹干佬，你想做什么
官？尽管说。”曹干佬回话道：“我不想做什么官。”
皇上又问：“你打算干点什么事？”曹回答：“我只想
做点小买卖。”皇上又问：“你想做点什么小买卖？”
曹答：“我想办个灰厂，经营白灰生意。”皇上说：

“这好办。”当即派人给曹家拨了银子，叫手下人筹
备建灰厂。曹掌柜闻后大喜，忙跪下谢恩。娘娘
和皇上安排了曹干佬在宫中住下，生活了数日。
翌日，皇上派人给曹家建了灰厂，灰厂就建在了三
家店村西的沙子沟，现在的造林所处。随后，皇上
又派人发了白灰经营告示：“官方卖灰者，有灰不
得卖与别人，都得卖与曹家灰厂，各处用灰者都得
到曹家灰厂进行购买。”数日后，曹玉旺告辞回家，
皇上又给了路费，曹玉旺回家后专心全力经营灰
厂。从这以后曹家发了财，买了土地，盖起了新
房，买卖经营的越来越红火。为此，皇上叫人特意
雕刻了一块：“春祺普锡”的九龙牌匾，挂在曹家的
门楼上。往日朝廷的官员出入京城，到西郊办事
路过三家店西头曹家门口时，曾经出现过：“文官
下轿，武官下马”的传闻，一时成为人们的美谈。
以后数年每逢过节、过年，宫里的娘娘都派人给曹
家提送贡品、食物等进行看望，走动往来。曹家一
直受朝廷惠待。此故事歌颂了普通人“种德得福”
的美谈，几百年来，在民间不断传颂，流传至今。

人们每进入一种特别环境，总会对过往的某些事、某
些人有所感怀、感念，甚至是感叹、感伤。央视主持人敬
一丹著《我遇到你》一书，从一个全新角度，给我们讲述了
2013年她去南极之后，对自己职业生涯遇到的那些事、那
些人的真切感念，而且带着真诚，带着浓浓的敬意。

作者在《我遇到你》中，首先讲述了她在林业局广播
站当播音员的故事。她说，当年正赶上新闻节目黄金时
代，自然就有了难得的经历，也成就了自己的职业理想。
之后，讲述了进入央视，在领导鼓励指导下，在兴奋、犹豫
中，开始以自己名字冠名的栏目——《一丹话题》的制作
编播感悟。她坦言，从开办《一丹话题》就没从容过，“从
选题、采访，到编辑，制作，运行得十分紧张。”但过后再看
《一丹话题》，反思当年的遗憾、欠缺、教训，很大程度上成
了日后有用的东西。在该书第三、第七两部分，作者深情
地回顾了与白岩松、崔永元、水均益、何少伟、鄢蔓、张洁、
陈虻、罗京等同行编导的过往。在作者心里，白岩松就是
个“有新闻理想，不传播毋宁死，以传播为乐，以分享为
乐”的人；崔永元则是个“他在哪儿，他都是小崔”的“公益

人”“斗士”；水均益给人的印象是，他“很60后”“很西北”
“很愤青”“很现实”，他一出来作报道，就会让人感觉发生
了“国际大事”（新闻事件）；何少伟、鄢蔓、张洁等同行，在
作者心目中是镜头背后最值得信赖的铁哥们儿好朋友。
回忆起罗京，作者称赞他是“既敬业又专业的人，我尊重
又钦佩。”每当想起他，“耳边，便是他的声音。”在该书第
十至第十四部分，作者特别讲述了主持制作《东方时空》
《感动中国》等栏目期间，前往云贵川等地采访贫困乡村
留守儿童、助教老师和麻风病患者的故事。相信很多朋
友在央视相关栏目看过这些报道，但笔者建议不妨读读
《我遇到你》，跟着作者的笔触走近那些过往的场景，或许
会有更多感悟。因为，很多情节，很多令人感动、感念、感
叹、感伤的故事，电视报道中没有提到。

一个人走上社会、走上职业岗位，就预示走进又一个
新考场，要迎接新挑战。特别是做到有所作为，没有一点
精神肯定不行。作者在央视“耀眼”岗位上工作多年，她
的体会仍然很实际：“去哪儿，很重要，与谁一起去，同样
重要；做什么，很重要，与谁一起做，同样重要。在职业生

涯里，我很幸运地找到了自己喜欢并适合的位置，同样幸
运的是，我遇到了这样的同事和同行。”她对同事曲长缨、
李玉强、余伟利等的评价是：她们在《焦点访谈》坚守多
年，靠的不是消极忍耐，而是不焦虑不烦躁，且干且研究，
以积极的心理做支撑，具有很强的韧性。不言而喻，无论
做什么事，学识、才能、天赋、机遇、态度、相貌等固然重
要，但更重要的莫过于摆正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该如何
去做，如何把遇到视为缘分，视为机遇，视为责任。

珍视遇到的职业、同行，珍视遇到的阳光、风雨。很
多人从事的工作与“敬一丹”们相比，确实没那么“风光”

“抢眼”，但也没那么大“压力”“风险”。正如作者所说，她
遇到不平不顺，也发牢骚，情绪低沉。遇到《感动中国》不
仅幸运，而且“是《感动中国》让我在最寒冷的季节里，进
行一番温暖的浸泡，给我信心。”就个人和栏目之间的关
系而言，“不是《感动中国》需要我，而是我需要《感动中
国》。”由此可见，一个职业工作者对其从事的职业，确应
保持珍视、敬畏和敬重心态。

春秋雨/文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thousand years of Lingshui

千年灵水千年灵水

灵水之“灵”
护村的神庙（四）

袁树森

圣泉庵：位于村东北的山坡上，建于明代，坐北朝南。
山门一间，面阔2.95米，进深1.45米，硬山清水脊。
庙院内有钟鼓楼，形制相同，均为一间，面阔3.4米，进深3.4米，硬山元

宝顶，筒瓦板瓦合瓦。地藏殿三间，面阔9.4米，进深5.8米，硬山清水脊。
寺内原有石碑一通，为“重修圣泉庵碑记”，高1.7米，宽0.68米。据碑

文记载，圣泉庵始建年代不可考，明正德五年（1510），本庵第二代祖本聚
等重修。康熙二十年（1681）圣泉庵第七代住持比丘尼又一次对庙宇进行
了重修。

现庙已倾废，仅存遗迹。
玄帝观：位于北山坡上，坐北朝南，道教建筑。此观选址比较典型，背靠

高山乃是靠山，左右两条山梁围抱，前面开阔，远眺山峰乃照山，符合风水上
所说的“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风水之地的标准。玄帝就是真武
大帝，其原型是龟与蛇两种动物的合体。龟蛇合体之形起源于远古的星宿
崇拜。我国古代把天上的恒星分成二十八个星座，称为“二十八宿”，又把二
十八宿分为东南西北四组，每组七个星座想象成一种动物的形象，根据五方
配五色的说法，即成为了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龟蛇），
北方玄武被想象为龟蛇相缠之形。最初。玄武与青龙、白虎、朱雀同为道教
的护法之神，后来玄武逐渐演变成了道教大神，被认为是奉玉帝之命镇守北
方的统帅，历代皇帝封其为真君、帝君、上帝，使其地位逐渐上升。宋代皇帝
因避其祖赵玄朗的名讳，改玄武为真武，一直沿用至今。

玄帝观始建年代不详，原来的规模比较大，有三进院。
前面有山门一间，设于西南角，面阔3.13米，进深1.19米，硬山大脊

顶，有正脊吻兽、垂兽及蹲兽。筒瓦覆顶。
另外，在前院内的东南角还有鼓楼一座。
第二道山门建在正中位置，面阔一间2.1米，进深1.12米，悬山清水脊

筒瓦顶，砖博风在壁之下刻有双鸟、双鱼图案。
院内有正殿三间，供奉玄武大帝。
正殿为硬山大脊，筒瓦板瓦合瓦，彻上明造，有吻兽，五架梁，小式做

法。前出廊，檐枋有旋子彩画，殿内有墨彩壁画，大殿正中有龛台，供奉玄
武大帝。

东配殿三间，硬山大脊合瓦顶，彻上明造，五架梁。殿内墙壁上有墨
书题记“灵水八景”的名称，“东岭石人、西山耸翠、南庵远眺、北塔凌云、龙
泉涌水、古柏参天、文星高照、松挺榆儿”。

后院还有一组建筑，为玉皇殿，从玄武殿登数十级台阶而上，即到玉
皇殿，这是位置最高的一组建筑，殿内供奉玉皇大帝。现今此庙已不存。

玄帝观是斋堂地区比较大的一座道观，在这一地区有比较大的影响
力，其东配殿的墨书题记清楚翔实地记录下了“灵水八景”之说，对于了解
灵水古村的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价值，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玄帝观的
始建年代晚于村内的其他庙宇，应是建于明代之后。

白衣观音庵：在南山坡上，地名叫南堂鳌头，庙已不存（现已重建），原
址上有一株径粗20厘米，约7米高的柏树。据说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三像，
在“十方世界”中，以不同的身份出现，“白衣观音”就是其三十三像之一。

关帝庙：在村西的高台上，今已不存。
五道庙：在村北，现今已无遗迹可寻。五道庙供奉五道将军，传说进

入阴间的道路共有五条，分别由五位将军把守。五道庙是阴间的收录站，
村里有人去世，其子女要先到五道庙去报庙，即给死者报到，请阴间收录，
免得死者成为孤魂野鬼，建五道庙是村民讲求孝道的表现。

灵水村还有一座五道庙，不过没有建在灵水村，而是建在了距离灵水
村十余里的青白口村。灵水村的刘增广家在永定河与清水河会合之处的
青白口村开设有“大花厅”和“小花厅”，专门为刘家养花。在青白口村住
有花农，因为按照当地的风俗，人如果死在了外面，当地的五道庙不收留，
因而就自建了一座五道庙，专门为自家服务，虽然五道庙建在了青白口
村，但却是灵水村的产业。

牛王庙：在南海火龙王庙西侧的半山坡上，供奉牛王，祈求牛王保佑
六畜兴旺，是农耕文化的一种表现。牛王庙今已无存。耕牛是农村耕种
作业的主要畜力，故而极受农民的重视。牛王为谁？各地所供奉的牛王
形象有所不同，据说这里供奉的牛王是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牛魔王之子
红孩儿。

三圣庙：位于北山偏东的顶部，今已不存。原庙门处有一株古柏，形
态奇特，被称为“龙爪柏”。“三圣”指的是谁？不得而知。可能是三尊地位
比较低的神圣，故而没有专门的神庙或神殿进行供奉。但是这些神灵又
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故而就实行了一个庙里的多神供奉，当地人
戏称为这是神仙们“合署办公”，细想起来倒也贴切。诸如此类的庙宇，像
什么“七圣庙”、“九圣庙”等，在京西的民间很常见，

山神庙：位于村南山坡上的大松树底下，今已不存。山神主管山上的
野兽和物产，是山区村庄必供之神，因为人们“靠山吃山”，山上的物产是人
们生活的主要来源，而山区的物产以及动物都归山神爷掌管。各地所供奉
的山神却各有不同，有的地方供奉春秋时的名将伍子胥，有的地方供奉唐初
大将程咬金，有的地方供奉一只老虎，据说这里供奉的是老虎和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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