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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本好书
区文化委员会、区图书馆协办

鸽子崖的故事
李德禄

灵 水 记
赵永高

火村东南沟谷的山弯处，是人们攀缘
东山的必经之路。以前，这里四季溪水潺
流，成为人水共行的谷道。山之西侧，是
座土质肥沃、林木繁茂的平台，山与平台
之间形同一道山门，人们便把这里叫做

“流门”。此处山峰陡峭，常有山鸽飞鸟在
崖壁上安营扎寨。

相传很久以前，一个道貌岸然的风水
先生路经崖下，忽见一群灰色的山鸽呼啦
啦地飞起，眨眼间不见了。他驻足而观，
只见十几丈高的山崖如刀削斧劈，十余丈
方圆的崖壁光滑如镜。悬崖中心处，似有
隐约可见的洞圈。他从腰间取出罗盘，反
复测量观瞧，又攀上山腰一侧，用铁拐在
石壁上轻轻敲打，不时将耳朵贴附崖壁静
听，许久之后，脸上露出诡秘的笑容。

过了几天，风水先生带着两个石匠，
又悄悄来到崖下，让石匠用粗绳的一端系
在他的腰上，将另一头缠在山树的根部，
缓缓垂落石壁中间，用石灰水小心翼翼
地，沿着隐露的洞圈画了个大圆圈。下得
山来，风水先生对石匠说：“看到画得圆圈
了吧？你俩能否把这个洞凿出来？”石匠
说：“不就是把那个洞凿开吗？”风水先生
笑笑说：“怕没那么简单，洞的深与宽都要
三尺三寸，一点不能多，一点不能少。如

果你们能行，完工后每人给十两银子，若
达不到我的要求，那么工钱的事则另当别
论了！”年轻的石匠怀疑地说：“每个人给
十两银子？真格的？我们没听错吧？”风
水先生哈哈大笑：“没错！没错！就是每
个人十两！”年长些的石匠说：“先生，我们
兄弟干活儿，向来是先收一半定金，否则
是不会接活儿的！”风水先生板着脸说：

“你们有你们的规矩，我也有我的条件，不
验完活儿是不会付钱的。年轻的石匠说：

“规矩是不能破的，若无定金，您另请高明
吧！”风水先生淡淡一笑：“二位兄弟放心，
我走南闯北，云游四方，岂能失信于人？”

年长的石匠暗自琢磨：这位先生一岀
手就是十两，比我们苦支巴拽地干一年活
儿挣得还多，这可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
事，绝不能让到手的买卖飞了！不过，便
宜没好事，他为何出如此高价凿这个石洞
呢？难道崖壁里隐藏着秘密？想到此，他
并未立即应承，想再继续看看他葫芦里究
竟卖的是啥药。年轻的石匠见兄长不言
语，便走到他跟前，俩人小声嘀咕起来。
风水先生见二人迟疑不决，心想：他们是
信不过我呀，还是嫌酬金少呀？于是板起
面孔说：“区区一点定金算什么？这样吧，
我再给你们每人加十两，总计每人二十两

银子，这下总成了吧？”两个石匠仍不说
话，风水先生使劲哼了一声说：“二位，我
看你俩面现难色，莫非你们没这开山凿洞
的本事？若然如此，我只有另请他人了！”
两个石匠轻蔑地笑了：“这种活茬儿对别
人可能有些难，对我们兄弟来说，还不是
手拿把攥的事？先生放心，只要你说话算
数，我们定尽全力，五天之内，一准交工！”
风水先生闻言大笑：“好！君子一言，快马
一鞭，我祝二位好运！”

两个石匠身背工具袋，绳系腰间，垂
悬崖壁，按着画定的位置，开始凿挖。他
们从早到晚，精心细致，不时用尺子丈量，
丝毫不敢大意。他们饥了渴了，就坐在崖
头喝水吃些干粮；疲乏了就躺在树下稍事
歇息。到了第四天傍晚，耳听洞壁发出空
响，用尺子一量，即将到三尺三寸。年事
稍长的石匠说：“兄弟，你去稟报先生，我
把这里再修饰一下就可以交工了。”不大
工夫，风水先生来到崖前，反复察看后，满
意地笑了，掏出四两银子，说：“二位辛苦
了，这是你们的工銭，每人各二两，请收好
喽！”年轻的石匠很是生气，说：“先生，当
初说好的每人二十两，怎么只给二两呀？
您是诚信之人，该不会过河拆桥吧？”风水
先生狡黠地笑了：“是呀，当初我说的就是

每人二市两，而不是二十两，是二位听错
了吧？”“先生，我们惟恐你说话不算数，这
才反复追问。而且，你从十两提高到二十
两，红口白牙，字字清楚，我们怎么可能听
错呢？”“二位，当初你们曾怀疑自个儿的
耳朵不好使，看来还真的有些毛病。没
错，起初说给你们每人一市两，怕委屈了
你们，才从一市两加到二市两。二位兄
弟，你俩也不好生想想，干一年活儿能挣
几吊钱？短短几天的活茬就想要二十两
银子，这不是白日做梦吗？”“先生，每人二
十两，是你亲口许诺，并不是我们开口索
要的。假如价钱没有定准，假如你当初说
得是二两，这么危险，这么劳累的活儿，我
们怎么可能去做呢？是的，我们是想挣
钱，但我们挣得是血汗钱，要得是我们该
得的那一份，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风水先生阴沉了脸：“我说二两就是
二两，这已经算是多给你们了，如果再纠
缠不休，我连半两都不出啦！”“那岂不是
白给你干活儿啦？”风水先生矫情地说：

“奉劝二位，还是拿上银子走人，如果觉得
委屈，你们可以把凿开的洞再填回去呀？”
年长的石匠见风水先生耍无赖，知道多说
无益，朝同伴使使眼色，说：“算啦，算啦！
这黑天夜地的，争也争不眀白，反正活儿

也干了，二两就二两吧，给了总比不给
强！”离开了山崖，年轻的石匠不甘心地
说：“哥，咱们为正人君子做事，白干了活
儿都心甘情愿，对他这种赖皮小人，岂能
白白便宜了他？”“兄弟，你说对了，这个风
水先生就是个泼皮无赖，对这种无耻小
人，有何道理而言？咱如此这般，这般
……

风水先生看着二人远去的背影，得意
地笑了：“哼！不知天高地厚的穷鬼，想从
阎王爷嘴里抠食吃，也不看看爷爷是干啥
的？”笫二天天不亮，两个石匠攀上山崖，
在凿好未通的崖洞上，又叮叮当当地杵凿
起来。不一会儿，壁洞被凿穿了，显露出
一个更大的空洞，里边似乎有金色的光
闪。风水先生带着麻绳凿子，也来到山崖
前，看到两个石匠贴在壁洞旁，立刻急得
大喊：“你们要干什么？快，快下来！”忽
然，两只金光闪闪的鸽子破洞而出，扑楞
楞飞向天空，眨眼间没了踪影。两个石匠
愣住了，风水先生一口血井喷而出，人也
瘫倒在地上。

后来，人们管这座陡峭的山崖叫“鸽
子崖”，也有人叫“金鸽崖”。 至今，崖壁
上仍有许多的洞窟，依然有成群的山鸽，
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

（接上期）

前民国教材自编成
旧时的斋堂川，一般山村没有学校，大

点的村坊有学校也是小学。而灵水村和杜
家庄、下清水这些为数不多的大村落不仅
有小学，还有高小。注意，这“高小”就是

“高级小学”，指五、六年级上学的地方。那
个时候，一般村里也没有几个“高小生”，高
小毕业就能参加工作，顶事了。至于要上
中学，那要到良乡去念书，谁念得起呀！那
咱们今天就说说这“灵水高小”之事。

灵水高小，在解放以前，不仅算斋堂川
里的名校，我们的王增富还发现了该校自
编的一本教材，因是中华民国二十三年油
印的《应用文讲义》，所以我们称其为“民国
教材”。

该教材由教师杨雨田编写，谭惠民作
序。序言说：“教育就是生活，学校就是社

会。教育须适合社会之实况，和满足学生
生活之需要。本校有鉴于斯，故课外重视
劳作，课内贵于应用……”

该教材共有四篇十二章，有“尺牍”，即
教人如何写信；有“酬世文谏”“日用酬世大
观”“书记之知能与任务”以及“应用文讲
话”等等，还有各种范文，公函写作、契据写
作。教材中不仅有婚丧嫁娶时的颂词、祭
文，还有挽联、幛语以及婚联等，可以说是
当时农村生活的百科全书。

为了让人们了解那时的时政，现将教
材中收录的《宛平县政府布告·放足、剪发、
戒烟》篇摘录于后：

我国民风淳厚，自昔首推北方。
宛平前属京畿，一切多沿旧章。
美德固宜增进，陋习尤应改良。
值兹党国方新，政令必符主张。
其中女子缠足，苦痛尤属难堪。

完好一个身体，转瞬即被摧残。
如以包脚为美，步行局促蹒跚。
望之即同残疾，有何美好可言。
还是髫龄幼女，犹尚强令裹缠。
用尽五刑十恶，不许啼哭声张。
试问为人父母，胡不悯焉心伤。
儿女有何罪恶，如此束缚制箝。
劝尔居民人等，速将放足提倡。
至于男子蓄辫，本自清代才兴。
因为入关称帝，籍此区别汉人。
此种奴隶制度，实属侮辱人民。
辛亥革命以后，首令剪发风行。
所有南北各省，无不遵照章程。
大家摸户晓喻，瞬可观瞻一新。
近查偏僻村镇，沿见蓄辫如恒。
此种腐败恶习，殊属阻碍文明。
须知剪发紧要，何得懈怠因循
尚再徘徊观望，定予强制执行。

再说吸食鸦片，政府禁令森严。
或处徒刑拘役，或者判定罚钱。
一旦置身牢狱，亲友谁与周旋。
自由全部被夺，方知度日如年。
为何执迷不悟，还把鸦片留连。
世间几多豪富，八九败于洋烟。
高楼见让人住，别说还卖良田。
到头一贫如流，乞丐有谁哀怜。
烟害尚不如此，更与尔等详言。
自己身体骨瘦，驼背并见耸肩。
嗣续难期强壮，寿命无法延绵。

为何结果如此，都因不肯戒烟。
以上三种恶习，务必洗涤除湔。
喻尔居民人等，其各一体勉旃。
文中有三个字，“箝”，音qian，同钳，即

钳制。“湔”，音jian，即洗的意思。“旃”，音
zhan,是助词，勉旃！

一本自编油印的民国教材，让我们看
到了灵水村读书的氛围，也看到了举人文
化的一斑。你说是也不是？

（未完待续）

读过《红楼梦》的朋友，都对红楼诗
词（联句）情有独钟。如，“贾不假，白玉
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
陵一个史。”（护官符）“一个是阆苑仙葩，
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
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
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
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枉凝眉）
等。每首红楼诗词（联句）都语境丰富，
意蕴深邃，耐人寻味。用专家学者的话
讲，红楼诗词凝聚了曹雪芹毕生心血，体
现了曹雪芹在诗词上的高深造诣。

坊间一度流行“开言不谈《红楼梦》，
读尽诗书亦枉然”之说。读懂红楼，一定
要读懂红楼诗词。而从诗词角度解读
《红楼梦》，是较为流行的方式之一。孔
庆东编著的《红楼梦诗词》，以赏析方式
点评的近200首红楼诗词（联句），言简
意赅，凝练通俗。不仅有助于我们读懂

红楼故事与“宝黛钗”等人物，而且有助
于感受红楼诗词的艺术魅力。

红楼诗词，文体格式上，有词曲格
律，有歌辞酒令，有联句灯谜；艺术价值
上，或暗含借喻隐喻谶语，或预示家族人
物命运，或为故事埋下伏笔线索；情节发
展方面，起着承转呼应、首尾衔接作用。
就说《红楼梦》第五回宝玉神游太虚幻境
时看到石牌坊上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
为有处有还无”联语，与第一百一十六回
宝玉病重再次幻游太虚幻境看到的“假
去真来真胜假，无原有是有非无”联额，
既相互照应，也相互对立。

红楼诗词（联句）是深刻解读《红楼
梦》的钥匙。那么，哪些诗词描写了“贾
史王薛”家族、“荣宁”二府兴衰？哪些诗
词描写了“宝黛钗”等人物性格命运？在
《红楼梦诗词》中都可找到答案。如，红
楼核心问题之一的“红楼十二钗”结局，

该书通过对贾宝玉不解其意翻阅的金陵
十二钗正副册（判词），警幻仙姑为宝玉
安排的“红楼梦”十二支曲，逐一作出点
评，即逐一揭示了晴雯、袭人、香菱、薛宝
钗、林黛玉、贾元春、贾探春、史湘云、妙
玉、贾迎春、贾惜春、王熙凤、巧姐、李纨、
秦可卿等人的性格命运，为红楼故事发
展埋下伏笔。再比如王熙凤这个人物，
金陵十二钗判词对应的一幅画面上，是

“一片冰山，上有一只雌凤”，而判词云：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
从二令三人木，苦向金陵事更哀。”不正
暗示王熙凤处境危险吗？再看红楼梦十
二曲“聪明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
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
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
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
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
灯将尽。”完全是在言说王熙凤既精明聪

颖，是贾家“顶梁柱”，又心狠毒辣，贪得
无厌，最后将走向“聪明反被聪明误”结
局。

《红楼梦》为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巅峰
之作，红楼诗词更是“笔臻灵妙，使人莫
测”。品读红楼诗词，读懂“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
味！”（金陵十二钗）“侬今葬花人笑痴，他
年葬侬知是谁”（葬花吟）“憔悴花遮憔悴
人，花飞人倦易黄昏”（桃花行）等，才能
品味出意蕴深邃的红楼故事，及其艺术
之魅力。

春秋雨∕文

红楼诗词的艺术魅力
——孔庆东《红楼梦诗词》读后感

妙峰山香道交通
袁树森

一年一度的妙峰山娘娘庙庙会是北
京地区规模最大的庙会活动。据清代富
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每届四月，自初
一开庙，半月香火极盛。”“人烟辐辏，车马
喧阗，夜间灯火之繁，灿如列宿，以各路之
人计之，共约有数十万……香火之盛，实
可甲于天下。”

通往妙峰山娘娘庙的道路是京西古
道中的一类，称为“妙峰山香道”。到妙峰
山进香的香客北到东三省，南到云贵川。
其中以京津冀地区的香客为主，北京城的
香客约占百分之六十，外地香客占百分之
四十。妙峰山庙会最盛之时是清末民初，
文武香会约700档，香客三四十万。各条
香道上，上山下山的香客日夜不绝。北京
的香客往返一次大约要三天，天津的香客

大约要十天左右，远自南方的香客要提前
一个月就出发了。当然，现在交通方便
了，去妙峰山已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了。

庙会期间，在崎岖、陡峭的山道上，每
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香客上上下下，在香道
上既没有什么“交通警”指挥，也没有“红
绿灯”控制交通，更没有“保安”维持秩序，
但是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交通事故，这
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主要有这样几个原
因：

一、完善的服务设施
1.妙峰山地处北京西山深处，从山下

到娘娘庙要走三四十里的山路。山路坎
坷，崎岖难行。为了方便香客们去朝顶进
香，虔诚的香客们组成了修道的香会，他

们一般在庙会开始前的一个月就上山了，
自备工具，自带干粮。上山去清除浮石，
垫平坑洼，拓宽道路，削平坎坷。修路会
一般由临近香道的村民组成，修整与村子
邻近的路段，既是为了方便香客上山，同
时也便于自己出行。在清代时，修筑香道
的主力是驻扎在海淀的八旗军兵，他们把
修筑香道视为锻炼体魄，是操练军队的
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公益性的劳
动。修道会由八旗的兵丁和余丁（预备
役人员）组成，他们每年上山修路时，用
军队特有的组织形式，把修路人员分成

“把儿”，各负责一段路。我国著名的考
古学家容媛女士回忆她1929年考察妙峰
山时说：“由玉仙台到庙儿洼，我们一路
蓄着欣喜和恐惧之心。欣喜的是无路中

凿出路来让我们走，更瞧见山边贴着‘圆
明园正白旗修道老会修此’。就不能不
感谢那个香会赐给香客们的一条好路
了。”此外著名的修道会还有：公益助善
开路老会、河北关上崇善堂修补老北道
会、普兴万缘净道圣会、天台山感应修道
进香圣会等。

为了方便夜间上山的香客，还有香会
专门负责在香道沿途安装临时路灯，大多
由天津的富商组成，如：老北道天津公善
汽灯会、中北道估衣城献洋灯会、老南道
桃园义善汽灯路灯会等。除了这些安装
路灯的香会之外，还有舍灯笼蜡烛的茶
棚，如陈家庄西北涧提灯乐善茶棚，就为
夜间上山的香客准备了灯笼和蜡烛。按
照规矩，香客上山以后，可以把灯笼挂在

树上，灯笼上写有茶棚的名号，下山的香
客会自动的给带回来，还给茶棚。

过去上妙峰山，在平原地区可以坐
车，走西道的从西直门坐火车到三家店，
要四角钱；走西北道的就只能坐汽车或洋
车了，一般要一元钱。三四十里的山道一
般都是步行，年老体弱的以及有钱的香客
可以乘坐“爬山虎”。香道上唯一的交通
工具就是“爬山虎”（山轿），这是一种类似
于滑竿的凉轿，与滑竿不同的是，滑竿是
两个人抬，而爬山虎要四个人抬。坐在上
面既舒适又可以观赏沿途的风光，当地的
村民们也可以赚几个脚力钱，所以在庙会
期间很多人都去抬爬山虎。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