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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当春
天轻裹被、大地倚红妆，又一年的清明，信
步而来、款款而至，记载着清清朗朗回忆、
明明白白的镌刻，和真真切切的思恋。

古往今来，在多数人的笔下，清明的
格调大致是沉重的。因为每到清明，人们
较多感同身受的，是思故思亲的悲愁。毕
竟，日子不曾为他们的哀伤停留同悲，也
不曾为亲人的离去而凄然挽留。时间的
流走，抹不掉人们对亲人的思念，那思念
似一杯浓醇的酒，酌一口，便将那根植于
心底的思念，泛滥成河。然而我对清明，
却是情有独钟。

清明，我是爱的。“满眼游丝兼落絮，

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清明节一到，老
天爷就像那么听话似的，雨水多了起来，
路边柳枝水墨浸染一般，气温也渐渐暖起
来。不管你是栖息彩云之南的山岚怀抱，
还是独处水墨烟雨江南的楼肆城郭，或是
身居寒气未消的北国之地，那几丝雨露，
都会让你感到春的温柔，毫不遮掩，而是
真真实实的春。

清明，我是爱的。那是种捂在手心、
含在口中一样的疼爱。风景怡人处，是诗
人眼瞳看见梦的季节，或许因为它是缱绻
在四月里，嵌入诗人那带着娇羞和调皮的
字句里。“春江水暖鸭先知”，湖面的水暖
了，嬉水的素手也不至于逃避似的触碰，或

许是像极了青春一样的光景，是明亮的情
愫，冲动的有时候会尽然掉泪，萌动地幻想
着一个个美丽的梦。

清明，我是爱的。在“你是人间的四月
天”那样让人痴痴等待的年岁里，牵着春天
的手，在原野肆意洒脱，仰望着天与地，绚
烂在繁花似锦中，然后在笔记里烙下静静
的密密麻麻的文字。雨滴在窗外拍打着，
忽然的雨潜行又敲响，是不打搅的躲闪，也
是不经意间的提醒。“好雨知时节，当春乃
发生”，这就是清明时节的雨啊，滋润着广
袤的大地、浸润着焦躁的心灵，戴着神秘的
面纱朦胧着城市的街道，孕育着生机、孕育
着希望。

清明，我是爱的。清晨雨歇，柳绿花
红，春光明媚，折枝寄相思。这雨虽作冷欺
花、将烟困柳，但烟雨纷纷的雨丛里，人影
浮动的尽是满心欢喜。暖风熏得游人醉，
趁着春光还走得不是很远，过春风十里，童
子六七人、师者四五人，行至山光斑斓处，
席地而坐，吻吻天地间的清朗之气，尽情谈
天、说地、寻春、踏青，洗涤掉焦躁，洗出个
气定神闲。

繁忙于工作和生活的人们，也请别错
过这清明好时节。放慢脚步、放松心情，给
身体和心灵放一个假：或游走于京西古
道；或徜徉于军庄千亩梨园；或徘徊于斋
堂百里桃花，拥抱花香、拥抱自然。开得

正好的花枝在最美的山岚、原野、园圃，不
似初春的淡，不易发现；不似盛夏的浓，来
得太沉。当这刚刚好的一切映入你的视野
你的心房，你会发现，你的心头渐渐明亮、
开阔了，于是更加振作了“一年之计在于
春”“撸起袖子加油干”“我将无我、不负人
民”的精神。

伫立京西，眼里、脑里、心里，满满的都
是大好春光，不禁感从中来：

京西形胜地，清明醉芳华。

碧空映春色，水暖浮新鸭。

东风抚烟柳，绿野探莺暇。

人倚秋千笑，花间叙桑麻。

思念 悲凉 伤感

原本属于萧瑟的秋天

属于九月的金菊和夜晚

却因何将如此哀祭的节令

固定在四月

固定在这生机盎然的春日

我驻足 凝望

不知哪一朵飘落的春花

最悲伤 是梨花吗

纷纷雨丝 按时到来 猛然

一阵乍暖还寒的战栗

裹挟全身

此刻 我仿佛懂得了

一个日子的真正内涵

浸润着祭奠 膜拜 惆怅 抑或

感怀的泪水

穿越清明断魂的平仄诗行

正在交由岁月 慢慢风干

清明时节，大地复苏。龙泉务
村北楼塂的山岗上到处是缤纷开放
的杏花，有粉有白。纯白色的杏花
素面朝天，半含半开；粉红色的花朵
热烈奔放，娇艳欲滴。远远望去，怒
放的鲜花像白色的帷帐，翻滚的云，
一片连着一片，场面甚是壮观。高
处的曦亭掩映在杏花丛中，胜似世
外仙境。

坡上的杏花一开，春忙的脚步
就要到来。俗话说，清明前后，栽瓜
点豆，布谷鸟的叫声催促着人们抓
紧春播。远处永定河边的柳树已经
变绿，春风一吹，如烟的柳树轻轻摇
摆，展现出万般柔情。漫步山坡两
侧，身处如潮似雪的花海里，体验到
的是一种特别的安详和宁静。这里
有很多野生山杏是嫁接龙泉务香白
杏最好的砧木，村民将掉落的杏核

种到苗圃里，两年以后小杏苗就可
以嫁接成香白杏树苗。龙泉务香白
杏是北京地区最好的鲜食杏。采摘
时节单价每斤能达到几十元以上，是
当今村里开展美丽乡村的致富宝贝。

小时候，山上的杏花一开，我们
这些在山上药王庙上学的孩子们，
便不走那条石阶小路，而是结伴从
山边杏林里穿行，一路打闹和玩耍，
儿时的天真和自由全都留在杏花丛
中了。初春的旷野里，虽然青草已
钻出地表，但从严冬中苏醒过来的
大地仍飘散着丝丝寒意，可杏花却
不顾这些，她以其特有的姿色向大
地报春。自古有梅花报春之说，可
我的家乡没有梅花，只有那压满枝
头的杏花，她骄傲地告诉人们：春天
来啦。

坡上的杏花一开，地上的野菜

就多了起来。苦麻儿菜、蒲公英、白
蒿、山蒜等破土而出，并纷纷涌上餐
桌。这些洋溢着春天气息的野菜是
大自然的馈赠，既可当蔬菜食用，也
是上好的中草药。儿时的我们喜欢
挖野菜，每天放学后，大家会不约而
同地来到杏林挖野菜。那时候，挖
野菜是孩子们亲近土地、了解家乡
的最好途径。与田野和谐相处，也
是孩子们的必修课。挖好的野菜在
井水里洗净，就着新鲜的黄豆酱，那
份清爽就会慢慢浸满齿间。野菜里
那份淡淡的苦很像人生，人生中若
没有品尝过苦涩，就难以体会甘甜
的幸福滋味。

杏花从乍暖还寒的初春来到莺
飞草绿的仲春，标志着春意盎然的
莅临。她与桃花衔接，又以余芳与
桃花争春。在文人的笔下，她不与

桃花比颜色、不同梅花竞傲雪，她是
料峭春风中靓妆的女儿，俏丽不失
天真，清新不失典雅。这几天，变幻
无常的春风卷着黄尘掠过村庄，空
气中浸漫着浓浓的杏花香。我循着
花香望向山坡，发现坡上娇艳的花
正在随风无助的摇摆。我不禁担
心，这些刚刚盛开的杏花怎禁得起
山风的摧残和撕扯。但我的担心是
多余的，既然能开满山坡，长满山
崖，这些杏花就有足够的勇气来对
抗生命中的起起落落。

花如人生，人生如花。我们的
人生都在经历着生老病死的过程。
只要我们能勇敢淡定的面对困难、
面对人生，终究会迎来鲜花盛开的
一天。这一天可以独领风骚，可以
扬眉吐气，而花败的那一天又是等
待结满丰硕果实开始的那一天。

“马增宝让我转达，你还记得他
这个老同学，并把事原原本本写进
书里，最真诚的谢意……”闻听同是
老同学张庆军的“传话”，我心涟漪
轻卷，感动而温暖。55年了，历史
长河一朵微浪，可以无声无痕，但于
人生而言，可就是旅途中不可重来
和复制的华光了，其过来人对此皆
感同身受吧。尤其初中——人生中
重要的青春驿站，有多处景观入心
很深且一直芬芳在日子里。

初二时我和马增宝同桌。印象
中，他话语不多，语速也不快，既不
喜抛头露脸，又绝非蔫淘蔫坏，属于
憨厚、质朴、踏实、安静一类男孩
儿。之所以如此评价，下面的事儿
足以为其提供人品支撑。由于正值
困难时期，正长身体的我们自然营
养不良，加之自己从不知爱惜眼睛，
早早就近视了，坐前两排看不清黑
板上的字。不知该对家长说，甚至
不知可以配眼镜，就这么苦忍着。
常常是老师一写字，就用钢笔帽上
的小孔朝黑板上“照”。同桌的马增
宝看此情形，便一边自己抄，一边小
声给我念，每门课都如此，每堂课也
都如此。细心又耐心，从没烦过。
就这样，在同桌了近一年的时间里，

他为我念了多少次多少字已无从统
计，但明明白白的是：他成了我的

“眼睛”和好帮手，说有恩于我似也
不为过。此或可谓小事，但与“一个
人做点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
好事”的性质是一样的。从中，我窥
得了马增宝同学善良、热心、以诚待
人的好心性。纵之后我命运之船颠
簸起落，此往事始终铭记在心，那是
纯真年代留与我的珍贵纪念。

退休后，我也未能免俗地弹起
了怀旧与思乡二重奏。其间，有感
于前两年摔伤后多方亲朋相搀，方
熬过人生“又一冬”之事，便萌生了
出本书——感谢与祝福所有路过自
己生命并帮扶一把之人的想法。筛
来选去，写有这件事的《华岁拾珠》
位列其中。此文真实记录了十五六
岁时的我们，虽生活困苦却人人上
进无杂念、个个朴实不染尘的件件
过往。去年同学聚会，当我把载有
自己心灵温度的此书送与马增宝
时，他意外而惊喜。因来不及长谈，
才便有了文章开头“传话”一幕。可
接下来，真情有了续集。某日，我拨
通了他家的电话，是其爱人接的。
声音透着开朗、爽快，未见其人，先
有亲切感涌上。路远心近，一飘着

雨丝的夏日，我揣上一肚子话和少
许山区特产，辗转3个多小时，去赶
赴与老同学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约会
了。只下车时，见早已等候在车站
的马增宝手里还拎件外衣，“看有雨
星，我爱人非让我拿上，说你这大年
纪从大西头跑到大东头不易，别凉
着……”登时，我暖阳扑怀。都说

“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二人知
冷知热、友善、亲和的秉性竟如此相
像！进得门来，我像归巢的倦鸟全
身心放松。虽第一次与之爱人晤
面，但其大气、端庄的外表，谦逊、优
雅的谈吐及快言快语的性格，让我
很高看，也超喜欢。深聊，同是山东
人，都热爱并从事过宣教工作，都难
舍三尺讲台，相同的阅历更浓重了
交谈的氛围。如是，我仨从上学说
到工作，从事业说到家庭，从儿时说
到古稀，从世态说到民风，听者痛
快，说者过瘾。那一刻，我们真实而
透明，开心而享受。我旧事重提再
致谢时，老马把话拦下：“这多年这
点事，你总记着还写进书里，可见你
也是个实诚人。其实，我觉得那时
同学都挺好的，换谁也……”“就是
就是，老同学嘛，肯定不会干看着
……”“谁帮过我，哪怕涓滴微露，我

都不会忘。都言‘滴水折射太阳的
光辉’，事虽芝麻，但映衬的是人性，
是我对你马增宝品性的认可!再说
了，此亦正能量不是？正能量可是
当下频频出镜的热词！”“那倒是，人
人都正能量，社会就是温暖的海
……”

相见时难别亦难——50多年
没见，难；好容易见了将别过，亦
难！忘不了其爱人忍着伤臂伤腿之
痛，非要陪我去饭馆；忘不了车将发
动，老马俯身说“回去抓紧看眼病，
挂不上号咱们一起想办法”；尤忘不
了虑及我路远倒车之苦，二人坚持
网约车，仅一个小时就把我送到了
家。可价钱不菲，不落忍的话刚出
唇，他俩道：“此与双方的深度信任、
好评及交情相关，独与钱币无关！”
我顿时无语，其实，不回答已什么都
回答。

韶华易逝催人老，青丝弹指已
白发。留不住时光，但留得住记忆，
留得住情谊。谨以此文写下对青葱
岁月深情的怀念与挚爱，写下对彼
时代真善美品质的颂扬与翘盼，写
下人生路有人善心实的马增宝、李
秀琦夫妇等众好人相伴，我心从此
不孤单！

纯真质朴不老情
吕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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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滩”作为地名，在很多人心里都和荒
凉分不开。早年，门头沟河滩就是这样一番
景象，除了永定河河水冲刷出来的沙坑石、河
溜石、滩涂杂草，就是生产队的农田菜地，很
是凄冷荒凉。门头沟“河滩”这个地名源于何
时不得而知，但年长的门头沟人都记得，
2000年之前，“河滩”指的是河滩桥附近那片
地方，公交车河滩站那时在桥北新华书店跟
前。早些年，贯穿区镇南北大街那条唯一的
公路，非常狭窄，路面坑洼不平，汽车行驶在
路上跟走搓板路似的，晴天时尘土飞扬，到了
雨雪天泥泞不堪。公路两边是高高矮矮、粗
细不等的杨树，进入秋冬季节后，路上全是杨
树叶子。

那时的河滩水泥桥只能并行两辆汽车，
桥南头河沟边有个早点摊，卖油条、豆浆之类
的小吃。虽说当时区政府已经迁到新桥大
街，可路上跑的车大多是小驴车、大马车和拖
拉机，唯一的36路公交车和通往山区的长途
车，好长时间一趟。公路上的路灯杆儿有圆
木杆子的，还有水泥杆子的，几百米一个，路
灯是普通灯泡。不知道是不是路上骡马车多
的原因，总之，早年老百姓都把公路称为马
路，庄稼人也时常到马路上捡拾马粪，撒到地
里当粪肥。听老人讲，解放前矿上因事故和
疾病死亡的矿工，经常被黑心矿主夜里扔到
河滩上，被野狗撕食，场面很惨。据文史资料
记载，这是实情。在笔者记忆里，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时，从三家店永定河水闸往南到侯庄

子河道以西这片地方，土质好点的地方是农田，其它地方除了杂
树杂草、河溜石，就是大大小小的沙石坑。每年夏天永定河沟渠
里有水的时候，有些孩子就跑到河里洗澡、捞虾。

笔者上小学那年，地区举办的国庆纪念活动场地在河滩西南
角一片庄稼地里，场地倒是很大，能容下几千人，但非常潮湿。那
次活动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看电影，一是观礼花。夜幕降临
后，银幕上开始放映黑白电影，礼花燃放点随后燃放了绚烂缤纷
的礼花。七八十年代以后，河滩附近陆续建起旅馆、百货商场、
贸易大楼和影剧院、图书馆、体育馆、招待所和四五层的简易居
民住宅楼。当时建设的那些楼房都在三五层上下，外观式样和
内外部结构装饰，和普通建筑没什么两样，但在当时已是地区较
高的建筑了。由于受当时条件限制，大部分楼房没暖气，取暖都
是烧煤炉子。

“春来水暖湖光影，碧水长天共一色；永定河畔春行早，楼阁
高耸天地间。”（柴华林《永定楼记》）时光荏苒。改革开放之后，特
别是2000年以来，昔日凄凉荒芜、杂草丛生的河滩，不仅规划建
设起一座又一座鳞次栉比的市政、商业、居民住宅楼、公园广场，
而且交通道路也变得愈加舒展宽阔了。早年那条贯穿区镇中心
的马路，如今建设成为宽展的城子到新桥区中心大街，河滩和双
峪两个地方成为贯通门城南北东西多条公路枢纽。数十条公交
车线路构成的交通网，顺畅有序地穿行在一条条大街上。焕然一
新的金色隔离护栏，洁净明亮的华灯，璀璨的同心结灯饰，把街区
公路装点的灿若银河。人们行走在门城大街上，如同置身在繁华
的闹市街区。

水面宽阔、岸绿水清的门城湖，倒映着蜿蜒逶迤的西山胜景；
矗立门城湖畔的永定楼、母亲雕像、历史文化长廊，向人们讲述着
京西永定河历史沧桑变迁。早年那一片片杂草丛生的沙石坑、深
沟小渠，已经找不到一丝痕迹。取而代之的是新改建的医院、邮
政局、博物馆、影剧院、体育馆、新华书店等公共文化设施，是一幢
幢规模更大的超市商场。特别是成千上万户百姓人家，最近几年
从低矮破旧的棚户房，陆续搬进了舒适宜居的绿岛家园、阁外山
水、滨河西区、惠民家园、新桥花园、西山御园等楼房小区。供市
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公园广场，一个挨着一个，而且四季常绿、三季
有花、蝶舞芳菲，很多市民群众到那里健身娱乐。

今天的河滩，正在绘就一幅碧水环绕、青山依依的优美画卷，
正在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绿色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