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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诗心触摸时光的鳞片

——《古韵诗情门头沟》组诗创作随笔

高丽敏

用诗意呈现我对历史解悟的画像，是
我在组诗做的尝试。门头沟属于西山永
定河文化带，其独特深厚的人文历史是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矿藏。我想用诗
歌来追溯回望。选取这个题材是使命，使
命也给了我幸运。就像古道、古幡会、金
国公主，冥冥之中引我在历史之河回
游。

相逢就是梨花开着走来

军庄镇是门头沟永定河畔以西的一
方水土。门头沟有神京右臂之誉，而军庄
自古就是军事要冲，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
族生活区域交汇处。这里有着丰富的文
化遗产和特殊的习俗，而闻名遐迩的京白
梨因种植年代久远，皇家贡梨的身份，使
得军庄又多一份高贵。

关于军庄镇的人文历史在《北京门头
沟村落文化志》《军庄古镇》《门头沟百科
全书》等书籍有记载。门头沟在文物留存
数量和保护方面应该排在北京市前列。
但军庄镇的文物在门头沟不是留存和保
护最好的镇，比如体现文化遗存的寺庙、
民居等完好的就不是很多。看了军庄镇
很多的资料，一块残碑引发我的好奇。碑
记一位金国公主沉睡八百年的地方就在
这里。金国公主能够下葬军庄，军庄历史

地位可见一斑。资料只记录发现时间地
点和碑文内容，其他什么也没有。我又上
网找到了图片。这距离塑造一个金国公
主形象还差很远。怎样让她和军庄有联
系呢？况且，金国公主不只她一个，《金
史》记载的公主也未必就是碑上所说的公
主。但史记的与军庄出土的都是真实存
在，两者是不是因果连带关系，能不能互
为印证不是我的任务。用诗歌文学样式
呈现军庄的一段往事，一个金国公主的故
事，让读者怀想历史，从而引发对军庄镇
古往今来的关注。我的目的如此就好。

史书志书资料加上网络上查到只言
片语，我开始对公主性情命运进行想象。
公主短暂一生无不被悲情笼罩。婚后，由
于敌军围困，与丈夫不得不投降西夏，投
降后日夜思念自己的国家，又是悲伤裹挟
每一日。从公元1213年投降到1215年
归国，本来以为苦尽甘来，国都又沦陷，她
最终香消玉殒。她贵为长公主，品貌如果
以花作喻，应该是国色天香富贵象征的牡
丹，但是公主忧思故国红颜薄命，我想到
了军庄的京白梨之梨花。虽然不及牡丹
高贵，但梨花冰清玉洁，梨花别样之美深
入人心。

一首诗生长大致会有两种情态：其
一，灵感突发，缪斯相助。灵感突然降临，
瞬间长成。这种创作非常舒服，酣畅淋

漓，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很可能不
用调整修改，浑然天成。这种状态可遇而
不可求。其二，慢慢萌发长成。一首诗亦
可以是一个意象的种子慢慢萌发，一点一
点生长，然后由诗人不断展开想象，左右
上下突围、拉伸、调整而成。在这个过程
中，诗人与诗歌的相遇有些扑朔迷离，甚
至会背道而驰。诗人与诗歌彼此寻找，在
煎熬中诗歌的面貌若隐若现，最终相见。
这个寻找发现之旅，诗人表现出前所未有
的挑剔：一个词，一个句子，被使用，被弃
用。反反复复，要将挡在前面的迷雾驱
散。前行最终是柳暗花明。因为太艰辛，
所以当诗歌最终定稿的时候，诗人的兴奋
程度一定强于第一种状态。

写军庄的《相逢就是梨花开着走来》
这首诗初稿完成后，不断修改了3天。像
是一幅画，她最终呈现在我眼前了。这首
抒情长诗就是第二种状态下完成的，我感
觉隔着手机屏金国公主隔世的面庞在诗
句中慢慢显影，宛若梨花。作家迟子建在
创作谈中说一部作品完成后的感受。她
说一篇小说创作开始后是特别期盼结束，
可一旦完成了作品，心里是不舍的。因为
作品建立起来的那些故事人物，也随着作
品进入了结束，这个结束是小说家与它们
的诀别。正如我也要与梨花公主诀别。
我像是回到金代，我就是那位公主，我的

心为她跳动成诗。
公主的身影渐行渐远，消失在永定河

畔芳草萋萋处。她深夜的哀歌，不顾一切
奔赴故国的车马，她一身素衣凄婉的样
子，都将随着诗定稿离我而去。而梨花、
军庄的梨花，又让我怀着期冀。期冀来年
的春天，她随着梨花再来。

马铃儿响叮当的京西古道

2016年底，我陪同朋友走妙峰山镇水
峪嘴段的古道。这段古道在门头沟只是
星罗棋布京西古道中的一条“蛛丝”。水
峪嘴村推出了区内第一家古道文化博物
馆，又在古道沿线做了玻璃栈道，很好保
留了牛角岭关城古道蹄窝。

同行的人平时很少登山，走步步高的
山路，挑战必是身体和精神双重。初冬气
温下降，大家在古道上举步维艰，大张着
嘴吸气吐气。我们那日是观光的心情，轻
装上阵，水足饭饱，却感到了攀登中对生
命极限的挑战。我走的还算快，走到了前
面，地势决定前面就是高处。我回头看到
身后的人群零零散散在山路上，缓慢上
移，有的索性坐在石头上喘气。那些铺就
道路的石头，历经岁月被无数脚磨得平
滑，在阳光下发出鱼鳞一样的光泽。绵伸
的山路则像是凝固的水流随山势而上。

我一下子进入这个情境。被脚下的路、先
人留下的路感动。我感觉今天的行走也
是多年前他们的行走，他们当年的行走也
有我。于是我脑海里飞快闪出这样的诗
句：

京西古道上走着的人/像是离开水的
鱼/一群人向山顶行动/仿佛世间的艰辛
莫过如此/今天和多年以前的一天/在蹄
窝中叠印/有多少区别就有多少相似。

这些句子是写《马铃儿响叮当的京西
古道》这首诗的开篇，奠定了我整首诗歌
的基调和重点。诗歌写古道作为工具、作
为人行走的工具和生命曾经的承载见证，
它的过往与人的关联传承。岁月打磨它
的时候，也是对人的打磨和成就。

我在开篇大胆用了别人没有用过的
比喻“京西古道上走着的人 像是离开水
的鱼。”如果按照一般的认识，就会想到绝
望，甚至死亡。当读完这首诗就会明白，
我是比喻人身人心境域的艰辛卓绝，这种
艰辛可以是古道上人的跋涉，也可以是其
他环境中深陷的困险。有时候的跋涉又
在内心，那种煎熬隐忍可能是无法言说
的。我借用“古道”和“鱼”两个意象，将人
在世间的行走遭遇的可知的，不可知的围
困形象具体。诗意表达上做到独特，并走
向深邃。

（未完待续）

妙峰山香道交通
袁树森

（接上期）

二、约定俗成的规矩
据《燕京岁时记》记载：“妙峰山碧霞

元君庙在京城西北八十余里，山路四十余
里，共一百三十余里。地属昌平（应是宛
平，也就是现在的门头沟区）。每届四月，
自初一日开庙半月，香火极盛。”“庙在万
山中，孤峰矗立，盘旋而上，誓如绕螺，前
可践后者之顶，后可见前者之足。自始迄终，
继昼以夜，人无停趾，香无断烟。奇观哉！”

当年去往妙峰山进香的古香道有多
条，最主要的有六条：1.老北道从昌平区
的聂各庄开始，途经车耳营、龙泉寺、上方
寺、瑞云寺、双泉行宫、磨镰石河、双龙岭、
花儿洞、大风口、磕头岭、贵子港到涧沟
村，过去天津人上妙峰山大多走老北道。
2.中北道从海淀区的北安河村上妙峰山，
这是香客最多，气氛最热闹，也是历史最
悠久的一条香道。据说当年慈禧太后上
妙峰山进香时，就是走的这条道。从北安
河上山，途经响福庵、朝阳院、金仙庵、玉
仙台、三瞪眼、庙儿洼到涧沟村，全程40

里。3.中道是从大觉寺的徐各庄上山，这
是6条香道中最近的一条。从大觉寺，途
经徐各庄、观音庵、关帝庙、栗子台、赛尔
峪、上平台、冷风口、萝卜地、五道岭到涧
沟村。4.中南道是从门头沟的灰峪村开
始，途经仙人洞、大石子、六郎塔、马刨泉
到涧沟村。5.南道从门头沟的三家店开
始，途经琉璃渠、龙泉雾、陈家庄、西北涧、
十八盘、大水泉、桃园、南庄、樱桃沟、抢风
岭到涧沟村。6. 西道又称后山道、岭西
道，从门头沟下苇甸开始，途经水花峪、上
苇甸、清风庵、十八盘、跨拉鞍、大云寺到
妙峰山的灵官殿。

以上六条香道都是山路，道路狭窄，
崎岖蜿蜒，宽处不过一丈，窄处只有三四
尺，每一条香道上几乎都有一段险路，例
如南道上的“仰岭十八盘”、中北道上的

“三瞪眼”、老北道上的“大风口”、中道上
的“三百六十胳膊肘”等。在如此崎岖陡
峭的山道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香客上
上下下，几百年来虽然没有“交通警察”维
持秩序，也没有“红绿灯”装置，更没有保
安执勤，但是却从未发生过任何交通事

故，甚至没有发生过“交通堵塞”的事情，这
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是因为在妙峰山
香道上有一套香会和香客们约定俗成的

“交通规则”。凡是朝顶进香之人都自觉遵
守，否则就会被人笑话为“不懂规矩”。

首先，“回香”让“保香”。“回香”指在
娘娘庙进完了香、下山的香客，“保香”指
上山朝顶进香的香客。也就是说，下山的
香客要给上山的香客让路。香会在路上
相遇更有一套严格的规矩，两堂香会在路
上相遇时，在双方相距50步的地方，双方
就要停下来，文场停止演奏，武场停止演练，
钱粮挑子下肩，前引左手执钹旗，右手拿名
帖，抢行前往对方面前去打知（行礼），向对
方介绍自己的身份，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
此时对方的前引也要立刻迎出来，双方以在
中间相遇为宜。若一方已经到了另一方的
钱粮挑子前面，而对方的前引还没有迎出
来，即为失礼了。双方的前引相遇后，手执
会旗，相互致三鞠躬礼，然后交换会帖，互相
说几句客气话，然后下山的香会队伍靠在路
边，上山的香会静静地走过去之后，双方开
旗颠屏，振铃走会，各奔前程。

同时，从同一地点出发的香会队伍有
规定的前后次序，例如“井字里”的“幡鼓
齐动十三档”行进时的先后次序是：“开
路、五虎棍、高跷、中幡、狮子、双石、石锁、
杠子、花坛、吵子、杠箱、天平、大鼓”。依
次而行，井井有条。凡是在同一条香道
上，各档香会均按次序行进，不管前面的
队伍走得多慢，后面的队伍也不许超越，
只能在后面跟行。香会有圣会、老会、皇
会之分。资格不同，权力也就不同。在香
道上，“圣会”（立会不足百年的）要让“老
会”（立会超过百年的），圣会和老会都要
让“皇会”（受过皇封的）先行。

香客在同一香道上同一个方向行进
时，后面的人也不准超越前面的人。如果
遇上“行大愿的”，即以自虐身体的方式上
山进香还愿的香客，例如一步一叩头的、
插耳箭的、双臂吊挂香炉的、身背马鞍的、
戴手铐脚链扮成罪人前去朝顶进香的人，
所有的人都要给他们让路，静静地靠向路
边，请“行大愿的”人先过去，为的是让他
们少受点儿罪。如果后面来了抬山轿（爬
山虎）的、替人背行李的，香客也要让路，

因为轿夫们负重而行，很辛苦。轿夫要向
前面的香客打招呼，请他们让路，请求的
方式也是“香道式”的——喊声“您虔诚！”

“您多虔诚！”或“虔诚了您呐！”
这些规矩是在妙峰山庙会几百年的

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有一定的科学性，是
所有香会和香客奉若“法律”的规矩，是人
人都自觉遵守的。北京老一辈的民俗学
者金受申先生说：“妙峰山朝顶进香时，所
有香会和朝山人都一心向神，不生他想，
路上绝无争吵之事。茶棚舍茶、舍馒首，
为人缝绽鞋，及行人过路，都是态度极和
蔼的，道一声虔诚，有什么蹬鞋踩袜子的
事全可以过去。”正因为上妙峰山朝顶进
香的人们都有一种一心向神的理念，所以
对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都能自觉地去
遵守，即使是稍有差池，也没有人去计较，
一般的矛盾都可以得到和平解决，因而香
道上才能畅通无阻。

正因为妙峰山香道上有完备的服务
设施和约定俗成的“交通规则”，才保障了
香道上的交通秩序和安全。

（完）

马水关城揽胜探古
徐贺成

考察车从龙门关峡的摩崖刻石处，北行15里，至
蔡树庵岭后开始驰入涿鹿县的河东镇。其地势山貌
异殊于龙门山峡，变得宽展舒平。再南行数里矮山低
丘路，就到了涿鹿县南端蟒石口乡的马水口关城，其
在明清时属真保镇紫荆关参将府的军事防务区。

同行的斋堂桑峪杨德林老师引领司机，将考察车
首先开到马水口南关外一处极适宜登高望远的坡岭
上。这里实际是宣化路的河东镇与蟒石口镇交界
处。停车后，我们快步登坡上岭，纵目观览这里颇有
名气的马水口长城壮景。杨老师前些日子考察过，老
马识途有经验。午时的山风清爽强劲，我们立身草青
灌绿的山坡上，放眼蓝天白云下的远山近岭。但见其
上敌楼、墩堡、雉墙、堑壕和烽火台等横连成线，纵列
成网，很是威武，气势磅礴，颇有京都八达岭万里长城
的雄峻风貌。

马水口关塞的烽燧守望，雉楼对接、战道密布的
景观，与我们适才察看大龙门城堡的雄关峙立、峡谷
设险的图景，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之所以如此，是
它们彼此的地势形胜差异使然。大龙门城堡借岗峰
崖壁、急峡深谷的地势天险，筑关垒塞即可抗敌阻
寇。而马水口关城则因地处缓山漫岭间无险可恃，惟
有密筑墩台戍楼，多构堑壕垣墙，方可御敌守疆。鉴
此攻防形势，难怪明朝巡抚兼都御史艾希淳在呈给嘉
靖皇帝的《议处要害疏略》中提议：加强马水口兵力配
置，适应其关塞防守战线过长特点，将马水口守将级

别由守备官，提升为参将。而把这里的守备
官移至沿河口（今门头沟区），将把总官移至
金水口镇守。但都“具听马水口参将节制”。
明清时，马水关城辖管着大龙门、金水口、马
水口三个营盘。另外，马水口防御特点甚严
密，这也可以从它的关城构建规制上看出
来。我们从南关岭下来后开始考察马水关
城，就见到它虽四面环山，平地不大，但仍设
有四城门两关口。关城周边从最西端的狼儿
沟到东头的道沟不过十几里，便有敌楼20座，
相隔四五十丈远便能看到。走在马水城里，
几乎在哪个街头巷口，只要举头环看，都可以
瞧见不同方向伸延过来的敌楼、墩台及垣
墙。马水口真是一座百匝千遭戍楼绕的铁桶
军城。

我在与区政协专委会三室石建山、刘德才两位领
导，考察了马水口最西端制高点南关城后，又寻见了
城内西关旁的“马刨泉”井。该古井存世久远，泉深丈
余，至今水源充足，清冽洁净。马水口名的来历，当与
这口井长年有可口甜水汩汩而出不无关系吧。马刨
泉井堪称是马水口一关军民人等与兵马之旅的生命
之水。在井边的村落学校门口，见到了刚才热情指引
我们寻西关找古井的小刘老师。她说自己是清代守
关韦将军的后裔人之妻。还说此地民风淳厚，生态环
境好，军塞名胜遗迹多。如外来人能帮助开发，不失

为马水口现住民致富的一个途径。后来我查阅“马水
关志”，还真查到刘老师其夫家祖上韦友德将军传
略。韦友德系广西柳州壮族人，行武出身，晚清时在
此任四品官“都司”，其担纲守关时勋绩口牌皆好。

我们从南关城探访归来，就去马水口东关，与在
那里做访谈摄照的赵永高、师长璞、袁树森、赵明利等
同仁聚集。东关城里原是马水城参将府和千总衙门
等驻屯地，现仍有衙署庙宇武库等旧址遗存。关城外
山根处，有通往岭上堡台的石阶栈道。东关里角处正
复建着一座规制不大的关帝庙。旁边有一个标有“赵
家蓬区红色教育基地—房涞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的
蓝白框标志牌靠立。睹此，知道眼前这座已近峻工的

筒瓦灰墙朱牖的关帝庙，原来是一处值得敬仰的革命
红色遗址。查《房山区革命史》：1938年3月，晋察冀
军区独立师邓华政委率三团挺进平西的时候，利用这
里险要军事地理区位，首先在涞水县马水村建立了房
（山）涞（水）涿（县）联合县政府，为开辟平西抗日根据
地打了一个很好的开头和良好基础。

看来，我们考察走访的龙门关和马水口等关塞边
城，在古今的征战攻伐以及革命烽火中，都担当过拒
敌抗寇、卫国保家的使命责任。在当今国家建设和经
济发展中，开发和进行军旅关塞文化游活动，也不失
为一个新的旅游观光领域和创新项目。

（完）

龙门马水关塞行龙门马水关塞行龙门马水关塞行（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