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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的“味儿”
王志国

“味儿”的意思是说我们感官对外来刺
激的体验。譬如咀嚼甘蔗时舌头的体验是
多汁的甘甜味儿；鼻子对玫瑰的体验是浓
郁的爱的芬芳味儿；慈母双手抚摸婴儿肌
肤时的滑嫩、细润的体验是生命朝气勃发
的体味儿。小时候淘气挨打，后背、屁股的
体验自然是麻辣疼痛的，以此谨记好好学
习，天天向上。

前几天，上小学的外孙女突然问我：
“姥爷，我是什么味儿？”我慢慢凑近可爱的
小精灵的脸蛋儿，闭着眼睛摇着头，鼻子夸
张地用力嗅出声音来悠悠地说：“香香的奶
味儿啊！”“那您说门头沟是什么味儿？”她
追问。我一时还真不能立即答上来。她很
憨厚，允许我思考一分钟，我很感激地点头
认可也十分珍惜这次口答考试时限。

我家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修建
丰沙线铁路时随父亲来到门头沟的，一住
就是几十年。记得那时门头沟最繁华热闹
的地方是东辛房，大峪、河滩一带还是门头
沟的千亩良田呢。我第一次和父母逛“京
西大栅栏”时极其兴奋，尽管那里只有一家
三间教室大的商场，还有一家比它小些的
电影院，重要的是还有一家新华书店。尽
管窄小不起眼却是我最向往的地方。其他
的设施还有小饭馆、小酒馆、小杂货店和沿
街散落的售卖农副产品的小摊贩。它们都
聚集在一个南高北低的Y字形斜坡街道
里。因为去得早，家家烟囱冒着黄白的浓
烟。再往北是一条大沟，是为了泄洪和排
放煤矿井下废水准备的，再过一座桥就是
著名的门头沟煤矿了。街道周边簇拥着低
矮的石头房子，这里绝大多数居民是煤矿
工人的妻儿老小。我曾比较过，石头房的
高度只比父亲身高猛一点点，我猜想进屋
一定是先跳进坑里才能站起来吧。房顶据
说使用矸土和着灰渣抹成的。来来往往忙
碌的人们最多的当然是矿工，他们头上带
着黑色安全帽盔，身上穿着勉强可辨认的
蓝色劳动布工装，因为黑色的煤粉牢牢霸
占在布纤维的经纬空间里。脚踏一双硕大
的黑色胶鞋。但他们的
腰板挺得溜直，三三两
两步履铿锵谈笑风生。
街上还有农民，这可以
从穿着一眼认出来，中
式黑布衫、免裆裤，身背
一架如今很难看到的挎
筐，还有一把镰刀或是
一把铁锨。这些是他们

劳动时的最基本工具，挎筐是歇工时顺便
给猪或是山羊、兔子、鸡之类准备装野菜
的，那是农家重要的现钞和蛋白质的来
源。于是我第一次闻到了门头沟中心的味
道：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煤烟味儿，街道上
灰土的腥膻味儿。

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读高中时，
已经在新桥路修建了较为现代化的大峪中
学，门头沟的政治经济中心也已经转移到
永定河畔。但是煤烟味儿和灰土味儿不仅
未见减少，似乎每年春天总会有几次沙尘
暴的光顾，从内蒙古气势汹汹大有摧城之
势压境而来的漫天黄沙令人窒息。新上身
的的确良白衬衫领口、袖口都很快印满了
污渍和汗臭味儿。

我觉得彻底改变门头沟的“味儿”，还
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实践的
变化。放眼望去，我们门头沟中心地区低
矮的石头房泥瓦房消失了，煤矿停产了，不
再开山凿石烧白灰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栋
栋高层居民住宅楼鳞次栉比、美轮美奂，视
力所及的地方都实现了大规模植树种草的
立体绿化，周边的街道路面更宽阔、美化
了，多年干涸的永定河引来了清水，放养了
鱼虾，两岸花团锦簇、芦苇、菖蒲等水生植
物生长茂盛，永定河水清岸净，成为了门城
区域美貌的大梳妆镜。新中国成立的70
年把门头沟的“味儿”彻底改变了。

外孙女专心听完我的讲述，歪着头、眨
着眼，像是在努力思索她还不完全明白的
地方。我笑了：“美餐要去品味，美景要去
体味。门头沟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有博物馆、更有抗日革命红色遗迹。今后
我们就多去门头沟各处走走吧。”

外孙女频频点头道：“那您说门头沟到
底变成了什么味儿？”“你说呢？”我反问
道。我不知道一幅巨大的山水画卷该是什
么“味儿”……孙女显得很着急。我笑道：

“应该是，清香、隽永的梦幻般的韵味儿。”
“比《西游记》里的瑶池琼林还要美上几百
倍吗？”“那当然啦！”

迎接冬季迎接冬季
杨丽丽

晨曦
赵明利/摄

请看镜头一：十字路口
上，东西向的信号灯亮起了红
色，一位中年男子犹豫了一下
还是快步走上斑马线，南北向
的车一辆接一辆地鱼贯而过；
男子躲躲闪闪地走在斑马线
上，忽听“嚓——”一声急刹车
响，一辆黑色轿车停在男子身
旁，司机从驾驶窗里探出头骂
道：“干什么呢！没看见红灯
吗？”男子回头看了看，赶紧跑
过斑马线。

镜头二：一处没有信号灯
的斑马线上，一位满头白发的
老太太，手里拎着装满蔬菜的
塑料袋，正吃力地走在斑马线
上，一辆白色小轿车急速而来，
老人摇晃着身子紧跨了两步，
轿车擦身而过。老人回过头喊
道：“你着哪门子急啊！看不见
这是人行横道吗？”听到喊声，
驶离斑马线的车子突然刹住
车，从车窗里探出头骂道：“瞎
喊什么，撞死你！”

危险！狂妄！无礼！有些
司机太粗野，太霸道了。仗着
车比人快，简直视人命为儿
戏！无论镜头一，还是镜头二，

也无论有无信号灯，按理驶经
斑马线时，司机都应礼让行人，
这是每一个司机领取驾照前必
学的交规，可为什么油门一踩
就忘乎所以了呢？！无论年长
年幼，都是鲜活的生命啊！怎
么就能不管不顾呢！甚至如此
狂躁、粗野呢！

其实，不管汽车，还是摩
托车、电动车，都是驾车人在
行路。诚然，但是行人也应按
照交通规则走路。可有些现
实是，无论行人，还是司机，常
常无视法规。因此，交通事故
屡屡发生。尤其随着城市家
用轿车的急剧膨胀，交通事故
更是与日俱增，成为影响、干
扰人们日常生活最不安定的
重要因素。

走路，是人应该掌握的最
简单不过的技能了。从站起来
那天起，人就开始学走路了。
在家时，家长会耐心地给孩子
讲怎么过马路；上学后，老师不
仅要跟学生讲上下楼梯要靠右
行走，更要讲“红灯停，绿灯
行”；成人后，也懂得过甬道、桥
梁，进影院、场馆，凡是人流密

集的地方，都要靠右行走；尤其
是，过马路时不仅要靠右走，还
要看信号灯、走斑马线。可现
实中，为什么常常出现揣着明
白装糊涂的现象呢？究其原因
无非两点：侥幸，习惯。

侥幸，就是明知有危险，却
觉得可以抢过去，没有把走路
也有规则放在心上，认为是小
事儿，偶尔犯一次规也出不了
什么大事。一次侥幸，两次侥
幸，又有第三次。忽然刹那之
间，侥幸变成了不幸。此时，悔
之晚矣。习惯，就是习以为常，
总觉得不会有事，习惯成自
然。一次习惯，两次习惯，忽然
有一次，习惯变突然。此时，再
也无力回天。

现如今，人们的生活的确
一天比一天好过了，站起来的
中国人，正朝着富起来、强起来
的目标迈进。想穿啥，拿起来
就买；想用啥，看上了就拿下；
想吃啥，餐桌上就有啥。然而，
日子富有了，浪费却抬升了；身
阔腰圆了，健康却出了问题。
物质上的富足，与精神层面的
文明出现了极大的落差。现如

今，站起来很久的中国人，怎么
越来越不会走路了呢？说到底
是精神层面上存在问题，意识
决定行为，行为造就习惯，习惯
形成素养。

遵守行走规则，是人人都
应履行的社会公德，坚持文明
行走的习惯，就是在积淀公德
素养。公德素养是衡量文明程
度的一个重要标尺。一个人是
否文明，并不在于穿戴得多么
华贵；一个民族是否文明，并不
在于物质多么富有，关键在于
精神素养的文明程度。

由此可见，走路并非小
事。小而言之，事关个人的生
命财产安全；大而言之，事关一
个民族、国家的声誉和尊严。
习惯形成素养，素养反映精神
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
能没有灵魂。开始富起来，更
要强起来的中华民族，正处在
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
的大背景下，切不可因为走路
而抹黑民族尊严，人人都应怀
揣一颗公德心，自觉积小善，方
能成大德，方能为国家、为民族
声望争光、添彩。

首钢园区里的新首钢大桥9
月29号通车了！为了蹭热点，
作为门头沟人，假期我也带着全
家人喜气洋洋地前去观赏。

大桥位于西长安街延线上，
我们驱车来到桥的西边，其壮观
景象果然名不虚传。只见大桥
横跨北京古老著名的永定河，桥
面拥有双向八车道，据记载，新
首钢大桥的宽度是南京长江大
桥的2.7倍。桥的两侧是倒立的

“U”形双斜钢塔斜拉桥，由于两
座倒“U”形钢塔分别向东、西两
侧倾斜，从高空俯瞰，仿佛两个
面对面席地而坐的拔河健儿，脚

抵着脚，手拉着手，各自向后用
力拉伸，就像一座兼具力与美的
钢铁艺术品。

桥边的人行道上，有的人悠
闲地散步，有的人驻足与壮观的
倒“U”形钢塔合影，站在桥上的
观景平台眺望永定河美景，河流
缓缓流淌，桥边的周围映衬着国
庆的花篮及喜庆的灯光，更显得
壮丽妩媚了。到了夜晚，倒立的

“U”形钢塔变幻着五彩的灯
光。这时，在桥边仰望，皎月当
空尽在眼前，微风习习，吹散了
耳边的长发，此时此刻一种愉悦
的惬意感顿时涌遍全身。

启动汽车引擎，在桥上体验
一把奔驰的通畅感，更让人愉
悦。我们的车子通过倒“U”形
钢塔时，桥两侧一根根倾斜的钢
铁拉索缓缓奔向身后，大桥的豪
气、极具现代感的艺术气息在此
刻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不到
5分钟的功夫，我和家人已经跨
过新首钢大桥，从门头沟来到了
石景山古城。

新首钢大桥的通车，是长安
街西延线的全线贯通，十里长安
街瞬间变成了百里长安街。记得
在以前，从门头沟城区往东去石
景山、西长安街办事，需要从首钢

园区的南北两侧绕一个大弯儿才
能到达。不堵车的话，最少也得
需要30分钟。而现在，新首钢大
桥通车以后，竟然只需几分钟，真
是有“天堑变通途”的感觉。

新首钢大桥的建成，成为了
北京西部地标性建筑，为北京西
部新增一条进出中心城区的快速
通道，方便了北京城西边的百姓，
给我们门头沟的百姓生活带来了
福音。交通通畅发达了，门头沟
越来越好了，百姓的幸福指数直
线飙升。我越来越热爱自己的家
乡门头沟了，作为一个门头沟人，
我感到无比的幸福与喜悦！

从走路看素养
史阿森

新首钢大桥，天堑变通途
柳静

““寒露不算冷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霜降变了天””随着秋季随着秋季
最后一个节气的完结最后一个节气的完结，，冬天扣响了季节的冬天扣响了季节的
门扉门扉，，温度一点点降下去温度一点点降下去，，寒气一点点升寒气一点点升
上来上来，，微风一吹微风一吹，，冷意袭人冷意袭人。。

秋天的身影渐行渐远秋天的身影渐行渐远，，冬天的气息越冬天的气息越
来越浓厚来越浓厚，，日色一天比一天浅淡日色一天比一天浅淡，，那些厚那些厚
重的棉衣裹紧了单薄的身躯重的棉衣裹紧了单薄的身躯，，木叶飘零木叶飘零，，
哈气成霜哈气成霜，，冬天在醉人的秋意里如山洪爆冬天在醉人的秋意里如山洪爆
发呼啸而来发呼啸而来。。

冬天是孕育生命的季节冬天是孕育生命的季节，，也是磨练意也是磨练意
志的季节志的季节。。彷佛在静候一次轮回彷佛在静候一次轮回，，所有的所有的

事物都睡去了事物都睡去了。。冬天是一位历经沧桑的老冬天是一位历经沧桑的老
者者，，抖落繁华和喧嚣停靠在安闲时光里抖落繁华和喧嚣停靠在安闲时光里，，
静数流年静数流年。。以往的明媚和激情躲藏在一朵以往的明媚和激情躲藏在一朵
雪花的背后雪花的背后。。大地裸露着心事大地裸露着心事，，等候路过等候路过
的风儿的风儿，，带来一些春天的故事带来一些春天的故事。。

冬天冬天，，是酣睡者的天堂是酣睡者的天堂，，带着通体的带着通体的
白色白色，，带着沉甸甸的渴望和希冀带着沉甸甸的渴望和希冀，，还有梦还有梦
境里那一直奔跑在路上的绿色境里那一直奔跑在路上的绿色。。茫茫原茫茫原
野野，，皑皑白雪皑皑白雪,,只有鸟雀的吱喳是灵动只有鸟雀的吱喳是灵动
的的，，它们在广阔洁白的宣纸上画下一串它们在广阔洁白的宣纸上画下一串
串竹叶串竹叶，，画下冬天里特有的雅韵画下冬天里特有的雅韵，，特有的特有的

生机生机。。
冬天的到来冬天的到来，，就像一首意境深远的诗就像一首意境深远的诗

歌歌。。备下所有形容词备下所有形容词，，来诠释即将降临的来诠释即将降临的
天使天使，，节气和节气之间节气和节气之间，，传递着暗语传递着暗语，，侯鸟侯鸟
远去的呢喃远去的呢喃，，哄睡了瘦掉的山水哄睡了瘦掉的山水，，静默中静默中
绽开的腊梅在风雪中傲然挺立绽开的腊梅在风雪中傲然挺立。。

落叶守着火焰落叶守着火焰，，一篱夕阳在季节深处一篱夕阳在季节深处
绽开芬芳绽开芬芳。。湛蓝的天空湛蓝的天空，，只剩白色的云只剩白色的云
朵朵，，所有不惧寒冷的事物都在酝酿着一个所有不惧寒冷的事物都在酝酿着一个
春意盎然的梦春意盎然的梦，，躲藏在枯萎里的绿意正在躲藏在枯萎里的绿意正在
一点点接近春天一点点接近春天。。

秋去冬来的日子里秋去冬来的日子里，，万物愈加的深沉万物愈加的深沉
内敛内敛，，此时世俗的喧嚣已被季节的冷寒凝此时世俗的喧嚣已被季节的冷寒凝
结结，，草木不言草木不言，，山川静默山川静默，，万物的灵魂在慈万物的灵魂在慈
悲偈语里轮回悲偈语里轮回，，美丽的雪花用死亡换取重美丽的雪花用死亡换取重
生生，，孤独的树枝裸露着荒凉的秘密孤独的树枝裸露着荒凉的秘密，，一片一片
扑入火海的树叶不怒不喜扑入火海的树叶不怒不喜，，在泥土里找到在泥土里找到
归路归路。。

冬天是静默的冬天是静默的，，也是萧条的也是萧条的，，太阳缩短太阳缩短
了光阴了光阴，，白昼和黑夜的交替里白昼和黑夜的交替里，，独留一片独留一片
雪花在夕照里飞舞雪花在夕照里飞舞，，生命的枝头繁华落生命的枝头繁华落
尽尽，，返璞归真的日子让春天的力量在万物返璞归真的日子让春天的力量在万物

的等待里的等待里，，长出翅膀长出翅膀。。所有死亡的花朵所有死亡的花朵，，
红的红的，，粉的粉的，，黄的黄的，，都在这一刻开始燃烧都在这一刻开始燃烧，，
复生复生。。寒风撕裂了一床新棉被寒风撕裂了一床新棉被，，天空就开天空就开
出最浓烈的蒲公英出最浓烈的蒲公英，，这些冬天的花朵这些冬天的花朵，，挣挣
脱根系的束缚喜欢不拘一格的盛开脱根系的束缚喜欢不拘一格的盛开，，他们他们
比牡丹还要热情比牡丹还要热情，，比玉兰还要洁白比玉兰还要洁白。。

迎接冬天迎接冬天，，就是在迎接又一次生命的就是在迎接又一次生命的
轮回轮回，，那些随季节降落的寒冷那些随季节降落的寒冷，，凝结了人凝结了人
间悲欢间悲欢，，却覆盖不住那些蓬勃的力量却覆盖不住那些蓬勃的力量，，所所
有的事物都在冬天的静默里等待着有的事物都在冬天的静默里等待着，，等待等待
着严寒散尽着严寒散尽，，春暖花开春暖花开。。

美好的校园美好的校园
大峪二小五大峪二小五（（11））班班 刘浩然刘浩然

十月十月，，银杏的叶子银杏的叶子
为校园铺上了黄色的地毯为校园铺上了黄色的地毯

枫树的叶子枫树的叶子
燃成了一团团火焰燃成了一团团火焰

白杨的叶子白杨的叶子
迎着秋风为校园点赞迎着秋风为校园点赞

石榴咧着嘴石榴咧着嘴
露出了宝石般的牙齿傻笑露出了宝石般的牙齿傻笑

柿子树把他的果实挂在枝头招摇柿子树把他的果实挂在枝头招摇
山楂散发着酸甜的味道山楂散发着酸甜的味道
在枝叶间探头探脑在枝叶间探头探脑

麻雀为了越冬麻雀为了越冬
换上了厚实的羽绒服换上了厚实的羽绒服

喜鹊衔着枯枝喜鹊衔着枯枝
加固自己的鸟巢加固自己的鸟巢
燕子追随温暖燕子追随温暖
开启了自驾游开启了自驾游

秋风在校园漫步秋风在校园漫步
校园的十月校园的十月
色彩斑斓色彩斑斓
味道香甜味道香甜

多么生动美好的校园多么生动美好的校园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李迎杰李迎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