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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阚秋影

门头沟的故事门头沟的故事

十、“神牛拉碾上高山”之谜
在京西的民间故事中，“神牛拉碾上

高山”也算得上神乎其神。有沿河城地
区向阳口村“盖不严”版的“神牛拉碾上
高山”；也有清水地区燕家台的“张仙洞”
版“神牛拉碾上高山”。都是讲：庙建山
上，日渐人多，需要一盘石碾加工粮食。
于是，和尚也好，道士也罢，就到村里借
了蔡家的黄牛，将贡献出的石碾，一夜拉
到了山上。第二天早上，蔡老头看到自
家的牛，通身冒着热气，卧在圈中歇息，
还“剌、剌”地出着长气哩！高人施展法
力，为牛增添神力，将千斤重的石碾拉到
了几里之外、百丈之高的山上。于是，

“神牛拉碾上高山”代代传说开来。
大家都知道，“神牛拉碾上高山”的

故事，是发生在不通公路的过去；也是
没有大的起吊设备的旧时；而且“神牛”
也是没有的，这不必多言。是不是在山
上开采石头，就地取材的呢？也不是，
我们见到过这些山上的碾盘、碾砣，确
实与当地石质大不一样。这也不是，那

也不是，到底是怎样运上去的呢？向阳
口后山“盖不严”庙里的一块千斤碑石
上的刻字提醒了我们；沿河城地区在架
高压电线时拉杆的工程同样告诉了我
们，应该说这两件事都是解开“神牛拉
碾上高山”之谜的钥匙。

明崇祯十四年（1641）立于向阳口
大悲岩（俗称“盖不严”）院里的《重修大
悲岩观音寺碑》记载，重修之前，这里

“蛛封僧室闲牵网，兔匿禅龛惯做家。
阶面晚风吹蔓草，佛头春雨长苔花。”僧
人慧住携其弟子性常募缘，在督修沿边
楼台的“贾公”和分镇镇边的路帅“熊
公”支持下，联络长峪城、白羊城、横岭
城、镇边城四城官员及沿河城附近市井
殷实、士农商贾合心协力而成。于是

“磨石白羊，越千岭而度百涧，工费至
此，寸石寸金。”也就是说，这千斤大
理石的石碑是靠人工弄上来的。

注意，这么重的石碑、怎样一个运
法呢？古代运输重物，泼水成冰，靠圆
木滚动前进是个办法。可往山上运动

圆木滚动就不行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沿
河地区架高压线，走的是山头对山头，笔
者到过现场，一根10米多的水泥电杆，足
有两千多斤，拉杆上山，一组要有三几十
人。一半在前边拉纤；一半在后头抬起；
还有指挥的喊着号子。服务人员更多，
倒替换班的、背水的、背饭的应有尽有。
每前进一米，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篓
中的窝窝头，不讲早中晚，累了饿了，就
停下进餐。可以想见，这电杆是靠人海
战术运上去的，那碾子也不过如此而
已。说得更明确一点，这拉碾上高山的
不是“神牛”，而是人民。

写完这十个谜团，还得补充一句，怎
样破解谜团？一是读书学习；二是问道
众师。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完）

试解京西十谜团（十）
赵永高

神泉峡和炭厂村卖炭翁的神话神泉峡和炭厂村卖炭翁的神话
马淑琴马淑琴

神泉峡的霞在谷中飘着神泉峡的霞在谷中飘着
是泉在天上漫溢的魅影是泉在天上漫溢的魅影
神泉峡的泉在涧里流着神泉峡的泉在涧里流着
是霞在地上柔曼的舞动是霞在地上柔曼的舞动

峡谷从来都是山的情思峡谷从来都是山的情思
是山想了多年是山想了多年

越想越远的心事儿越想越远的心事儿
峡谷有多深峡谷有多深

山的心思就有多重山的心思就有多重

终于从神泉的源头开启终于从神泉的源头开启
一个永不枯竭的梦一个永不枯竭的梦

世世代代世世代代 滋养着大山滋养着大山
滋养着山石滋养着山石、、绿草和野花儿绿草和野花儿
滋养着一座座炭窑的烟火滋养着一座座炭窑的烟火

和京西浅山之中和京西浅山之中
炭厂村的卖炭翁炭厂村的卖炭翁

““可怜身上衣正单可怜身上衣正单
心忧炭贱愿天寒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意境的意境

那头驮着木炭的小毛驴儿那头驮着木炭的小毛驴儿

和牵驴的汉子和牵驴的汉子
还在急匆匆地赶路还在急匆匆地赶路

六朝古都的漫长冬夜六朝古都的漫长冬夜
红楼暖阁的多情手炉儿红楼暖阁的多情手炉儿

以及东来顺儿的黄铜火锅儿以及东来顺儿的黄铜火锅儿
都在等候从这里出发的都在等候从这里出发的

明明灭灭的炭火明明灭灭的炭火
与步履悠长的温情与步履悠长的温情

今天今天
山的梦已在春天发芽山的梦已在春天发芽

卖炭翁深情续写山的童话卖炭翁深情续写山的童话
让山的情思长出翅膀让山的情思长出翅膀

带着山的欲望生长和飞翔带着山的欲望生长和飞翔

破败的村庄站起来了破败的村庄站起来了
山坳里林立崭新的楼房山坳里林立崭新的楼房

一条峡谷站起来了一条峡谷站起来了
举起春的蓬勃举起春的蓬勃 夏的婀娜夏的婀娜 秋的丰硕秋的丰硕

用花香四溢用花香四溢 用泉溪淙淙用泉溪淙淙
用绿树蓝天用绿树蓝天 用小桥玲珑用小桥玲珑
用比煤更久远的传说用比煤更久远的传说

用炭厂温暖的记忆与乡愁用炭厂温暖的记忆与乡愁
举起山的万种风情举起山的万种风情

叠起神泉的圣水叠起神泉的圣水
高举激扬的浪花高举激扬的浪花

储藏阳光雨露和清风储藏阳光雨露和清风
调动山里的月亮和星星调动山里的月亮和星星

用晶莹剔透的灵感用晶莹剔透的灵感
原创大山冬的万千风景原创大山冬的万千风景
白昼冰雪王国的魅惑白昼冰雪王国的魅惑
夜晚七彩梦幻的霓虹夜晚七彩梦幻的霓虹

漫山琼花玉树漫山琼花玉树
一沟冰堡雪城一沟冰堡雪城

藏着大山多少美丽的故事藏着大山多少美丽的故事
引来山外多少探寻的眼睛和心灵引来山外多少探寻的眼睛和心灵

所有的贫穷衰败都从这里逃遁所有的贫穷衰败都从这里逃遁
更多的富足和美好在这里安营更多的富足和美好在这里安营

一个村一个村 一座山一座山 一条沟一条沟
正以冬天里的春天正以冬天里的春天

向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向着一个崭新的时代
隆重地抒情隆重地抒情

腊八粥的传说
任成壮

每年农历腊月初八这天，殷实人家往往在家门口熬制一锅以五谷杂粮

和一些植物果实为主要原料的粥，以此来广结善缘。因粥中原料众多，又

与腊八有关所以民间称为腊八粥，腊八粥的传说各有其词。

孔子周游列国时来到了要饭花子范丹老祖的领地。师徒刚住下就

下起了七七四十九天的连阴雨,粮食用完了,孔子就派徒弟公冶长去借

粮。公冶长去了大半天也没有借着粮食，只好蔫头耷脑地回来了，低着

头不好意思地小声对老师说：“没有借到粮。”孔子见状也就没有再说什

么。公冶长又接着说:“这一带老百姓很穷,都没粮,听说只有范丹那里

有，可他脾气古怪,一般人是借不出来的。又何况他是个要饭的花子,

向他借粮有失体面,所以我没去。”孔子听后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

难。事到如今也只好去那里借了。”随后，公冶长又来到范丹家门口“老

祖、老祖”的高声呼唤了起来。一会儿传来了“来者何人”的问答声。随

着声音范丹开门走出了茅屋，“老祖您好，我是孔子的弟子公冶长,自从

来到贵地就遇到了连阴雨断了粮向您借来了。”范丹看了看说:“你师父

是圣人,给你出个题，答对了就借你。”公冶长说出题吧。“什么多来什么

少?什么喜来什么恼？”“天上，星辰多来日月少；地上，娶媳妇喜来送殡

恼。”公冶长答。“不借!”范丹转身就走。公冶长急得连声喊:“老祖……”

范丹头也没回就走了。

公冶长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孔子一看说，我们同去吧，不多时就

来到了范丹家门口，孔子首先开口提出了借粮的事,范丹耐心地听着。“借

粮,好哇。”范丹说还是那道题:“什么多来什么少?什么喜来什么恼？”“世

上，小人多来君子少；人间，借账喜来还账恼。”孔子答。范丹听后脸上露出

了微笑，并喝彩道“好”，转身从袖筒里取出一个鹅毛翎筒,只见筒里装着满

满的各式各样的五谷杂粮。范丹说:“来,把粮食借您。”孔子一看很不高

兴，你糊弄我,不借就拉倒,千万不该当着我这么多弟子的面出我的洋相,

弟子们刹时也是一愣，就这么点粮食？过了一会儿孔子又想:求人难啊!哎!

借吧!然后让弟子拿过口袋接着。范丹拿着鹅毛翎筒往下倒,一袋满了,再

来一袋又满了，可鹅毛翎筒里的粮食只少了一点点。孔子看了,突然明白

了,范丹原来是位神人也。孔子心里一阵惊喜,忙叫弟子把所有的口袋都

拿过来一起装满，共装了十袋。此时再看鹅毛翎筒的粮食也恰巧没有了，

然后装上车，回到住地熬粥，甭提粥有多香了。

转眼，次年腊月初八这天，孔子还是用借粮时的口袋装了满满的二十

袋粮食来还。老祖呀，还粮食来了。范丹满脸微笑的说，好，好。弟子们欲

把粮食卸下来，范丹说不用卸了，还帮我装进筒里吧。一袋，两袋，三袋

……当二十袋粮食全部倒进去后，鹅毛翎筒仍然是半筒,孔子心里有点忐

忑不安了。范丹站在旁边早已看透了他的心思,故意把脸一拉说:“都怨我

不该借给您，你看我借你时是满满的一筒,今天您还我的只有半筒就心疼

了？”孔子听后，顿时赔笑说:“老祖呀，你放心吧!这个账我早晚得还清。”“这

辈子你怕是还不清啦！”范丹摇摇头说。“那不要紧，我还不清,”他用手指着

弟子，“让他们替我还。”“您的弟子都这么大了？”范丹说。“老祖这也不怕，

凡是门上贴着对联的人家都是我的弟子,你只管去要账好啦！”孔子自豪地

说。“您的弟子代您还账,我就让我的徒弟代我要账。”范丹答。“你徒弟是

谁？”孔子问。“凡是讨饭的人都是我的徒弟。”范丹答。孔子一听:“那好,一

言为定。”二人伸手击掌。

所以,至今不管讨饭者到了谁家,只要有文化的人家就不能说“我不欠你

的”，即使不想给,也只能说“暂时没有”。后世人们根据传说形成了一种固定

的传统的民间习俗——“腊八”。老祖的徒弟们在“腊八”这天要名正言顺地

向门上贴对联的人家来讨债；若不好直言时，就带一瓶事先用米醋泡制好的

“蒜”以示来意。为此，这一天是约定俗成的“算（蒜）账”日，简称“腊八算

（蒜）”。无论是欠账的，还是讨账的以此为界，年前就不能再提有关账的事

了；同时，孔子的弟子们也将在这天早晨贴上对联，作为乞讨者的标记和春节

来临的标志，故有“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的谚语。所以，腊八

当天要多熬些腊八粥，放在大门口布施，昭示此宅邸是“书香门第”。

美丽的冬天美丽的冬天
石明廷

你是由深秋走来的季节你是由深秋走来的季节，，诗人白居易诗人白居易
描绘你时说描绘你时说““已讶衾枕冷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复见窗户明。。夜夜
深知雪重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时闻折竹声。。””这是诗人对你初这是诗人对你初
来人间时的感受来人间时的感受。。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里和心里都惧怕虽然在很多人的眼里和心里都惧怕
你你，，那是他们没有体会出你的魅力那是他们没有体会出你的魅力。。每一每一
年年，，百花争艳的春天百花争艳的春天，，在炫够了自己的美丽在炫够了自己的美丽
后后，，就会迈着傲人的脚步轻盈地走去就会迈着傲人的脚步轻盈地走去；；浓妆浓妆
艳抹的夏日艳抹的夏日，，在显摆完了自己红红火火的在显摆完了自己红红火火的
热度和浓浓的绿色后热度和浓浓的绿色后，，也旁若无人似的离也旁若无人似的离
我们而去我们而去；；金色的秋天金色的秋天，，在卸去了累累果在卸去了累累果
实实，，减轻了自己那份儿沉甸甸的荣誉后减轻了自己那份儿沉甸甸的荣誉后，，也也
会唱着凯歌走向远方……他们确实是为人会唱着凯歌走向远方……他们确实是为人
们做出了贡献们做出了贡献，，因此都走的那么兴奋因此都走的那么兴奋，，那么那么
快乐快乐，，那么骄傲那么骄傲。。

你在他们高调地离开之后你在他们高调地离开之后，，不怕任何不怕任何
责难和非议责难和非议，，勇敢地毫不畏惧地来了勇敢地毫不畏惧地来了，，并且并且
来的那样坚定和从容来的那样坚定和从容。。你来了你来了，，西北风也西北风也
跟着来了跟着来了。。你们巧妙亲密地配合着你们巧妙亲密地配合着，，封冻封冻
了广袤的大地了广袤的大地，，凋零了艳丽的百花凋零了艳丽的百花，，光秃了光秃了
浓绿的树叶浓绿的树叶，，冻死了害虫冻死了害虫，，催促了动物的冬催促了动物的冬
眠……但是你寒冷的温度也给人们造成了眠……但是你寒冷的温度也给人们造成了
很多困难很多困难，，喜欢春天喜欢春天、、夏天和秋天的人是不夏天和秋天的人是不
喜欢你的喜欢你的。。可是你这样做是给大地可是你这样做是给大地、、百花百花、、
动物及世界万物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动物及世界万物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
会会，，一个积蓄能量的机会一个积蓄能量的机会。。厚积而薄发厚积而薄发，，积积
蓄够了足够的能量蓄够了足够的能量，，来年才能更好地展现来年才能更好地展现
自己自己，，难道不是吗难道不是吗？？

你们来了你们来了，，皑皑白雪像你们可爱的孩皑皑白雪像你们可爱的孩
子一样也跟着来了子一样也跟着来了，，雪花一片一片飘落雪花一片一片飘落，，拼拼

出了你和我们的缘分出了你和我们的缘分。。这皑皑的白雪浪漫这皑皑的白雪浪漫
地飞舞着地飞舞着，，飘落着飘落着，，在大地上展现了一幅美在大地上展现了一幅美
丽的图画丽的图画。。

雪花飘落雪花飘落，，把大地变得一片银装素裹把大地变得一片银装素裹，，
雪花使大地白的透明雪花使大地白的透明、、白的纯净白的纯净。。雪花飘飘雪花飘飘
落落地洒向大地落落地洒向大地，，渐渐渗进土壤渐渐渗进土壤，，为土壤积为土壤积
淀了滋润万物生长的水分淀了滋润万物生长的水分。。

雪花飘落雪花飘落，，带来的寒冷是你的武器带来的寒冷是你的武器，，你你
用这个武器冻死了寄生在土壤中的害虫用这个武器冻死了寄生在土壤中的害虫，，
为来年庄稼健康生长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为来年庄稼健康生长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可以说可以说，，你是大地母亲最坚定你是大地母亲最坚定，，最尽职的守最尽职的守
护神护神。。

““绿蚁新醅酒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晚来天欲
雪雪，，能饮一杯无能饮一杯无？？””我们的古人在冬天大雪我们的古人在冬天大雪
即将来临时即将来临时，，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副美轮美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副美轮美

奂的图画奂的图画：：主人新酿的米酒色绿浓香主人新酿的米酒色绿浓香，，小小小小
的红泥火炉烧得殷红的红泥火炉烧得殷红。。天快黑了时大雪将天快黑了时大雪将
至至，，此时远方的客人来到这所寒舍里此时远方的客人来到这所寒舍里，，主人主人
盛情邀请客人与他共饮一杯暖酒盛情邀请客人与他共饮一杯暖酒，，这是多这是多
么美妙的意境啊么美妙的意境啊！！这个意境温暖了人世间这个意境温暖了人世间
的情谊的情谊，，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友谊链条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友谊链条，，传传
递了我们古老民族的真递了我们古老民族的真、、善善、、美美，，如果我们如果我们
现在人与人之间现在人与人之间，，抛弃彼此利益的禁锢抛弃彼此利益的禁锢，，把把
这种意境作为人生的归宿这种意境作为人生的归宿，，我们的社会该我们的社会该
有多么和谐啊有多么和谐啊！！

郑板桥在郑板桥在《《山中雪后山中雪后》》一诗中写道一诗中写道：：““晨晨
起开门雪满山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雪晴云淡日光寒。。檐流未檐流未
滴梅花冻滴梅花冻，，一种清孤不等闲一种清孤不等闲。。””这首诗描写这首诗描写
了诗人清晨起来了诗人清晨起来，，打开门就看到了满山的打开门就看到了满山的
皑皑白雪皑皑白雪。。雪后初晴雪后初晴，，白云惨淡白云惨淡，，连日光都连日光都

变得寒冷变得寒冷。。房檐的积雪未化房檐的积雪未化，，院落的梅花院落的梅花
枝条仍被冰雪凝冻着枝条仍被冰雪凝冻着。。你让我们看到了梅你让我们看到了梅
花如此清高坚韧的性格花如此清高坚韧的性格，，这种性格正是我这种性格正是我
们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们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需要我们世也是需要我们世
代继承与发扬的民族精神代继承与发扬的民族精神。。

冬天冬天———你是纯洁而美丽的—你是纯洁而美丽的。。你的纯你的纯
洁毫不逊色于百花盛开的春天洁毫不逊色于百花盛开的春天，，也不输于也不输于
富含浓浓情意的夏日富含浓浓情意的夏日，，更不逊色于金灿灿更不逊色于金灿灿
的秋天的秋天。。你是一位圣洁你是一位圣洁、、高贵高贵、、矜持的公矜持的公
主主，，你提纯了人的思想你提纯了人的思想，，清洁了人的心灵清洁了人的心灵，，
焕发了人的斗志焕发了人的斗志，，重振了人战胜困难的信重振了人战胜困难的信
心和勇气心和勇气。。在你的季节里虽然没有鸟语花在你的季节里虽然没有鸟语花
香香，，没有电闪雷鸣没有电闪雷鸣，，没有诱人的丰硕果实没有诱人的丰硕果实，，
但是你把自己坚韧的性格和含蓄的美奉献但是你把自己坚韧的性格和含蓄的美奉献
给了整个世界给了整个世界。。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

漫谈“被设计”的习惯
张栓柱

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习俗、意识观念，往往会
不自觉受周边事物环境所影响，形成某种规
律。特别是现代社会某些新事物、新产品，不仅
让人有点雾里看花、不知所措，而且改变并设计
着人们的生活观念和习惯。如，2018年十大网
络用语中提到的“锦鲤”“杠精”“皮一下”“燃烧
我的卡路里”，仅仅流行于网络，不影响人们日
常生活吗？否。

人们的工作生活习惯、行为举止、意识观
念，不是在自己认知学习、风俗继承中形成，就
是被环境所制约改变。史料记载，满人入关建
立大清朝之后，皇宫内上至皇帝、太后、格格，下
至大臣、太监、宫女的衣食住行，都被硬性条规
所管制。其中，关于睡觉的“规矩”就很独特
——无论春夏秋冬，皇帝、皇后、太后、小主、格
格们，白天11点到1点（午时）都要睡午觉，晚
上9点到10点必须就寝，保证11点到1点（子
时）“浓睡的时刻”能安然入睡。清宫所以规定

“皇家人”要睡好这两个时辰，一叫得天地阴阳
正气，二是他们认为这是健康长寿秘诀，三可保
证精神旺盛。如此“被设计”的规矩和习惯，暂
且不说与大清国兴盛衰败有无关系，起码于身
心健康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实用性。

现代社会，人们的工作生活习惯、意识观
念，看似自主性更强，实则仍处在“被设计”中。
最近浅读了《上瘾：让用户养成使用习惯的四大
产品逻辑》一书。该书阐释的核心要义很简单：
即要想让用户衷情某品牌产品，消费上瘾，成为

“回头客”，商家就要采取积极的触发、行动、多
变酬赏和投入，从而激发消费者的“上瘾循环”
消费。无疑，该书是站在产品市场最大化、影响
力最大化和利润率最大化角度，论述产品经销
模式、实践经验及其思维逻辑，指导经营者如何
经营管理企业。但于国人消费观念“被设计”角
度而言，是否也具启发意义呢？

以手机为例。手机从最初部分人用得起的
“大哥大”“摩托罗拉”，到今天人人使用的智能
手机，不过二十几年。按照传统说法，二十几年
不过一代人的时间，转瞬即逝。然而，就是这短
短二十几年，人们的工作生活观念、习惯方式，
已然被手机彻底改变。据一项调查表明，现代
人平均每隔4分钟就要看一次手机，有的人每
天平均要看150次。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
们宁肯没有私生活，也不能没有手机。上述“理
论”不一定客观精准，但从某个方面说明，某些
人的生活习惯完全表现为“在情境暗示下产生
的无意识行为”，是几乎不假思索作出的举动。
也就是说，很多人的“刷屏”习惯，是在不知不觉
中“被设计”的，属于一种不能自控行为。

如今的手机，其功用可以说已经跨
入“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之境地，
上观天文俯瞰地理，走进异国他乡、侧
目人间百态，网上购物、商品交易，一点
一划，无其不有，无其不见。而某些人
利用手机和网络、APP，“设计”出的欺
世盗名、伤天害理勾当，罪在手机？还

是罪在网络、APP？就像近年某些网络、媒体推
出的各种“养生”“收藏”“讲座”，某些医药医疗

“专家”“大师”广告，让多少人“被设计”到虚假
信息陷阱中；又悄然转圜改变了多少人的工作
生活方式习惯、思维意识，潜移默化地裂变着人
生态度、文化观念、价值理念。这又如我国古代
发明的火药，当初因炼丹而发明生成，后进入火
器时代则被应用于武器、战争。初衷、走向和结
果随着时间发生了巨大变化。

常言道：习惯改变人生。人们的工作生
活习惯，是在主观意识和客观环境双重作用
下形成的。良好的习惯，是用科学、理性、文
化培育的。现代社会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文
化一体化，物质产品、文化产品必将高速发
展，市场经济、共享经济、生态经济必将成为
社会主流。置身这样的环境当中，有关单位
该如何创新设计新事物、新产品、新理念，解
析回答好“设计”与“被设计”这道社会课题，
显得尤为重要。而广大百姓群众如何科学谋
划、理性约束、理智面对自己的行为习惯，更
是不容忽视的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