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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北山，不光是因为我的童年、少年在北山
放牛，还因为北山有我魂牵梦萦的美丽山泉。

北山有皱褶般的沟壑，在沟壑的深处的岩石缝
隙中有一个泉眼，清凉的水汩汩涌出，这水润滑清
甜。相传，泉眼是北山龙脉的龙尾。它蜿蜒流淌，一
路叮叮咚咚，流出一条清柔的小溪。骄阳抚摸着溪
水，水面波光粼粼，像无数耀眼的碎银在流动。溪水
流经陡坡，瀑布瞬间扎进水潭。

潭里面的水，碧绿清澈，微风吹拂，潭面漾起层
层涟漪。潭边蒿草茂盛，野花缤纷。那是我和牛常来
常往的地方。小潭的一角，有一个二盆大的豁口，潭里
的水，就从那个豁口缓缓流出去，成了一条涓涓细流。
流水在乱石的缝隙穿行，时隐时现，时缓时急，断断续
续流下山腰。

溪水很浅很细，但长流不息。孕育花草树木。
随着细细的水流，山沟中间，就孕育出一片片深浅蓬
勃的绿来。一沟乱石横陈，有了一条又细又长的流
水，繁衍出一条生机勃勃的绿色，不是很神奇吗？就
像是一条绿地毯，铺陈在溪流的两边，宛转而写意。
把乱石覆盖了，流水也隐在其间，人的眸光，也因此
而柔和起来。各种的蒿草，在乱石的缝隙里疯长着，
疯狂地吸吮着饱含丰富养分的泉水，因此格外茂盛
而蓬勃。这与那山坡上纤细的野草，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

水的重要不言而喻。凡是家乡能见到的野花，
几乎都在这里盛开、摇曳。一丛一丛的杂草里面，
冷不丁地就有野花绽放，一朵或几朵，一团或者一
片。红的、白的、黄的、蓝的、紫的……万紫千红，别
具韵味。

爷爷在溪流岸畔的平坦处，开辟了一个小小的
菜园。大块石头垒围墙，里面的碎石、杂草清理出
来，挑着筐从附近的山坳一担一担把泥土挑来，一层
一层铺好、搂平，垄起一畦一畦的菜畦，引来泉水，园
里种菜，园外栽几棵榆树、几棵柳树和一排棉槐。夏
天，辣椒、茄子开花了，豆角、黄瓜上了架，倭瓜、角瓜
扯着长长的藤，穿过乱石的缝隙，满地爬。围着围
墙，一株两株的芍药花、月季花、凤仙花，顶着骨朵，展
开叶片，你追我赶，竟相绽放。那些六月雪、满天星，
一片一片散开，红红火火地烂漫着，摇曳着。像山谷

里面的雾，又像天边的云霞。三三两两的葵花，扬起
脸，黄灿灿的，冲着太阳笑。像极了爷爷那乐开花
脸。我和小伙伴在山泉里戏水，累了就会到爷爷的
小菜园里来，摘一根嫩嫩的黄瓜，在溪水里洗一洗，一口
咬下去，清香，脆爽。在一处平坦的树荫下，听流水潺潺，
鸟鸣啾啾，看天上白云飘飘，觉得自由而快乐。

爷爷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抽一口旱烟，缕缕吐出
来，看着眼前的小菜园，在乱石中间缓缓流淌的泉
水，脸上现出一种满足的笑容。

人们喜爱山泉，更怀念山泉，把山泉的故事一说
再说。山泉是一幅画，它的基调不是色彩缤纷，而是
纯净淡雅；山泉是一支歌，它没有江河的高亢，更不
具备大海的激扬，总是轻轻地低音浅唱；山泉是一首
诗，它不张扬、不炫耀，身体紧紧地拥抱着大地，用纯
净的心灵为大自然默默的奉献。

行走在沃野高原、崇山峻岭间
的千年永定河，从诞生之日起，就
孕育贡献着丰富的物产资源，丰盈
着沿河两岸百姓的生产、生活。故
而，永定河一直享有北京“母亲河”
之美誉。

但在半个世纪前的一段时间
里，永定河一度成了“靠河吃河”沙
石场，蕴藏着大量粗石细沙的河
道，在如火如荼的人工加机械合力
采挖下，转眼蜕变为千疮百孔的沙
石滩。如今市民散步健身、歌舞娱
乐的永定河文化广场、绿海运动公
园，其前身就是那个年代采挖沙石
留下的大沙坑。

我最早认识大沙坑，是儿时跟
同学到永定河沙石场看他爷爷。老
爷子当年看摊儿的沙石场，就在今
天龙泉花园那个位置。说是沙石
场，其实是个十多米深的沙坑，沙坑
里放着一部电动传送机和筛子、铁
锹、荆条筐等工具。那时，从城子到
卧龙岗这段河道里，到底有多少采
石场、沙石坑，不得而知。

永定河蕴藏的沙石，经过千百
年淘洗沉淀，洁净纯粹，堪比黄金，
不能不说是建设道路桥梁、殿堂楼
宇、百姓住房的理想材料。史料记
载，20世纪初建造的三家店公路桥
和京门铁路桥，所用沙石就取材于

永定河。永定河沿岸十里八乡修桥
建房用的沙石，也都来自这条河。

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丰富资源，
滋养着人类，精彩着人们的物质生
活。然而，毫无节制的沙石采挖，受
伤害的不止永定河本身，不止树木
花草、鱼虾鸟雀，而是整个生态环境。
每当季节性暴雨发生时，泛滥的洪水
就会肆虐下游村庄、农田。到了冬春
旱季，干涸的河道死一般沉寂，无论
大小沙坑都闻不到一丝水汽。

水，万物生命之源。时代列车
驶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永定河采
沙取石竖起了“红牌”，防风固沙全
民植树造林，最先走进永定河。那

时的永定河文化广场周边一片荒
芜，石担路没贯通，龙泉花园、熙旺
大厦、麻峪六环立交桥也不存在，到
处是河溜石和杂草丛生的大沙坑，
伸不进脚。当时，谁会想到大沙坑
能嬗变为文化广场、运动公园？又
有谁能想到大沙坑周边会建起高楼
大厦、六环立交？

梦想的实现得益于改革开放和
生态绿色文明新城建设。我们这代
人念念不忘的“楼上楼下电灯电
话”，不经意间伴着“春天的故事”变
为了现实，永定河整体修复也被写
进生态绿色山城宏伟篇章。曾经沙
石遍野、伤痕累累的河滩上，气势恢

宏的永定楼拔地而起，岸绿水清的
门城湖鸟语花香，诗情画意的晨曦、
望楼、滨河等公园，繁花似锦。大沙
坑上建设的永定河文化广场，成了
人们乐享生活的文化公园。

眼下，市民朋友所以热衷到永
定河文化广场打卡，我理解有这么
几个原因：一是那里场地宽阔，健身
娱乐设施齐备。广场宽阔，老中青
既可以在这里打篮球、羽毛球、乒乓
球，也可以跑步、打太极、跳舞等，小
朋友钟情的豪华转马、喜羊羊战灰
太狼、坦克战车动感科幻娱乐游戏，
也一应俱全。总之，大家都能找到
有属于自己的乐趣。二是绿色清

逸，称得上是绿色氧吧。近百种葱
郁馨香的灌木花卉编织的绿毯，覆
盖了整个广场。绿树花卉簇拥着千
米步道，五彩月季争奇斗艳，梧桐翠
柳鸟啼蝉鸣，荷塘滴翠凉亭笙箫。
踏春、纳凉、赏花、品雪，每个季节有
每个季节的景色。三是历史与现代
融合，凸显了永定河历史文化。文
化广场整体上保留的早年大沙坑原
貌，让我们不忘曾经的萧瑟冷寂、凄
楚荒凉。最具代表性的是广场里波
浪流线造型雕塑《涌》。这个雕塑不
仅寓意雄浑沧桑、奔流涌动的永定
河旋律，而且深刻表达了永定河生
生不息、人与自然共生的文化理念。

1.二牛相争
斋堂人傅三馆在此遇见“斗牛

案”，以“二牛相争，一死一生，死者
共食，生者共耕。”四句解围。从此，
流传下了“死牛共食，活牛共耕”的
习俗和因二牛抵角而来的“牛角岭”
地名。

2.只改一字
东西是长江，南北是官道。
牛羊不恋山，只恋山中草。
这是唐代诗人曹邺的《五情》

之一。翟堂仁只将诗中的“江”字
改为“城”字，诗意便由江南搬到了
京西。

俗话说，“住下的坡，不嫌陡
因为能养几十口”；“牛羊恋山是
表像，哪里草厚朝哪走”你说是也
不是？

3.走之联语
京西古道两旁，旧时多有旅店，

两岔口旅店有联曰：
迎送远近通达道，进退迟速遊逍遥。
十四个走之联语，表达的正是：

“以人为本”宗旨和“服务第一”理
念，传承至今。

4.尊师重教
民国六名士之一周肇祥，游览

百花山，写过一首《护驾林》诗：
一水中分护驾林，东西村落昼深深。
乡村初夏闲人少，尚有书声出树荫。
反映的是耕读之村，见证的是

尊师重教，“再穷不能穷教育”一直
传承至今。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振
兴”其中之一。

5.元曲·秋思
牛角岭关城西，村曰“西落坡”

传有元代马致远故居。其代表作为
《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
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
人在天涯。”

毛主席曾手书此作。
6.古道蹄窝
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

成针”；“水滴石穿，绳锯木断”。古
道蹄窝系年代久远的见证：

古道人走出，蹄窝畜踏成。
水滴可穿石，硬木怕软绳。
7.筐土修城
京西有“一筐土”修北京城的故

事，并非空穴来风。元代《析津志》
记载：“金朝筑燕城用涿州土，一人
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涿至燕传
递。空筐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

日成之。”
看来，古代运土、运砖，以手传

递，十分高明。
8.紫荆复荣
京西漫山长紫荆，荆编器物处处用。
民间故事传千古，紫荆文化最动听。
据明《宛署杂记》载：“紫荆寺在

田家庄，相传隋田真、田广、田庆三兄
弟分居，议分紫荆，一夕枯死，兄弟感
悟，复合，紫荆复荣。即此地也。”

9.黎民百姓
旧时，称人民群众为“黎民百

姓”，何也？
千古文明开涿鹿，先是炎、黄大

战于涿鹿。后来炎、黄联合，大败蚩
尤。“九黎族”部分南逃，部分融合于
炎、黄。

黄帝在涿鹿建“黄帝城”，召开

“万国大会”。一百多个姓氏的炎、
黄和融合于此的“黎民”，合成了“黎
民百姓”。

京西属于炎、黄文化圈中。
10.黄金山茶
游人游古道，最爱黄金茶。何

也？色香味俱全也！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载：“唐末

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割据大安山，并
在山上修建宫殿，选美女，炼丹药，
设玉河县，推行泥钱。又禁江南茶
商入境，自采山中草木为茶，卖给民
间百姓。”至迟，唐末已经大量饮用
野山茶。黄金山茶，药饮两用，茶中
珍品。

11.桑树胸怀
古道两旁，多有桑树。桑树不

但全身是宝，而且颇具胸怀。相

传，燕王扫北，桑葚充饥，却错封椿
树为王。气得松柏跳了崖，杨柳跳
了河，香椿破了肚，而桑树则依然
如故。

燕王错把树王封，众树愤愤鸣不平。
不论乔灌和村野，桑树依然怀初心。
12.太平扇鼓
俗话说：“君王有道民安乐，家

家喜唱太平歌；君王有道民不苦，
家家喜打太平鼓。”京西的太平扇
鼓，与煤炭生产不无关系。有《煤黑
谣》曰：

煤妇闻铃争理妆，敷粉恨不如晓霜。
手执扇鼓迎煤郎，出门击鼓身低昂。
如今，京西太平鼓不仅冲出了

亚洲，走向了世界，还践行着“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新使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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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灵又出发了

她打理好要用一天的试剂和棉签

穿上密不透风的“盔甲”

整装上阵了

隔着透窗

她看见

前来检测的队伍

弯曲成一条长龙

燃烧的骄阳

挂上了她长长的睫毛

她感觉自己的发丛里

像凿出了一眼眼泉井

汩汩的汗流

浸透了绑在身上的衣衫

但她，却像

一部不识高温的机器

手中的试管和棉签

在熟练地交替

长长的人流

又像只只美丽的蝴蝶

从她这里放飞

取样的试管箱啊

已慢慢垒成了山

姑娘，你们太辛苦了

你们歇会儿吧，我们不着急

一位颤颤巍巍的老大爷

手拄着山荆拐棍

感动地说

谢谢老爷爷，我们没事

秀灵和同事对视了一眼

她们异口同声的答道

瓦蓝的天上

烈日尽情地燃烧着

火红的激情

更在秀灵心里驰骋着

她知道

这里

就是她永不言退的阵地

试管和棉签

就是她兑现初心和使命的课题

在我的童年时光里，我们
家里的空间非常狭小，小小的
五六十平米的房间里，住着我
的爷爷、奶奶，父母和我们姐
弟，共六口人。

到了我上学时，年迈的爷
爷、奶奶相继去世，屋里的空
间仍旧很狭小，屋子里塞得满
满当当，东西放的到处都是。

屋内灯光黄昏，晃晃悠悠，我每次背书、写作业，要么是
趴在睡觉的床边，要么是趴在吃饭桌子上。

那时候，我在昏暗的灯光下读着书本，眯着眼睛，
多想将来拥有属于自己的书房啊。它宽敞明亮，光线
充足，我轻轻推开窗户，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广阔的视
野。灿烂的阳光，犹如一丝丝金线，透过窗户倾泻而
下，在我的书页上，在我的作业本上，它满心欢喜地跳
跃着。它俏皮地跳到我的手指上，跳到我书写的钢笔
字迹上，一不留神，它又调皮地用它金光的双唇亲吻着
我翻开的书本。

在那间书房里，放着我最喜爱看的书，我还可以在
这个独立的空间里，写篇青涩而深情的日记，画个画，
发个呆，做我喜欢做的事。

然而，在那时，这只是一个奢侈的、遥不可及的梦！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前几年，我和孩子他爸乔迁新居，房子位于顶楼的
第28层。在装修时，我专门挑出自己喜欢的一间房屋
作为书房。

书房里摆了一个乳白色的书架，上下共有六层，上
面三层比较高，装的是我的书，下面三层比较矮，装的
是孩子的书。我满心欢喜，摸摸书桌，摸摸书本，摸摸
书架。简简单单，朴朴素素，一种惬意感涌遍全身！

平整宽大的书桌，就摆放在大窗户下面，拉开窗
帘，楼下的景致一览无余，视野开阔，车水马龙，林木葱
茏。关上窗子，我的眼前就是一片宁静致远的书田，静
谧而温馨。

到了夜晚，灯火阑珊，忽隐忽现，旷达宁静。远远
望去，它们像远处的萤火虫在夜空下，发出微弱的光。
每当这时，在我的书桌上，就会摆放着一盏台灯，明亮
而清爽，我在书海里尽情遨游，仿佛遇见了万亩花田，
让我的精神世界充实、豁达、芬芳、甜蜜、美好。

除了我，在这个温情甜美的书房里，受益的也是我
的女儿。女儿年幼时，我把她带到书房里，在地板上席
地而坐，她津津有味地听我给她读图画故事书。

女儿上小学了，我就和女儿各自伏案写字或读书，
近在咫尺却互不打扰，享受着书房里的惬意时光。

周末的午后，就在这间书房里，我要么用笔记本电
脑远程办公，要么伏案写稿子、看稿子、读书。这间“半
亩”书房丰盈了我的每一个周末的闲聊时光。前年居
家隔离时，我就在书房里铺上瑜伽垫子，练习瑜伽，运
动健身。我的这间书房，虽然面积很小，但是在我心
中，却是辽阔无边的丰美伊甸园。

原来，这间朴实无华的“半亩”书房，无形当中安
置了我的灵魂。它就是我心中的田地，我希望在自己
的书房里，笔耕不辍，辛苦播田，收获属于自己的甜蜜
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