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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故乡月儿圆最是故乡月儿圆
李德禄

潭柘寺作为北京地区的古刹名寺，曾经信
众、香客云集，香火旺盛。特别是寺院举办佛事
活动时，各地的游僧、香客以及善男信女们，从
各自不同的方向通往潭柘寺进香礼佛，参与佛
事，从而形成了许多条古道。

潭柘寺古道纵横，有的是皇室或官家出资
修建的“御道”或“官道”；有的是由香会、香客等
集资修筑的“香道”；有的是富贾、商号为了商品
运输而修筑的“商道”；还有的是借进香礼佛等
修筑的“军道”等等。这些古道经过了历代不断
的整修，使用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在寺院的发
展、对外交往和方便信众礼佛方面，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因而，古道是潭柘寺的重要组成部分，
印证着寺院的历史。

“芦潭古道”是京城通往潭柘寺的一条主要
道路。此道原是一条山间小路，路面品质较差。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夏，康熙皇帝从此道来
潭柘寺，因路面较窄，只能骑马而行。康熙在《下
戒坛将至潭柘马上同高士奇联句二首》诗中记
述了当时的情景：“岭腹层层小径斜，穿云陟尽
石岭岈。涧中草屋流泉绕，万匹龙骧拥翠华。”

清世宗雍正皇帝晏驾后，葬于河北省易县
清西陵，乾隆帝为了祭祀祖宗，由朝廷出资，将
原有的道路拓宽展平，并将部分路段用条石铺
砌，当时称为“京易御道”。“芦潭古道”从卢沟桥
分叉，经长辛店、东王佐、沙窝村、大灰厂，穿过
石佛村，到戒台寺，翻罗睺岭，走南村、鲁家滩、
南辛房至平原村，到达潭柘寺，是“京易御道”的
支线，所以，也得到了整修。后来，乾隆七年
(1742年)，乾隆从易县清西陵拜谒皇陵后，就乘
车辇到潭柘寺了，并留下了“轻舆辗春露，前旌
破晓香”，的诗句。

通往寺院的第二条主要道路是“庞潭古

道”。这条古道从石景山区的庞村，过永定河
后，经卧龙岗、栗园庄、石门营、苛罗坨、越罗睺
岭，与芦潭古道会合，到潭柘寺，全长20公里的
路线与现今108国道门头沟段基本相吻合。这
条古道是京城香客的主要道路，道路平坦易行，
比芦潭古道近5公里左右。

“奉福寺”是潭柘寺的下院，位于栗园庄村，
此道穿村而过，是远途香客到潭柘寺的中转站，
从京城而来的香客，一般都要先在“奉福寺”休
息一夜，第二天再赶往潭柘寺。“奉福寺”管理着
属于潭柘寺外的13座粮庄，并且设有粉坊、磨
坊、麦坊等，是潭柘寺的总仓库和粮食、副食、蔬
菜的主要供应基地，每天都要用骡马向潭柘寺
运送生活必需品。

“庞潭古道”又叫“庞潭警备路”。抗战时
期，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其所谓的“强化治安运
动”，镇压潭柘寺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以到潭
柘寺拜佛为名，借口并麻痹人民的抗日意志，强
行摊派劳工，修筑庞潭“警备路”。从庞村至石
厂路段，基本在原有道路上拓宽整平，从石厂后
山经岢罗坨至西峰岭一段越岭线是开山凿石新
建而成，宽约3米，能单行一辆汽车。从石门营
分一路向北，经栗元庄、桥户营、曹各庄，越葡萄
嘴，经大峪、河滩接京门公路。“庞潭警备路”岢
罗坨至西峰岭一段上山路，至今大部保存，并改
为防火道。

门头沟永定东、西辛称村，在历史上是永定
河上的一处古渡口，也是一座繁华的大集镇。

“新潭古道”从新城开始，经何各庄、太清观、万
佛堂，翻过红庙岭，经桑峪到达潭柘寺。这条道
路几乎是直线，全长不到20公里，是京城到潭
柘寺最近的一条古道。这条古道主要用于商业
运输。潭柘寺一带盛产煤炭、紫石砚、青灰等，

有许多商品需要驮运，所以，此道上骡子、骆驼、
毛驴日夜不断，留下了很多痕迹。在明代“新潭
古道”得到了整修，部分路段修建了土桥，铺砌
了条石或石块。现今，从万佛堂至红庙岭的一
段古道仍保持着原貌，可供爱好者观赏。

“门潭古道”修建于唐代的“古玉河大道”，
是从北京到门头沟的主要道路，从石景山区的
麻峪开始，过永定河后，经大峪、东西辛房到圈
门，上九龙山，经峰口庵到王平口。其中，从麻
峪到圈门一段为平原，道路即宽又平坦。清康
熙年间，对道路进行过重修，清朝末期改建为京
门公路，解放后重修，并开通了圈门至阜城门的
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门潭古道”从圈门向南，
翻越南大梁，到潭柘寺，这条道路只有上山时，
几百米长的上坡路，到了山上之后，基本上都是
盘山而行的山路平道，绕过两个山头之后就到
了潭柘寺，全长约3.5公里。

“潭王古道”是从潭柘寺通往王平口的一条
古道。从潭柘寺经阳坡园、赵家台、十字道到达
王平口。王平口是京西重要的交通枢纽。在抗
日战争时期，斋堂地区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中
心，根据地的许多物资都是从这条古道运进山
里去的，八路军、武工队、县大队也通过这条古
道进入潭柘寺地区，打击敌人，并以此为依托，
向永定镇一带发展。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宛平
县委和县大队也是从这条古道进军潭柘寺地
区，并于1947年解放了潭柘寺地区。这条古道
既是一条西北部地区进入潭柘寺的古香道，同
时，又是一条具有革命意义的红色交通要道。

新中国成立后，潭柘寺的交通状况有了很
大改善。原来的古道已大部分被现代化的公路
所代替，有的古道也已经废弃不用了，慢慢地古
道随着时间的推移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人这一辈子注定会留有很多难忘的回
忆，其有如散落在时光隧道里的珠玑，经岁月
打磨，将镌刻着年轮印记的独有香气丝丝缕
缕释放。无声亦无形，却一次次夜半入梦，暖
了夏秋春冬。教师节临近这几天，一座边塞
小城、两张熟悉的面孔、数载青春时光，多次
在眼前浮现，牵着我的思绪，频频返至当初教
师梦启航之地，与此心灵之旅相伴的还有经
日月浸染浓郁得难以化开的师生情谊。

为上山下乡大潮所卷，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我市39万知青投身广阔天地，我在其列。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
大草原便是我第二故乡。在其广袤的怀抱里
历练了几年后，又为“知青中的高中生到地方
当老师”之风所卷，便来到了山西与内蒙的接
壤地——丰镇。小城不大，几条街巷，阡陌纵
横，满城的倒挂金钟叶翠花红，满街的风土人
情淳朴厚重。印象至深的是教育资源丰厚，
地方中学加铁路中学有好几所，且文学音乐
氛围浓厚，因从小喜欢这两样，初到便觉很亲
切。我就职的学校很空旷，连围墙都没有，宿
舍也很简陋，用水需手摇，吃饭需头天登记，
上下班就相熟的一条路，像极了《辘轳·女人
和井》里的画面与情调，古旧而真实，乡土而
本分，一切都运转得那么顺畅自然，在天然去
雕饰中弥散着一种原始而静美的味道。

因刚入行，学校为我们几个新人各配备
了一位老教师。带我的是教语文的王复生老
师，毕业于北京人大，文学功底相当了得，看
他的备课本就如同看地图，红蓝两色，标注清
晰。提问、重点、课文分析、作业，乃至字词句
无一不罗列在案，一看就知道下了多大功夫
和态度有多认真多严谨。每每目及，脑海里
总浮现出“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箴言
锦句，而每每对自己也定然是一种现场版的
鞭策和激励。它让初涉世的我领悟到，态度
也是学问，如杨澜所说：“做你所爱的，爱你所
做的”，方能做好做深学问。一生读诗词讲诗
词的“大家”——叶嘉莹先生说：“诗词可以让
我们的灵魂不死”，我体会：若非热爱之根深
扎、钻研之叶常绿，是断然不会将话说得如此
深刻的。因为热爱，我还常跟班听王老师讲
课，其用语、声调、神情、手势，听得我享受极
了，也受益极了。自小就喜整词弄句的我，对
语文越发爱得真，爱得切，且一爱就是一辈
子，至今都没爱够。受王老师治学精神的影

响，虽当时我月工资仅38元，但仍购买了不少
与教学及文学相关的书籍。现偶翻阅，总有
书香伴心香氤氲于陋室，此一段跟着王老师
专心做学问的静好岁月，永是我心头难以忘
却的美丽之虹；而从中获取的养分，当然也潜
移默化了我整个人生。

说也巧，多才多艺的王老师还会拉手风
琴，有过宣传队基础的我，不由分说又拜了琴
师。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笨鸟先飞”，我
是“笨鸟老飞”，恰彼时单身无牵挂，故每到周
日，偌大的校园里，只我一人一琴，按照王老
师的标注与要求，我一遍又一遍，反复拉，一
点儿不觉得枯燥，反相当知足，还有什么比干
自己感兴趣的事更幸福的呢？学校看我如此
着迷，就推荐我参加了县城举办的短期音乐
教师脱产培训班。在那里，我有幸结识了更
多名师良友。我们一起探讨切磋，一起长进
提高，又一段活色生香的激情岁月，至今想起
都贪恋不已。其间，有位栗贤政老师，小提琴
堪称全县首席，心性脾气还超好，弟子很多。
有话说：学问学问，连学带问。我这个学生还
真就做到了，尤其爱问栗老师，众学员也如
此。每次，栗老师都耐心解答，从没烦过。当
说，这正是栗老师诲人不倦百问不厌之可贵
师德的“本色出演”。资深却无需仰视，即可
获得真知，这为栗老师赢得好口碑一片。只
后来由于工作调动，我离开了小城，临别，栗
老师送我一把小提琴和一本相关教材作为留
念，至今，永难复制的此一段时光及运化的香
气，都是我心中金不换的珍藏。

当时尚“青葱”，今已逾古稀，一晃50年过
去，真乃逝者如斯！但诚挚而可贵的师生情并
未走远，也不会走远。上世纪80年代，王老师
来京，我这个徒弟得以当面致谢。90年代，我
曾带了很多北京特产专门回城看望栗老师。
老人家自是十分高兴，有如此弟子，千里迢迢
专程而来，知足了！大榕树下、常青藤旁，我师
生语稠话密，谈兴甚浓，互道珍重，相约再见！

轻轻地，我来了；轻轻地，我走了，作为参
加工作的首个驿站，我拜师从教的始发地，丰
镇小城很不一般。尽管之后又到过多地，但

“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其在我心中
的位置无可取代。而两位恩师的教诲与影像，
更作为点睛之笔灵动了其意蕴。这么说吧，千
里之外那人、那景、那情、那一方所在，永是我
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美丽隽永而绵长！

中秋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
之一，它最早起源于上古时代的“秋
夕祭月”。古时，人们对大自然中的
万事万物比较迷信，把太阳和月亮
当作心目中的神，以祈求上天助其
达成心愿，故而有“春天祭日，秋天
祭月”的古制。

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祭月的习俗，最开始的时候，“祭月

节”定于秋分当日，后来才变更为农历八月十五日。祭月的
习俗，早在周朝时即已存在，目的是祈祷国家祥和安定。汉
代是我国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融合时期，祭月亦随着各地文
化交流之传播而家喻户晓。

唐代时，中秋节成为官方认定的全国性节日。唐人殷
文圭的《八月十五夜》堪称颂月之经典：“万里无云镜九州，
最团圆夜是中秋。满衣冰彩拂不落，遍地水光凝欲流。华
岳影寒清露掌，海门风急白潮头。因君照我丹心事，减得愁
人一夕愁。”

宋朝之后，中秋节才开始广泛流行于民间，各种拜月祭
祀活动广为推进，月圆亦演变成“人团圆”的含义，成为寄托
国人情思的节日。明代在北京建月坛，专为祭月场所。清
代时则在乾清宫设宴摆供祭月，设供桌、悬挂月宫符象、所
供月饼大的十斤，中等的有三斤、一斤不等，还有数盘的小
月饼、酒茶、果品等。据《燕京岁时记》记载，“供月例用九节
藕”，这不仅独特，且为皇家专用，寓九九至尊之意。后来，
祭月逐渐演化为民间的赏月、颂月活动。

祭月活动为何能流传至今呢？人们除了拥有一种原始
的崇拜心理之外，还源于一种广为流传的故事，即传说在远
古时，天上有十个太阳，热得人们无法生存。神仙后羿神弓
射九日，环宇只留下了一个太阳，从此人间风调雨顺。仙女
嫦娥爱上了后羿，两人经常约会私定终身。玉皇帝大怒，将
二人打下了凡间。后羿向王母娘娘求来长生不老药，嫦娥
吃下后便升到了月宫。嫦娥虽身居琼楼玉宇，却孤寂难消。
这年八月十四日，她托梦给丈夫后羿，要他明日圆月之时如
此如此……

八月十五这天，后羿用面粉做成圆月之状，放在屋子的
西北方向，然后连呼嫦娥的名字。时至三更，嫦娥飞下月
宫，夫妻别后重逢，正所谓“中秋夜，月圆圆，人团圆”，因此，
人们把中秋节叫做“团圆节”。

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饼必
圆，分瓜必牙错瓣刻之，如莲花。纸肆市岁光纸，绩满月像，
跌坐莲花者，月光普照菩萨也。华下月轮桂殿，有兔杵而人
立，捣药臼中。”传说有一年，人间瘟疫蔓延，人们无药可医。

嫦娥让玉兔捣了很多药，并化做一个美丽的少女，下到凡界
为民治病驱灾，很快消除了瘟疫。为感谢嫦娥和玉兔，人们
每年的八月十五都上香拜月。可笑的是，玉兔明明是位姑
娘，人们却管她叫“兔儿爷”。

“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是古人祭月时的重要讲究。在
古代社会，年轻男女不能自由恋爱，只能遵守“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在封建礼教规约下，年轻男女见面的几率几乎为
零，只能将彼此的相思，寄托在拜月上。

古人不厌其烦地吟咏中秋之月，在众多描写中秋月的
诗词中，最能表达团圆节日内涵的当属苏轼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
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苏轼在词中，运用形象描绘手法，勾勒出一种皓月当
空、亲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氛围，神话传说与现实之境
融合一体，在月的阴晴圆缺中渗进哲学意味，将自然与社会
高度契合。尤其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仅表达了
作者对亲人的思念，而且对所有经受着离别之苦的人表达
了美好祝愿，充分显示出词人精神境界的丰富博大。

当下，赏月的仪式似乎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若说历史的
思留，怕也是只剩下“嫦娥奔月、兔爷捣药”等故事的点缀和
团圆宴上分食月饼了。现今过中秋节，人们大都是走亲串
友，相互拜望，而后阖家吃团圆饭，并没有什么固定的仪式。

每逢中秋，我都会想起小时候的月饼。北京最早的月
饼只有“自来红”“自来白”“团圆饼”三种，后来品种繁多不
可数计，样式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我却怎么也吃
不出小时的味道来。在我心里，家乡的小山村，那是我儿时
的天堂。家乡中秋节的夜色很美，一轮皓月升腾空中，大地
如撒了银，错落有致的房屋沐浴在洁白的月光里。

天上有个月亮，水中有个月亮，我心中亦装着一个月
亮，那就是小时候老家的月亮。月光下，我和小伴们跑累
了，坐在村中的场院的谷堆旁，吃水果、品月饼，听老人们讲
那些不知讲了多少遍的“嫦娥奔月”的故事。我瞪大眼睛，
看着圆月里隐约的图形，似乎里面真的有桂花树，真的有玉
兔捣药。其实，我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但就是愿意相信那
些都是真的。

突然，有人情不自禁地唱起歌谣：“月亮在白莲花般的
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
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在悠扬的歌声中，绵延起伏的山峦清晰可见，山岭田野
流动在毫无纤尘的月光下，尘世的喧嚣远去了，世俗的烦恼
亦不复存在，一切都是那样的安宁祥和。此时，我们的心灵
像被月光洗过一般。我又回到了小时候的故乡，又看到了
儿时的月亮，月亮还是故乡的圆呀！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

潭柘寺古道
任成壮

老师，我要送您一轮明月
魏亚旭

中秋

金色的桂花香飘十里

清爽的秋水流淌清辉

丰收的田野硕果累累

秋果记录着您的收获

秋桂芬芳着您的奉献

秋月映衬着您的品格

铭恩教师节

团圆中秋节

两样深情

寄托一轮明月

亲爱的老师

我，要把它送给您

送您一轮明月

用美丽凝聚您手中的彩笔

解答疑难

渲染快乐的图景

弹奏幸福的旋律

编织动听的诗篇

书写比大海还要广阔的美丽

描画天空中耀眼的繁星

送您一轮明月

用深情举起金色的梦想

浸润美丽宽敞的校园

写下充满诗意的执着

倾注如水的纯净

浇灌浓郁葱茏的绿色

升腾起深远的梦想

定格成满足的笑容

托起隆隆的时代列车

向未来奔腾

老师，我要送您一轮明月

寄托我的深情

愿您烦恼无影无踪

愿您佳节幸福喜庆

愿您快乐如影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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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方师恩绵长
吕金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