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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门头沟的深山区，祖祖辈辈
都是山里人。从小我看着家乡人出山，他
们全靠用脚丈量京西古道。童年时代，汽
车倒是开进了山，可离我的家乡还很远。
往东，翻越大寒岭关城，攀15里古道搭矿
区的班车再倒火车；往西，走18里古道
到军响才有公交车。一条千年古道连接
山外，不管往东往西走哪条路，都是早出
晚归两头见黑。

40年前，我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姑
娘。有天晚上，妈妈跟我说：“明天，跟你
姐就伴儿上回门头沟，记着跟紧了，千万
别走丢了。”

对每一个山里的孩子来说，山外的
世界就是个谜。那传说中的高楼汽车在
脑子里想过无数回，终是模糊的模样。
十万大山挡住了童心的向往，看一眼山
外精彩的世界是他们太久的渴望。长这

么大我还没出过山呢，妈妈说的门头沟
就在遥远的山外。

我和姐姐后半夜出门，天上繁星点
点，四周漆黑一片。没有手电，只能凭记
忆和微弱的星光掌握方向。我们拉着手
相互壮胆，不说一句话，好像一说话就能
把附近的妖魔鬼怪招来一样。

深一脚浅一脚几乎是一路小跑，磕
一下绊一跤根本顾不上理会，爬起来接着
赶路。一来怕误车，二来也不敢停下来歇
息，在漆黑的野外停留只能加重恐惧。

我俩一路往东步步登高，离村越来越
远，胆也越来越怯，时不常有夜风呼啸，在
寒夜里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声音，这时姐姐
会突然攥紧我的手，我更是抓紧她不敢松
开。脚下生风，就像后面有追兵一样。

传说大寒岭关城是古代大汉和契丹
的分界岭，山高风大是个风口。老人们

常说这里曾是古战场，附近埋着好多死
人，不管白天黑夜人们从此经过都感觉头
皮发麻，后背冒凉风，可这是出山的必经
之路。

跑了这半宿，天没有一点要亮的意
思，盯着前面关城的轮廓，阴森森的门洞
像狮子的大嘴，想起老人常说的话，我的
腿不由地发软，姐姐使劲攥着我往“狮子
嘴”里拉，我硬着头皮闭上眼睛，任凭姐
姐牵木偶一样机械地迈步。风从门洞急急
穿过又冷又硬，只把我们往外撵，脚下砖石
瓦块磕磕绊绊，我们只能弓着身子戗风使
劲往出闯，风太急时我们就抱在一起。

翻过大寒岭关城，深一脚浅一脚不
知怎么摸到山下，回头望一眼走过的路，
哪儿有路？不知道我俩是怎样从这黑黢
黢的大山上下来的。

那是我头一回坐车，上车就迷糊了，

只觉得摇摇晃晃颠簸的厉害，全是山间
土路，到了一个叫玉皇庙的地方，天才蒙
蒙亮，下车还要等火车，不知道又坐了多
久到城子火车站，这才算到了门头沟，天
也快中午了。

下午,我和姐姐坐火车倒汽车原路
返回，下了汽车天就擦黑了，接着爬坡下
岭顶着寒星往家赶，到家一头扑到炕上，
头还没挨着枕头就睡过去了。平生第一
次出山，干了什么，见了什么我一概不记
得了，只有那往返20多里夜路让我难忘。

这是19世纪70年代的事。到了80
年代初，一条简易公路修进了村，村里有
了第一辆马车，虽然还是土路，但山里人
出山方便多了。我到斋堂中学读高中
时，离家30里，每星期回一次家，走一半
乡村公路坐一半公交车，有时运气好搭
一段马车，坐在车上晃晃悠悠感觉特美。

随着改革开放后党的“要想富，先修
路”的富民政策，国家加大对山区公路的
建设。19世纪90年代后期，为了彻底解
决山区百姓的出行难，实施了“村村通”
工程，宽阔平坦的柏油路逐渐取代了尘
土飞扬的土路，人们出山免去了往返徒
步的辛苦。

现如今，村村都通了公交车。家门
口坐上空调大巴车，说笑之间，打个盹儿
的工夫就出了山，就像去亲戚家串了个
门儿。家里有汽车的更方便，说走就走
说回就回，想想从前，再看看现在真跟做
梦一样。儿时出山的经历，成了讲给孩
子们的故事。

纵观改革开放40年，山里的道路交
通从土路到柏油路，从村村通公路到村村
通公交，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抚
今追昔，不由让人感叹：真是换了人间！

40年山乡路
吕秀玉

与浩然老师在一起的日子与浩然老师在一起的日子
李德禄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刚从部队回到地
方，区里便派我陪同浩然老师去涧沟村体
验生活，我心情激动之余还有些许忐忑。
浩然老师的《金光大道》《艳阳天》脍炙人
口，无人不晓，能与名扬全国的大作家待
上一段时日，那绝对是我的荣幸！

清晨，我们乘坐一辆马车在山路上颠
簸徐行。车子转过一道道沟洼，曲曲弯弯
地盘上水库大坝。山高天低，旭日初升，
涧谷荡起如烟似雾的云气。我们坐在山
石上小憩，同行的诗人李学鳌老师立于崖
边感慨：“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
家。杜牧这个‘生’字了得。古人认为云
触石而生，而石卧谷底，这云便生自涧谷
之深处了，若将这个‘生’字换成‘深’字，
不也很惬意吗？”

浩然老师笑了：“生与深二字均可描
绘出‘寒山、石径、白云、人家’这幅风景
图，但‘生’字不仅有‘深’的意境，而且有

‘生’的动感，所以还是不换为好。不过，

您老兄这个‘深’字并非谁都能想得出来，可
见您不光诗写得好，对用字也颇有讲究呢！”

我静听默想，浩然老师名气之大，学
识之广，仍在一字一句地雕琢，难怪他的
名篇巨著受人称道。我不由想到贾岛的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他反复推敲
之后才决定舍‘推’而用‘敲’。细细想来，

‘敲’字不仅有‘推’的动作，亦有‘敲’之声
音。‘敲’字似是在征得主人的同意，彰显
礼貌大方，而‘推’字则显得莽撞些了。由
于他用字精准，才有了“二句三年得，一吟
双泪流”的经典。蓦地，我明白了，跟浩然
老师学什么？学的就是严谨求精的创作
精神。不然，就像个开了一辈子车的司
机，只能是个熟练工，永远成不了技师!望
着山下碧绿的湖水，看着四面青翠的山
峦，吾心涌出：“极目山川无尽头，云雾缭
绕溪长流。岁月不改山河貌，人间世代争
上游”的感慨。是啊，浩然老师身上体现
的，不正是这种学无止境的精神吗？

在涧沟村，我们每天吃派饭，每
到一家，浩然老师便与户主聊上一
阵儿家长里短。他从不打断别人的
话头，总是笑容可掬地静听。尽管
聊得都是乡下人的平常生活，可他
像总也听不够。我问老师，咋对这

些锅碗瓢盆的琐碎事那么感兴趣呢？
浩然老师笑了：“啥叫生活？生活就

是平平常常的人和事儿。我们作品中的
人物、故事、情节、细节从哪里来？就是从
老百姓真实而平凡的生活中来的呀！当
然，光有生活还不够，还得在平常中寻找
不平常，在琐事中挖掘典型，这样的作品
才能真实、生动、鲜活!”

我脑子里闪现出《艳阳天》《金光大
道》里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就像生活在我
们身边。老师平平常常的话使我心灵震
撼，他那么大名气，却对我一个无名小辈进
行细致入微的指点，我心存感动之余，更体
会到他对文学新人的呵护与期望!

一次，村里有人结婚，浩然老师进进
出出地跑了好多趟。回到住地就在小本
子上划拉了一阵子。李学鳌老师说：“他
呀，啥事都爱凑热闹，那个小本子里都是
故事，比杜十娘的百宝箱还值钱！”打那儿
以后，我也有了记事的习惯，嘎七码八地

也攒了几本，随手翻翻，常
有意想不到的妙处！

在涧沟村的日子，正是
玫瑰花收获的季节。我们
与村里人一起上山采摘花
朵，人影在花丛中闪动，笑
声在山野里回荡。姑娘们
放开歌喉，歌声飞上天空，
笑得彩云乱颤。漫山遍野
的玫瑰盛开怒放，山里红花
开得欺雪赛霜。我触景生
情，随口吟道：“山里红花白
似雪，玫瑰花开满山红。歌
声荡得彩云醉，不羡神仙慕
花农。”

浩然老师笑着说：“由
心而歌，随景而吟，天然去
雕饰，行啊小李子！”我知道
我不懂诗，红着脸说：“信口胡诌的，忘了
二位老师在跟前儿了……浩然老师说：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认准了一条路就得
坚持走下去。人生的路就像深长的隧道，
无论多远，前面总有亮光，走下去就是希
望！”

我与浩然老师在一起待了七八天的
时间，在人生长河中不过是眨巴眼的一瞬

间。然而，对我来说千金难买，万金难求，
他给我的收获是一生一世的。这之前，我
从未写过小说，老师的教诲使我有了尝试
的勇气。渐渐地，从短篇、中篇乃至长篇，
亦敢乱笔涂鸦了。尽管不成熟，毕竟在文
学创作的路上迈开了脚步。

浩然老师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在一起
的日子，成为我镌刻在心的永久思念！

入冬时节，很多农村家庭都喜欢制作
一些时令小菜，利用新鲜的萝卜、白菜等
腌制可口的泡菜、酸菜等。我的家乡龙泉
务也有一种传统小菜——酸萝卜条儿。
每到秋天很多家庭都要腌制一坛，它是整
个冬天必不可少的佐餐之物。隆冬时节，
寒风凛冽。坐在暖暖的屋子里，端上一碗
滚烫的小米粥，就着一碟爽口的酸萝卜条
儿，那种美味，简直是欲罢不能。

其实腌萝卜条儿的过程很简单。秋
后从市场上采购一些白萝卜、水萝卜、胡
萝卜、白菜等原材料就有了。说是萝卜
条儿，其实是以萝卜为主要原料，其他很
多菜几乎都可以用。首先要把缸刷洗干
净，放在一个阴凉而冬天又不至于结冰

的地方，再把各种原材料择好洗净，青辣
椒是必需的。辣椒要挑选没有虫眼、外
形完整的，一般要把辣椒柄剪掉半截。
青辣椒里有几只红色的更好，颜色好看，
萝卜、胡萝卜切成小手指粗细的条儿备
用。都预备好了之后，就往缸里装了。
装一层萝卜条儿，上面码一层辣椒，辣椒
的多少凭个人口味儿，喜欢辣的就多放
些。然后撒一些盐，盐要大粒盐，精盐不
行。盐的多少也凭个人口味，喜欢咸的
就多放点儿，喜欢酸的就少放。这样一
层层码放下去，直到装满。装完后，需要
用一块扁圆的河光石压在上面，这块石
头比缸的口沿稍小些。因为年年都腌
制，所以家家都有这样的石头。压好后，

加入清水，直到没过最上面的菜为止，最
后盖上缸盖儿，这是为了防止灰尘、虫子
等落入，而不是为了密封。此后,就是等
待了。大约半个月之后，就可以食用了，
不过这还不是最好吃的时候，等到辣椒
味儿已经散发出来，味道才更好。

我个人认为，腌制酸萝卜条儿时，在
缸底码放一些整根的小萝卜和胡萝卜，上
面放些绿的萝卜缨、红的胡萝卜条、白的
菜花，看起来漂亮，吃起来也口感各异。
上面的吃完了，缸底的整根小萝卜和胡萝
卜也腌透了，那时再切成条吃，口感极
好。在各种原材料中，鬼子姜是很好的食
材，大块儿的需切开，小块儿的整放就
可。还有一种叫甘露的，颜色雪白，极其

脆嫩，也是腌萝卜条儿时极佳的配菜。
腌萝卜条儿看起来容易，但要想腌

好，各种原材料的选择搭配，咸淡、酸辣的
精准掌控，都需要经验与智慧，甚至是想
象力，其中的分寸只有亲为者方能拿捏。
世间事往往如此，看别人做着简单，自己
动手才知道其中的难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受自
然条件限制，各地都有自己的饮食特色。
可能有人觉得酸萝卜条儿难登大雅之堂，
不是什么高档食物。但在我的家乡，吃腌
酸萝卜条儿是会上瘾的。许多居住在外
的龙泉务人，最喜欢吃的小菜就是酸萝卜
条儿。酸酸辣辣中，仿佛可以品出家乡的
味道。

一条古街

行走千年

一炉窑火

千年不灭

我用一个夏天的思索

揭开你谜一样的面纱

端详红盖头下你的模样

从踏进村口开始

从嗅到皇家气息那刻

我看见一个个草根兄弟

目光深邃

从历史皱褶深处走来

步履匆匆

向古街深处走去

我那抑制不住几乎快要跳出喉咙的心脏

连同满腔血脉喷张的渴望

几乎要追上去问个明白

数百年的皇家威严

惊艳世界的华夏文明

就是你们

用那一双双粗糙的手

一颗颗工匠的心

在通红通红的炉膛里

烧造而出

琉璃渠啊

你有讲不完的故事

唱不完的歌谣

数不清的瓦片

写不完的传奇

更有如梦一般的神秘

棵棵古槐

排排老宅

诱人的炸糕

淳朴的乡亲

在千百年的轮回中

你以刚毅为经

勤劳为纬

编织着辉煌

抚平着创伤

见证着沧桑

收获着希望

你因皇家兴盛而兴盛

更从涅槃磨难中新生

日寇铁蹄都不曾让你屈服

滔滔永定河记下了你的忠贞

你用永不服输的劲头

守望着一方青山绿水

携街坊四邻

用低碳赢得生态

用古街唤起乡愁

描绘着新时代的美丽乡村

树起一面旗帜

唱响一曲新时代的赞歌

那人 那街 那琉璃
陈永丛林之王

大峪二小 六（3）班 周伊婧

前排右一为浩然老师，第三人为李学鳌老师。
后排左起站立的第一人为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