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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口关是喜峰口至山海关中间一
个较大的关口。西距白羊峪关12公里，
东距刘家口 12公里，南距迁安城 25公
里。冷口关地势险要，各朝各代都派重
兵把守。明代戚继光当蓟镇总兵时，曾
在此修边城、筑敌台，作为要冲。那时，
冷口正在成为中国军队长城抗战的一
个主战场——今天说这样的话没事了，
五六十年代因为这么说，我被打成了

“右派”。
“蒋介石抗日啦？变啦？”起初，乙

化有些怀疑。
“毕竟是中国人！毕竟是中国军

队！他蒋介石不能做千古罪人！”洪道生
说。他觉得老蒋抗日在情理之中。

“不抗日是暂时的，抗日是长久的；
不抗日是偶然的，抗日是必然的！”赵光
路也振振有词。他挤眉弄眼的样子我
真不喜欢。

“听说商震将军还是有正义感的！”
我随口说道。对这样的话我并没有什
么把握，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政委”的意
见。堂堂义勇军的政委，不能没有

“意见”。
大家都这么说，也就打消了乙化的

顾虑。会上乙化拍板，义勇军撤至山海
关内，同32军会合，寻求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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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到达冷口，等待我们的却

是——缴械，驱散。听说是奉了上级的
命令。我们连商震的人毛都没见到。

赵光路气得嘴唇发抖，对32军破口
大骂，也把李金山骂了个狗血喷头；我和
洪道生暗中嘀咕，想跟他们拼了；乙化眼
睛里直喷火，但是很快平静下来，他用一
句话反复劝我们——“留得青山在，不
怕没柴烧。”

我们的队伍就这样被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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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解散，我痛心疾首，懊悔不已。
抗日救国，抗战杀敌，为
什么国民党就不让呢？
这次失败，怪自己年轻
幼稚，轻易相信了32军。
但是，我本人没有败在

日本人手里。没关系，失败了重新再来！
反正不打走日本鬼子就誓不罢休！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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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北平的春天来得很晚，3月
底柳枝才发芽。

乙化回到中国大学已经一年，我和
赵光路、郭顺开的餐馆也已经整整三个
月。“东北杀猪菜”在前门一带非常有名。
开餐馆前我们拉过车、卖过报，澡堂子里
给人搓过澡，戏园子里端盘子伺候人家
喝茶水吃点心，这些都干过。后来有了
一点积蓄，我们就开了“东北杀猪菜”。
乙化长期住在劈柴胡同洋车行里，课余
时间拉拉洋车，更多的时候是代课和写
稿，挣些生活费。如果是周末，他也会来
餐馆帮帮忙，我们偶尔喝点酒。后来，餐
馆生意越来越好，乙化的学费就不成问
题了。我们的吃喝也不成问题。只要
不谈时事，我们从不叹气，但是做不到。

在冷口被遣散，我们三个人跟随乙
化来到北平，他继续学业，我们自谋生
路。乙化插入政治系 13班学习。洪道
生带着他的弟兄们钻进了深山老林。
李金山嘴上抹蜜留下了张大妮。王雪
操本来也想到北平，但是乙化让他跟着

洪道生进山，确保留下抗日火种。开餐
馆后，乙化曾带着一个东北老乡来吃饭，
他叫才山，可是来一次就不见了。

吴澜倒是常来，他出手大方，坚持
吃饭给钱，弄得我们直跟他急。那时他
跟乙化整天忙于“政治学社”的事情。后
来，我们成为战友和一生的朋友。

乙化和才山认识是在一年前，那天
我和他去铁狮子胡同，准备在东北救亡
总署跟各路义勇军头头见面。路上乙
化情绪高涨，竟然唱起了歌：“不要皱着
眉头，大众的歌手，路途是多荆棘的，黑
夜总有个尽头。要提防掉进陷阱里，跌
倒就要爬起来，挺起胸膛走，黎明就在前
头！”那天，我们结识了许多人，这其中就
有才山。才山那时还叫才治安。我们
一见如故——这个词儿不知用得对不
对——决定利用东北义勇军绥西垦区
这块招牌，秘密发展队伍，建立抗日
武装。

一年来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1933
年 3月，国民党第 29军、第 17军将士在
长城喜峰口、古北口与日军激战，重创日
军，29军大刀队闻名中外；3月份，红军
打破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中央苏
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红军迅速扩

大到八万人；5月下旬，察哈尔民众抗日
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
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
指挥。报纸和电台的消息令我们激动，
眼睛比老鼠的还亮，恨不得立刻上前线
打鬼子，可是前线在哪儿呢？

“在哪儿？在长城边上。喜峰口、
古北口，不都是抗日的地方吗？宋哲元、
冯志安、赵登禹，不都是抗日将领吗？我
说过，国民党不抗日是偶然的，抗日是必
然的。咋样，我说对了吧？”赵光路耷拉
着一条独臂，振振有词，脸上有些得意。
这阵子，他没怎么说梦话。

我一时无言以对。但是我感觉他好
像话里有话。他似乎忘记了被遣散的事
情。郭顺拿剩下的一只眼瞟乙化。

“29军抗日不假，宋哲元、冯治安、
赵登禹也是好样的，咱服！但是，说蒋介
石的国民政府也是抗日的，还为时过
早！”乙化语气平和，不急不躁，“从去年
春天到今年春天，除了让咱们高兴的事
情，同志们，毕竟还有一些让咱们添堵的
事情啊！”

是啊，这一年确实还有另外一些大
事，令我们憋屈、恶心，像是被人强灌下
一碗带鸟屎的粥。1933年 3月，热河省

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日军以128个骑兵
的先头部队，兵不血刃占领承德，热河沦
陷；4月，北平教育界公葬李大钊，遭军警
镇压；5月，中日签订《塘沽协定》，中国军
队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
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
西、以南地区，以后也不得越过该线及作
一切挑战扰乱之行动；10月，日本指使蒙
古德王在百灵庙成立所谓“内蒙古自治
政府”，妄图实现“满蒙独立”、“以华制华”
的目的；1934年1月，在日本关东军的导
演下，“满洲国”改称“大满洲帝国”，在新
京——今天的长春——恢复帝制，溥仪
当上了康德皇帝。这些事情令人愤怒，
我们对国民党的失望和对日本人的仇
恨，每天都在心里翻腾。

“别忘了，国民党同日本人签订《塘
沽协定》是真的，蒋介石对苏区发动‘围
剿’也是真的，我看他剿共的热情比抗日
的热情还高！”乙化给大家分析，“另外，
溥仪就任皇帝，内蒙古德王宣布自治，这
是日本人企图搞‘满蒙独立’，形势严峻
啊同志们！”

大家都觉得有道理，牙齿咬得“咯
咯”响。

（未完待续）

周诠

白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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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钟情的光阴，无非是想起已过季
节的一些情味，然后端庄下笔。眼下，刚
刚好。

（一）
曾和友人说：春日，本该是梨花满地，

青阳照水的光阴，却竟是阴霾笼罩，长风
浩荡。

江城腊月，病毒肆虐。纵是山遥水
远，看着病者离去，医者奔忙，难免揪了人
心。惶恐不安而又小心翼翼的光阴，总想
寻些喜好，或将自己安置在一阕老旧的词
牌里，冲淡思绪，却又偏偏安生不得……

世间，时隐时现的无常悲喜里，总有
些不动声色的善良，成了被人念及的旧
事，穿过黄昏或者小巷，熨帖人心以及光
阴。至今亦常记起某些人的名字以及他
们春风十里的模样，便会倏地鼻子一酸，
惹出些絮叨：从此无恙，从此无恙。

（二）
老家的村口，亦设了关卡。我回去的

时候，在邻里乡亲憨厚朴实的微笑里测
温、登记。大抵识字不多的缘故，乡亲的
字写得极慢，字的样子亦是歪歪斜斜、松
松散散。写好了，便大声地念给我听。说
是怕有差池，日后添了麻烦惹了事。以为
粗服布衣，大多只想些寻常的雨雪桑麻，
其他都会置身事外。而今看来，倒完全是
自己的偏颇了。于是，我微笑着点头，在
内心向他们致意。

夏日的故乡，很美。
那间洒满阳光的老屋已经不在，但我

依旧喜欢站在院子里，在一株花草或者一
处青苔上寻些心事。

院落外的胡同，被东西邻里的房子夹
着，日光极少，常年幽幽暗暗。墙根或墙
角之处，苔痕遍布。亦有一种被称为铜丝
草的植物，初时茎条碧绿，慢慢地，色如古
铜，而秆则不增，依旧细如丝线。若遇光

照，亮闪闪的，好看极了。铜丝草极富韧
性。曾和家姊一起，用尽气力，或拔或剪，
之后去掉叶子，便开始用它比试力气了。
两人各取最粗壮的一根铜丝草，交叉成十
字，回折后双手握住各自的两头，站好后
用力向自己的一边拉扯。若铜丝草不断，
被拉过去的人便输了；如若草被拉断，也
便算输。纵是萧瑟悲凉的岁月，亦会有些
乐子，它们都藏在老屋及院落的角角落
落，常被我们寻来，消磨光阴。

《本草拾遗》等药书记载，铜丝草性味
甘平，导湿利尿，能主治水肿、风湿痹痛、
跌打损伤。倒不知母亲是否看过医书，只
记得每遇牙痛或跌打，母亲便到巷子里取
些铜丝草，清洗浸泡，那水便有了药性。
其实，波澜与困顿的生活里，更见温暖、妥
帖，荡气回肠。

尽管胡同潮湿，但我却极喜欢。
十几岁便开始与母亲、家姊以做女红

补贴家用。那时的夏天，我们大多一整天
都要坐在胡同里，在沙发巾或桌布上缝补
花朵、叶子以及各种图案。石湖居士诗
云：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诗中
的日子，寻常却也意趣横生。而我们却是
毫无意趣，手指时常被针刺破，稍做包扎，
便又急火火地穿针走线。唯恐稍有停滞，
误了时辰，所得甚少……

常忆起那时篱栅旁的蒿草，疯狂凌
乱，桃树、杏树的枝丫横出石墙。苍苔侵
阶入室，而我们只是自顾绣补花朵、绣补
光阴以及生活。

而今，每常闲了，喜欢拿件老旧衣衫，
裁裁剪剪。一番摆弄拼接，便又多了件入
心随性的衣服。这手艺，丝毫未辜负曾经
的光阴和苦难。

回首时，你会原谅之前生活对你所有
的刁难。这话说得极好。

（三）
故乡的老磨房，还在老地方。那次我

去看它，它眼神空蒙，斜倚在夕阳里。透
过灰蒙的窗子向内张望，墙壁上挂满面粉
和尘埃，细碎而寥落。

那些老旧的机器，曾经振奋而耐心地
打磨生活，而今却再也寻不到那时的锐
气，只是安静地卧着，看光阴和人事往来。
依旧记得那个乡邻，在磨房门前的石墩
旁，摸着瘪塌塌的帆布口袋，吸了口旱烟，
然后笑吟吟地说：够吃些日子了。

磨房墙角的杂草还在疯长，倾颓的砖
墙，掉漆的门窗，而每一处都似乎有一个
无从说起的故事。

街道两旁曾经有很多凤仙花，红的、
粉的、紫的，娇娇艳艳的，煞是欢腾、讨喜。
若是遇了相熟或儿时玩伴，便会坐在街
边，一边闲聊，一边摘些凤仙花，用石头轻
轻捣碎，边说话，边染着指甲。

这个秋天，老磨房变成了咖啡屋。
曾经的墙壁已被重新打磨，细腻却

并不耀眼。一抹夕阳温暖地照在墙壁
上，那色泽泛着些微古意。像极了那些
老电影的背景，而那个一直被你念及的
人，歪歪斜斜地穿过梨花盛开的小径，坐
在半掩的柴扉前等你……怕是自己的样
子失了神，便紧着说道：其实，这里更适
合看书或者念些旧事，然后等夕阳慢慢
地挂满帘栊。

几张铁艺桌椅随意摆放在院落里。院
落地势不高，因地处村边，倒也十分开阔。
落座其中，亦可看到东南方向，青霭环山，
翠屏开野。不远处，一片格桑花，正开得旺
盛。天清云淡，这花竟生出几分清丽来。

若是天气温和，与三两相识，闲坐院
中，清茶或咖啡，阔论或闲话，都无不可。
心中宁静安详，门外万物生长，光阴便也
当得起生动二字了。

那辆内心中被我命名为诗和远方的
车与这座老磨房一样，亦在秋风里与我告
别。其实，人间万物，都有自己的来路和
去处，愈是好的，愈不坚牢。有人说：寻不
回的，干脆断了念想。而我，终究善怀，权
当多藏了几分心事，暖自己，也暖光阴。

（四）
大多时候，确是不太与人亲近，不是骄

傲，也不是清冷，只是习惯沉静。自知不过
一个烟火家常里的女子，宜家宜室便好，不
作他念。如此，便清闲、坦荡了许多。

友甚少。留下的，定是些明媚的交
集。经不起打量的，便早早散了，自是落
得清闲。

秋天本不喜外出，怕是落木萧萧，惹
了惆怅。兼有疫情防控，更不愿往人多
处。得先生恳切相劝，且九眼楼地处故
乡，昨日便欣然而往。

远方阡陌多呈黄色，大多是些尚未收
割的玉米、高粱。秋风一吹，脆生生地响
成一片。人说一场秋风，百样情怀，竟是
真的。你看，杨树、柳树、格桑花都渐次零
落，菊花却在秋风里开得异常热闹、欢生。
曾以为青帝有失公允，其实只是我们可以
忘却，三月，桃花明媚，开遍山岗。

九眼楼是个好去处。山底溪水潺潺，
或蜿蜒而下，或数石相叠而成小潭。潭水
清澈见底，与这山峦秋树倒是最为相宜，
彼此竟都生出些远意来，耐人寻味。小潭
旁多是草地，本是萧萧落木时节，那些草
却茂盛碧绿，生机盎然，颇有些初春气象，
令人万般欣喜。想必再寻常的事物，若在
心悦的眼光中，也便极不寻常了。

（五）
一重山水，一味人生。
如此，山顶之上，想必全都是些心事

与故事了。
（文章由区文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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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想写些文字，把两年前的一次获奖经历记述下来，
用来感谢那些帮助我的人们。无奈岁月不饶人，总是难以
成文。可是心中的感激总是催着我，一点点儿地，最后形成
了这篇回忆性文章。

“冯老，您好！您撰写的《我和八达岭长城的情缘》一
文，荣获全市‘改革开放40年征文’三等奖第一名。向您报
喜！”2018年12月1日早晨6点，当我从睡梦中醒来，突然看
到区委宣传部小兰发来的这条微信，我十分欣喜，感到这大
奖来得太不容易了！这不是我一人的荣誉，这里包含着小
兰和《延庆报》多位编辑的心血，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这年夏天，我看到《延庆报》刊出“我看改革开放 40
年”的征文启事。我出生在解放前，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也是改革开放 40年的见证人，更是受益者。我在本地从
事宣传工作长达 30年，积累了各行各业可喜变化的大量
素材。在归纳整理了数百条新闻素材后，我选定了方
向：八达岭长城。八达岭长城经过改革开放 40年，从文物
保护、景区整顿、文化提升等各个方面都卓有成效。经过
几番思索，我选择了各国元首登临长城这个视角。全国
乃至全球，如以区县接待来访的外国元首人次来看，我们
延庆应属第一。

五易其稿，稿子初步写成。后来这篇稿子又根据多位
文友的修改意见进行了完善。然后投给延庆报社，编辑们
对文字进行了细致加工，并建议把原来的题目《不到长城非
好汉》，改成《我和八达岭长城的情缘》，并刊发在《延庆
报》上。

为了响应全市征文的号召，小兰从本区众多媒体上精
心筛选，选中了我的那篇文章。12月1日凌晨，市评审团正
式公布评选结果。小兰告诉我，这次全市共有24.5万人次
投寄征文。评出一等奖 10名、二等奖 20名、三等奖 30名。
难得在我退休以后，还能获得殊荣，怎不令我欣喜心动！

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们，人生路上，有你们相伴，很温
暖，很幸福，很知足！ 摄影 九眼楼的金色秋天 张顺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