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一片土地离不开湖泊、河流、山
川，一座城市，同样也离不开桥梁、道路与街
区，这些符号化的东西，如同一个人身体的
脉络，联结起来的，是城市的魂魄。

时间的记录线

在我们老秦皇岛人的记忆里，雨来散就
是那个铭刻终生的符号。

雨来散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有关这
个名字的由来，当时有一种说法，说这里过
去是一个天然的说书场，平时人们经常聚在
这里听说书，一下雨就轰的一下散了。

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经常来这里玩，因为
雨来散的书场就坐落在这个城市繁华的中
心。这里不但有书场，还有电影院、百货公
司、菜市场和美食，比如一家叫天宝斋的熟
食店，以叉烧肉而著名。这里还有一条叫长
城马路的街道，很短却热闹，路人不断。

太阳照在这条街道、照在人的身上，暖洋
洋的，让记忆也暖了起来。我喜欢沿着马路
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有时去东方红百货逛，
有时也会在街上看热闹。朝阳街、清真街、西
前街、西后街、双兴街、道德街、民主东街，各
种各样的名字里写着历史的轨迹。有些名
字，带有古老年代的印迹，像长城马路，是因
为上世纪20年代这里有一座长城煤矿而得
名。也有些名字，明显是解放后的重新命名，
像朝阳街、民主东街、东方红百货，这些地方，
都是我少年时流连忘返的逍遥去处。

雨来散的前面还有座老天桥。这座桥
曾经是城市的分界线，它是道南与道北的标
志。雨来散处于道北地段，桥的那一边，就
是道南。

在这座城市里，“道”有两种解释，一种
是道路，一种是铁道。

这个城市的铁路有百年历史。光绪二
十年（1894年），津榆铁路继续延伸，向西修
至北京，向东修至山海关，拉开了京奉铁路
启帷的序幕。1919年，京奉铁路南移，新增
设南大寺站和秦皇岛站。直至1919年京奉
铁路绕线工程竣工，让新兴的秦皇岛成为京
奉沿线上最重要的站点之一，市内铁路全线
增长了1.25公里。

这增长的1.25公里路线，像一条弯弯的
玉带，穿越了这个城市，形成了一条分界
线。从此开始，就有了“道南”“道北”之称。
也因此，这里的“道”不是马路，是铁路。

拱形的过街天桥，把城市划分成两个区
域。过去的道南道北是不同的世界。因为
道南不远处有一座天然的良港——秦皇岛
港伫立在那里，贸易发达，经济繁荣，到处都
是高低起伏的洋房、商铺，还有鲜花锦簇、松
柏成林的开滦广场、三角花园，及南山一号
楼漂亮高级的别墅；而道北则是平民区，低
低矮矮的平房，下雨时落满污泥的土路，满
大街挑着担子叫卖着的小贩，以及从柴火市
到雨来散，再到老天桥市场、长城马路熙熙
攘攘、忙忙碌碌的人群。

老天桥串起来的两个世界，也构成了最
初的城市格局。解放后，道南道北的差距缩
小，道北的雨来散渐渐成为市民活动中心，
无论是道南还是道北，还是从渔村到城市，
这座城市就在铁路与港口的相互辉映下，从
少年走向成熟，站在天桥上，才可以看见一
个城市真实的姿容，纵横交错的铁道线就如
同城市的血管，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它血脉
贲张，又筋脉匀称。

我们就是在铁道边长大的孩子，在雨来
散寻找说书场，在长城马路寻找同伴们，在
老天桥上看火车开过。日子过得悠闲快乐，
虽清贫却惬意。

雨来散真散了

不知什么时候起，记忆里的雨来散渐渐
消失了，不仅是它，一切都消失了。长城马
路变成了东环路，雨来散变成了太阳城，民
主东街胡同、西前街、西后街都没有了，道南
也没有了标志性的缸砖路，开滦广场、三角
花园也都再也找不见了。

记忆里，暖洋洋的阳光开始变得喧嚣起
来，而铁路依然存在，它依然穿越了城市，像
一个目击者，见证着身边的变化。

一座座高楼，一条条马路，一片片中心
花园，一个个商业街区，取代了记忆中那些
怀旧的景物。那些墙角里晒太阳的老人，被
时尚的青年男女取代；那些匆匆而过，提着
菜篮子、骑着自行车三轮车的行人，被开着
车的路人取代；那些小小的巷子，变成了港
城大街、燕山大街、建设大街、迎宾路、海阳
路、建国路，每一个名字都透着大气、豪情；
那些低低矮矮的民居，变成了湾海一号、金
梦海湾、秦皇半岛、南岭国际、碧海云天、香
邑溪谷、碧水华庭、翠岛天城、首府、果岭湾，
与它们雄伟的名字相配的是，这里每平方米
平均都要万元以上……

我们依然喜欢在过去的雨来散一带行
走，但是眼前已经没有了熟悉的风景。过去
的百货公司，成了家乐福、乐购、苏宁电器、
广缘超市，过去的天宝斋、宝星饭店，变成了
星巴克、肯德基、必胜客，说书场没了，现在
是中影国际、金逸影城、星美银谷……

城市变了，变大了，变美了，变得越来越
让人不认识了。

而我，也在变化中成长。40年过去了，
我已经从少不更事的孩童成长为壮年，结
婚，生子，买房，买车，也住进了1万元1平方
米的“豪宅”，也开起了20万元左右的车，这
在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在有空调的
屋子里，看着窗外的大海，海面扬起白色的
风帆，遍布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那片海
滩，过去我们瞒着大人，光着屁股跑来跑去，
现在，修成了万米长的海边栈道，沿着栈道
走去，可以从城里一直走到海滨城市北戴
河，可以沿途欣赏鸽子窝的日出，老虎石的
碧浪，保二路的夕阳，石塘路的夜色……

我们过去喜欢雨来散，因为那里人多、

热闹，可是现在，这里到处都是人，到处都那
么热闹。每当夏季，四面八方的游人，他们
乘坐火车、飞机、长途汽车和私家车赶过来，
他们不怕日晒高温，也不畏惧高昂的门票房
费，来这里度假、狂欢。过去喜欢热闹的我
们，反而开始向往清静。

崭新的老地方

不知什么时候，老天桥突然拆了，我的心
里空空落落，好像记忆里的什么东西丢了。
但是有很多新的事物出现了，过去的铁路，仍
然跑火车，但这火车不再装货，不再接人，而
是从海洋直通山里，载着游客穿山入海，四处
游玩；过去我们的老百货店、老文化路都没有
了，变成了一个个中心花园，环岛花园、人民
广场、森林公园、体育公园、植物园、红丝带公
园，构成了北方独特的花园城市。

过去我们喜欢称自己所处的地方，是秦
始皇求仙的小岛，是自开口岸的港口诞生之
处，是第一个避暑旅游胜地，我们也喜欢称
自己是渔民的后裔，移民的后代，但今天，我
们的城市，变成了“长城滨海画廊，四季休闲
天堂”，也有人说，我们这里是“京津的后花
园”，是世界驰名的观鸟胜地，是全国最宜居
宜游宜业之地……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城市的焦点开始向
西移动。雨来散的中心地带，道南道北的划
分线，不再是城市的标志；过去文化路上的
老市政府，也已经搬到了更远的地方；这座
城市开始有了西部快速路，开始有了开发
区、新城区，开始有了更延长的海岸线和美
丽的乡村公路。我们再也不能信马由缰地
在街上步行了，但是有更多的工具载我们去
想去的地方：公交车增加了几十辆，我们终
于和大城市也一样，也有了903这么大的公
交号码；出租车、滴滴打车随处可见；要环
保，也可骑摩拜单车……每个周末的来临，
我们不再去柴火市、长城马路逛商铺，而变
成了驾车或骑行去山里，去海上，去郊外，去
爬长城,去泡温泉，去住农家院……

一切都变了。不知不觉，城市从一张怀
旧的黑色照片，变成了彩色的流动的明信
片。可是，我们依然难忘那条老街，仍然在
寻找，雨来散、老天桥、道南道北、民主东街、
东方红百货、天宝斋熟食铺、会友书局……
城市在发展，可有些记忆，有些走过的路，我
们却不想忘记也不能忘记。

漫步到一条胡同，我终于看见一个蹲在
墙角的老人。我问他：“大爷，高寿啊？”老人
回答：“八十了，还小呢。”我问他：“这里都变
了，您习惯吗？”他说：“习惯啊，习惯，还是现
在好啊，过去要是冬天，都发愁啊！现在四
季都一样啊。”

抬头看看天空，这里曾是过去的雨来
散，但这里，又是一个崭新的地方。蓦然，少
年时喜欢的那句歌词又浮现在耳边：

“不知不觉，这城市，已经记取了你的笑
容。”

寻找心中的“雨来散”
□ 刘 剑

过了年，我就 76岁了。2016年夏天，我
先后2次横渡长江。一位老中医给我号脉惊
诧道：“你的心脏功能咋还像年轻人？少见！”
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但体检得到证实，一切
体征指标正常，啥病也没有。生命在于运动，
乐观是人生的“妙药”。我的生活体会是，乐
观也可以“设计”，只要你有一颗乐观的心，世
界就永远充满快乐。

退休之后，做饭是一项重要工作。我和
老伴是空巢家庭，我俩每月养老金绰绰有
余。我们不是舍不得花钱上餐馆，而是觉得
不利于健康，便商定每天由她买菜配菜，我负
责制作，借以增加生活乐处。为确保少盐少
油少糖，清淡可口，一日三餐不同样，每周菜
谱不同款。我不仅“设计”出了做饭的流程，
还把烹调技术当作一门学问进行研究。我参
照餐馆菜品动了不少脑筋，比如，餐馆先把配
菜浸盐过油，然后再入锅翻炒，我则改良为先
用水煮滤后再入锅翻炒，出锅时再放油盐佐
料，油盐浮在表面，用量就少得多，色香味却
不差，令我深感其乐无穷。

有段时间，我把家务事都包揽了，老伴无
所事事，反倒责怪我夺了她的事。为了解决
这问题，我“设计”出了个好办法：报名参加社
区“老人互帮互助，电话呼叫，一呼就到”志愿
者活动。有人问我：“别人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你都这把年纪了，没事找事，累不累呀？”
其实，这是我自创的一种“养生之道”——让
生活过得更充实，心态更乐观。

这项活动很灵活，不需要值班，来电话就
去，大多只不过是半小时以内的事，但却给我
增添了不少乐趣。我觉得既有意义又一举多
得。一是，老伴在家或多或少有点事干，显得
生活更协调；二是丰富了我的生活内容。我
帮助他人，提升了自己，还密切了邻里关系；
同时也巧妙地增加了我的体能锻炼。每接到
一位老人的电话呼叫，必须快速出动。我住
在小高层四楼，下楼梯必须踮下踮上，如果没
事要我去爬楼梯肯定没毅力，有任务在身就
丝毫不累了。经常如此，岂不等于无意中加
强了体能锻炼？其实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一
种乐趣。

为了防止老年痴呆，我每天坚持用3至5
个小时，早中晚间断性地上网读报、评报、写
稿练“笔”，既活动了大脑又锻炼了指法。虽
说我文化低，文字组织能力差，词语干涩，却
不时还有“豆腐块”散见于报端。这项“设计”
也让我时不时感受到一种快乐。

大家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但能长年
不懈坚持体育锻炼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其
实，“运动”二字不单指体育锻炼，它还蕴藏于
生活的方方面面。坐久了，起来走动一下是
运动；看书时间长了，不时摇动一下脖子、扭
扭腰或到阳台上远眺，或给花卉浇浇水也是
一种运动。只要一有空，我就主动做家务。
我把做家务当作一种运动，有了这样的心态
也就乐在其中。有了兴趣，自然有了动力，既
克服了自身惰性，又活动了筋骨，还有益于家
庭和睦，何乐不为？

对于乐观生活的“设计”，需要结合自身
实际，用心去想。关键在于做好自我调节和
控制生活节奏的多样化，让生活不单调又丰
富多彩。这样，才能收到持之以恒、事半功倍
的效果。

乐观，

也可以“设计”

□ 鲁志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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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生是一条环形跑道，从起点出发，领略了一路风景，又回到最初的起

点。那个人是我，但也不是我，回到起点的“我”与当初出发的“我”，虽然位置相同，

但已经有了太多不同

城市在发展，人们在流动，可有

些记忆，有些走过的路，我们却不想

忘记也不能忘记

最近为自己做了基因检测，其中一项结

果令人沮丧。在“端粒长度”这一项，我的端

粒趋近平均长度，按照人们对“端粒长度”的

普遍理解，这意味着我长寿的可能性天生就

比较小。

所谓“端粒”，其实就是位于染色体末端

的一小段 DNA。曾经占据衰老研究领域主

流地位的“端粒理论”认为，端粒的价值就是

为了保护染色体。端粒是有“损耗”且不可逆

的，染色体每复制一次，端粒的长度就会缩短

一点，一旦端粒用完了，细胞也就不能再复制

了，人的寿数也就到了头。

虽然“端粒理论”很有争议，但关于人的

寿命几何，科学界已有了大致判断——120

岁。得出这一判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

球上已经有过几十亿人，但只有一个人活过

了120岁。将120岁当成“人生大限”，似乎很

有说服力。

科学家们对人类寿命的判断，与我姥爷

对自己寿数的预期十分一致。十多年前，他

就向全家宣告，“一定要活到 120岁！”当时大

家以为是笑谈，但当姥爷姥姥双双迈过 90岁

大关，姥爷更是已经挺进95岁时，全家都对出

现一个 120岁的“老神仙”充满期待。姥爷自

己也信心满满，刚刚买了5年期的国库券，继

续为今后的生活未雨绸缪。

姥爷姥姥的“端粒长度”怎么样，我不知

道，他们的长寿秘诀也很难用“好心态”“好保

养”等说清楚。因为活得足够久，他们一生经

历了不同年代，从“东北王”张作霖时期，到东

北易帜后的中华民国，再到“中国人民终于站

起来”的新中国；也遭遇了各种复杂的人生境

遇，从自然灾害、十年动乱，到改革开放、生活

富足，如今再与互联网时代不期而遇。同时代

的老朋友相继离世，只剩下他们两个依然携手

并肩。如此波折且独特的人生，其实已失去了

为长寿提供理论总结的可能性。

相比于“如何长寿”这个终极命题，“怎样

保持健康”显得更“接地气”。有趣的是，不到

40岁的我都要面临几个必须处理的“健康问

题”，90多岁的姥爷姥姥却成了全家最健康的

人。每次去检查身体，都会得到医生的表扬：

“不错不错！继续保持！”原因无他，他们的健

康标准已经变了。按照医生的说法，各种身

体“零件儿”用了90多年，还能保持正常运转，

那就是再“健康”不过了！

虽然状态很“健康”，但我们还是发现了

老人的一些变化。他们曾经要看顾一大家子

人，为父母养老、子女就学、孙子辈的健康成

长日夜不停地忙碌，现在却不太在意别人的

心情和处境，看顾好自己成了最重要的任

务。他们曾经关心世界风云、国家大事，能从

时事政治聊到中国足球，现在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玩。95岁老人的爱好和5岁的重外孙差

不多，读报用的放大镜上都有“托马斯小火

车”的小贴画。于是，他们成为我眼中一个奇

特又美好的景象——饱经沧桑，拥有丰厚的

处世智慧，却又心无旁骛，他们自己终于成为

自己世界的中心。

这种由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的人生历

程，让我对生命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如果人

生是一条环形跑道，从起点出发，领略了一路

风景，又回到最初的起点。那个人是我，但也

不是我，回到起点的“我”与当初出发的“我”，

虽然位置相同，但已经有了太多不同。不同在

于，“我”已经拥有了无与伦比的精彩，或者是

不可复制的坎坷。这正是我想拥有的。

曾经问过姥爷，再活一遍是不是个好主

意？他毫不犹豫地摇头，“实在太累……”这

点我不敢苟同，如今做什么不累呢？何况是

活着？父母尚未老、儿子还很小，我还有太多

事情想做却没做，太多地方想看却没看，时间

已经成为真正的奢侈品。如此想想，120 岁，

确实不够用，真的不能再多了？

120岁，真的不能再多了？
□ 栾笑语

乐观也可以“设计”，只要

你有一颗乐观的心，世界就永

远充满快乐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

求与寄托，才是真正的桃花

源之光

也许，每个人心中的桃花源
都是差不多样子的，百里溪流、十
里桃花、开阔的田野、整齐的屋
舍、美丽的池塘、修长的桑竹、自
得的老人、快乐的孩童……仿佛
没有这些，就不叫桃花源似的。

不久前，我去湖南省常德市
武陵区参观了当地著名景区桃花
源。当地人说，全国各地都有桃
花源，惟有这里的最正宗，不信？
有诗文为证：“晋太元中，武陵人
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大家来到景区，在导游的指
导下，依次穿过一人工打造的逼
仄山洞，眼前看到的，正是这样的
景象，丝毫不走样。没办法，东晋
大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给大
家印象太深了。

进入桃花源时，正是下午，山
外的阳光格外灿烂，可山谷里，却
明暗分明。阳光照射到的地方，
宛如金秋景象：石子路上，骑牛的
牧童，横吹着笛儿，笛声悠扬，引
得无数人跑着过去与之合影留
念；田间，古装的农人装作耕种的
模样，却都看着我们微微地笑着，
憨态可掬；对唱着山歌的青年男
女，撩拨着往来的游客，山歌即情
歌，情歌是最撩拨人的语言；欢庆
丰收的舞蹈，大有秦汉之风，古拙
而又热烈；一路上遇到的小伙子、
大姑娘，都黑黢黢的，刻意打扮成
秦汉时期土著人的模样，他们在
以这样的方式，演绎着自己理解
的原始风味，演绎着自己心中的
桃花源。

而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宛
如清晨或是黄昏，别有一番景致：
酿酒的作坊里，浅浅的陶碗里盛
满了酒，大家争相品尝，酒不烈，
有些甘甜，老少皆宜；馒头铺子
里，粗粮馒头任游客取食，当然不
是免费，得用微信支付，古老的馒
头与现代支付方式实现了完美结
合；纺织小院，三两美女，双手自
如地穿梭在丝麻之间，色彩斑斓
的湘布渐渐地呈现在游客面前；
山腰处的商铺、旅店，总有衣着朴
实而又奇特的人倚着门窗向着游
客挥手，成这山谷里最大的亮点；
小溪蜿蜒，水流淙淙，而好奇的渔
人早已湮灭在东晋时期的字里
行间。

桃花源之光，就这样分明而
又和谐地撒满一路。

在许多人眼里，桃花源是世
间最完美的象征。这里风景优
美，如果信马由缰，尽最大可能展
开自己的想象，一幅和谐而又温
暖的四季图定会油然而生：春来
桃花缤纷斗艳，闲来赏花，十里香
甜十里浪漫；夏来稻穗迎风舞蹈，
田间耕作，十里厚重十里希望；秋
来黄叶纷纷飞落，登高山之巅，万
山红艳万山喜悦；冬来炉火热烈
奔放，围炉畅饮，万家微醉万家痴
狂。居住在这里，简直就如居住
在人间仙境。

更令人向往的是，桃花源里
没有纷争，没有血腥，没有凶残，
没有龌龊，没有欺诈，没有嫉妒。
每个人心中都藏有一片向往的桃
花源。

这样的桃花源，在哪里？也
许在天涯，也许在海角，也许就在
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里。尽管这
样的桃花源仿佛一场梦境，但如
果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与
寄托，化为对现实生活的努力经
营，对身边亲友的真心呵护，对理
想信念的孜孜追求，总能收获一
缕真正的桃花源之光。

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必再寻
找桃花源这样可遇不可求的避世
之地。桃花源之光，分明已经和
谐地撒满人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