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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小镇享受安宁

■带你旅游

“北京最美街巷” 评选
近日揭晓， 十条街巷榜上有
名， 城南的“杨梅竹斜街”
名列其中。 这是一条历史悠
久的老街， 有着深厚的人文
积淀， 徜徉于此， “城南旧
事” 娓娓而忆。

“杨梅竹斜街” 本称 “杨
媒婆斜街”

走出地铁2号线前门站C口 ，穿
过一条地下通道，便来到前门箭楼西
南侧的煤市街北口，向南而行不足十
分钟，就看到杨梅竹斜街的路牌。

进入街口， 但见一块古色古香
的街牌悬于北侧墙上， 用中英文简
单介绍着胡同的历史： “杨梅竹斜
街位于煤市街西侧 ， 东起煤市街 ，
西至琉璃厂东口， 全长498米， 宽约
3.4-8米 。 明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
集》 载有 ‘杨梅竹斜街’。 传说， 此
街原是一条大水沟 ， 后逐渐盖房 ，
取名斜街。 清 《光绪顺天府志》 则
称 ‘杨梅竹斜街’。 1965年北京市整
顿街巷名称时， 将嘉兴胡同、 一尺
大街并入， 街名沿用至今。”

沿着老街自东向西而行， 在一
家门楼前， 遇到一位老者， 便询问
这杨梅竹斜因何得名？ 老者一口京
腔， 很是健谈， 言道： “据说雍正
年间， 在这街中居住着一位姓杨的
媒婆， 她能说会道， 在这南城一带
很有名气， 日子久了， 就把这条街
叫成了杨媒婆斜街， 光绪年间被谐
音为杨梅竹斜街。”

“那杨媒婆曾住在这街巷的什么
位置呢？” 我好奇地问道。 “年头太
久了 ， 说不准她住在那个大门里 ，
据说是街的西口路北面。”

告别老者， 我沿着街巷漫步而
行。 街道虽不宽敞， 但青砖墁道，干
净、整洁而幽静。徜徉于此，使人感到
这条老街不同于南锣鼓巷、烟袋斜街
的人潮涌动与街市的繁华，更多的是
体会到了老北京的文化味儿。走走停
停， 时而与住在街上的人们聊上几
句，心中便平添了几分情趣。

杨梅竹斜街历史上名店
荟萃

走了没有多远， 见路南一家店
铺门檐上有一块招牌， 上书 “泰丰

楼” 三个大字。 旁边有一块红底白
字的简介： “泰丰楼饭庄旧址： 泰
丰楼饭庄建于清光绪初年 （ 1875
年）， 主营山东鲁菜， 并集住宿、 娱
乐为一体， 曾是北京历史上著名饭
庄 ‘八大楼’ 之一。 民国年间， 党
政要员、 各界人物常至此饮宴会客。
饭庄于1952年歇业， 属西城区文物
保护单位。” 原来这就是京城赫赫有
名的 “八大楼” 之一的泰丰楼， 民
国初年 （1912年）， 孙中山及夫人在
京居住期间， 曾慕名到此作客， 而
袁世凯、 蒋介石、 李宗仁、 何应钦
等各界头面人物也多次在此聚会 。
而今门面依然保持着清末 “洋式 ”
风格， 只是不见了昔日贵客盈门的
热闹场面。

再往前走不远， 又见一座高大
的门楼， 门檐上题有 “青云阁”， 它
曾居清末民初北京四大商场之首 。
“青云阁” 三个字为晚清三朝元老、
官内阁中书著名书法家何维朴于宣
统元年 （1909年 ） 题写， 意为平步
青云 。 早年间这里集购物 、 娱乐 、
饮食、 品茗于一体， 人气极旺， 程
砚秋、 马连良、 梅兰芳等京剧名角
先后在此登台亮相， 因而引得文人
雅士、 官甲贵胄多汇聚于此。 康有
为、 谭嗣同、 梁启超、 鲁迅、 梁实
秋、 沈尹默、 刘半农、 钱玄同、 聂

耳等众多文化名人来此品茗会友 、
小酌膝谈、 思文赏乐。 据传讨袁名
将蔡锷也在此结识了名妓小凤仙 ，
二人多次在附近的普珍园小酌， 留
下不少佳话。 清末有诗文对这青云
阁赞曰： “迤逦青云阁， 喧腾估客
过。 珠光争闪烁， 古董几摩挲。 栋
栋书场满， 家家相士多。 居然好风
景， 堪唱太平歌。” 真实地描写了当
年青云阁那热闹非凡的场景。

徜徉于杨梅竹斜街 ， 使人感受
一种书香， 因为街中的店铺多以经
营书画， 每家店铺门前大多悬有匾
额， 字体样式各异， 吸引人们驻足
欣赏。 而历史上这里也是城南著名
的文化街， 最多的是书局、 书画店、
会馆， 仅知名老字号就有多家， 如
世界书局、 正中书局、 开明书局等。

杨梅竹斜街里探访名人
故居

杨梅竹斜街不仅是城南的一条
商业街， 还是多位文化名人居住之
地， 探访于此， 可谓是一种特殊的
文化之旅。

25号曾是清代乾隆帝赐给户部
尚书 、 东阁大学士梁诗正的宅邸
“清勤堂 ”， 为乾隆三年 （1738年 ）
皇帝所赐。 进入院内， 已不见昔日
的风貌， 但部分房屋仍保持明末清
初的格局。 朱红色的大门虽然退去
原有的颜色， 但青灰色的砖瓦， 依
然古朴。

61号曾是酉西会馆 ， 著名作家
沈从文先生初到北京时便住在这里，
并在此写出了成名之作 《边城》。 如
今大门的格局没有改变， 门口的石
狮还在 ， 院内的百年老槐树尚存 。
漫步于此 ， 不由得重温起大师以牧
歌式的笔调所描绘的湘西田园诗般
的边城风情。

此外 ， 京城老字号 “戴月轩 ”
创办人戴斌、 京剧名家杨小楼、 周
益瑞， 评剧名家新凤霞等也曾居杨
梅竹斜街， 并留下许多趣闻逸事。

杨梅竹斜街的“城南旧事”

前不久， 应朋友邀约， 我和几位同
事去瑞典的一个叫西格图纳的小镇旅游，
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们进入小镇， 已是黄昏。 汽车刚
驶入酒店的后院， 听到舒缓的乐声传来，
从车窗望去 ， 有近百位老人坐在院里 ，
围着几位乐手， 听他们演奏。 我们的大
巴静静地在他们身后经过， 没有人动一
动他们的身子， 只有一位老太太把椅子
往前移动了一下， 转身时， 我看到的是
位脸上布满皱纹、 戴着眼镜的老人， 我
看清了她沉湎于音乐的那种肃穆的神情。

朋友说， 这是小镇周末的音乐会，它
的音乐声响，在我听来，使周围变得更为
安静。我在想，当音乐会结束，这些从音乐
的氛围中走出的老人， 行走于街巷时，一
定是快乐而沉静的， 他们有的夫妇相拥、
有的比邻相携， 把心灵对音乐的感知，把
受到安抚的心的安宁，延伸到了小镇的街
巷里，一直带入自己的家。

竖日早上 ， 我们在酒店门口拍照 。
这是一幢古建筑， 巨大的石块墙面， 狭
窄的酒店进门， 展现着欧洲风情。 我正
要给一伙伴摁下快门， 有位瑞典姑娘走
近了， 浅浅微笑着跟我做摁快门的动作，
还说着我听不懂的外语。 我揣摸她的意
思是说， 你们如果要合影， 我给你们拍。
我瞬感一阵暖意 ， 笑着跟她摇手 ， 说 ，
谢谢！ 不知她有否听懂， 但摇手的意思
她一定懂了。 她没有再回话， 点一下头，
转身走了。 她的笑容几近于无， 平静地
走近， 又平静地离开， 连帮助我们的询
问都是平静的， 没有在酒店门口的空间
产生些微的干扰 。 可能正是上班时间 ，
她身着牛仔裤， 脚步快速， 等我一回头，
已经在街角不见了。

接着， 我们在小镇的一处古迹参观，
高墙古堡，树木森森。 我们在古城墙下留
影，又有一位瑞典中年妇女过来问，要否
需要帮助照相。 也是安静地走近，安静地
离去。这让我思忖，帮助人，是他们渗入心
底的道德观， 已成了瑞典人生活的一部
分，因此，也不必表达得过份谦恭，日常的
生活姿态，便平静而安然了。

离开小镇前一天晚上， 我们走进了
小河边的酒吧。 月亮高悬， 月光下， 能
见到镇上那座教堂黑色的尖顶直刺夜空。
酒吧只有四五张桌子， 都空着， 临河的
窗外， 挂着褪了色的瑞典国旗。 我们入
座时 ， 少妇模样的老板娘微笑着走近 ，
用英语打招呼 。 言语温和 ， 声调平静 。
她的表情 ， 没有见到客人进店的惊喜 ，
没有拉客的狂热神态， 也没有推销哪款
啤酒的诱惑言词。 啤酒端上后， 少妇便
坐在柜台后看书了。 小小的酒吧， 就我
们五位顾客， 她没有再和我们说话。

看着窗外缓缓流淌的河水， 一位同
伴说， 这个安静的小镇， 连人都是平和
安静的。 这是受文化的熏陶， 还有道德、
宗教、 社会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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