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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在
旅
途

□□王王闽闽九九 文文//图图

□辛望 文/图

旅
游

07
2023年
1月7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版
式
设
计
李
媛

责
任
编
辑
康
雪
冬

版
式
校
对
黄
巍

说到南马场水库， 很多北京驴友
都会一脸发懵： 南马场水库？ 怎么没
听说过？

如果说有一个 “香山水库”， 那驴
友们便会立即回个神来 ： “香山水
库”， 那太好了！ 可是咱去过无数次香
山， 咋没见过这么个水库呢？

其实， 南马场水库还真的可以叫
做 “香山水库”， 因为它就在香山的背
后。

如果从香山公园北门步行绕山背
至南马场水库， 只有5.5公里， 这一距
离够近的了吧？

所以， 南马场水库就是一个因为
名字生僻而被耽误了前程的网红。

因为知名度太低， 南马场水库成
为了名副其实的小众打卡地。

我们相约从定慧桥出发， 走阜石
路， 经黑陈路上行， 一座缓坡低山即
在眼前， 走过一个分叉口， 左边是双
泉寺， 右边是南马场， 于是右拐上山。
深冬时节， 山路两边已经没有什么绿
树芳草， 但空气中已经弥漫着春天的
气息， 原来冬至已过， 野山上正在孕
育着生机。

顺着导航， 我们把车停在了水库
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很大， 可以停放
一两百辆车 ， 且免费 。 更奇特的是 ，
车场中央有两株高大的古树， 一看还
是一百多年的银杏树， 清朝时种植的，
如今已经被列为古树保护名单。 出了
停车场， 往上路继续攀行， 大约1华里
多， 路标显示南马场水库到了。

这里地处一个叫黑石头的小流域，

流域面积约８平方公里， 1976年， 石景
山区政府为解决黑石头地区缺水问题
建设了这座水库。 水库面积不大， 只
有三四千平方米， 与我们老家的大池
塘差不多规模， 是名副其实的袖珍水
库。 但水库的造型颇具艺术感， 大坝
设有廊桥， 出水管道也很优美， 可以
看出当时的建设者是颇具匠心的。 水
面已经冻结， 游人也很少， 水库周边
设有座椅和登山栈道， 游人可行可歇，
一切随意。

这里的海拔约400米， 站在水库边
上眺望， 不远处是喧嚣的北京城， 近
处则是静谧的山村。 两边的高山杂树
丛生， 据说秋天的时候， 这里的红叶
比香山要浓郁得多。 我们没有赶上红
叶季， 但并不失望， 因为这静美的荒
野气象， 足以抚慰我们的心灵。 坐在
水库边小憩， 感受着山风往来， 呼吸
变得顺畅， 能够感受到心跳都慢了下
来。

水岸边也有些木屋， 还没有建设
好， 接待中心也在闲置中。 来这里的
人可以赏冰， 春夏之际， 还可以玩水、
钓鱼， 也可以专门来发呆， 也可以由
此上山， 徒步者可直抵八大处或者香
炉峰。

最让人称奇的是， 水库边上的缓
坡上， 有一群很萌的猫， 估计有十几
只， 造型像橘猫， 而毛色颇似中华田
园猫。 这些猫并不怕人， 游人如果想
投喂， 它们很高兴， 可以很温顺地跑
过来任你撸。 如果不投喂， 它们也不
生气， 就安静地趴在那里瞧着你。 你
想拍照或者与它们说话， 它们都淡淡
地盯着你， 但并不躲开。 据说这群猫
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了， 它们
不是水库工作人员收养的， 但也不算
流浪猫。 它们的主要玩伴是来这里的
驴友， 靠着驴友们的关爱， 它们与人
类已经建立起了稳定的信任关系。 去
留随意， 宠辱不惊， 大约就是它们的
心态了。

南马场水库周遭的风景， 比香山

毫不逊色， 但来此处的游人可就不到
香山的千分之一了 。 而且水库周边 ，
还有不少值得巡游的景点， 如双泉寺、
慈善寺、 挂甲塔、 万善桥等， 都能勾
起人寻幽问古的情趣。

夕阳停留在远处的天边， 道道金
光照射， 南马场水库的山林染上了金
色。 我们陶醉在这种野趣中， 久久不
愿下山。 这里有一种特殊的情趣， 可
以称为静之美。 心灵能在这里得到休
憩， 灵魂仿佛也能得到按摩。 静静地
看着近在咫尺的超级城市， 城里人正
在熙熙攘攘， 为名利而奔忙， 而此地
则空旷闲适， 可以给那些在红尘之中
忙累的人提供一个喘息的小天地。 刚
刚经历过大疫考验的人， 在南马场水
库得到了畅快呼吸的机会， 这就更难
得了。

有诗为证：
南马台上风初定， 双泉寺前溪水

冰。
巡山不知夕阳晚， 峰巅笑看炊烟

横。

那年暑期斗胆入新疆前的 “插
曲”， 至今难忘。

乘列车中转至兰州站 ， 出站后 ，
我美美地尝了一海碗兰州拉面， 心就
被丝路般悠长的面条， 牵引到飞天曼
舞的敦煌， 终于拿定主意， 先开小差
转入敦煌吧。

傍晚， 从兰州站售票窗口抢购到
一张行将出发的硬座列车票 ， 通宵
“硬座”。 心想， 熬到天明就将省下的
卧铺钱犒赏自己吧。 沙漠地带就算没
啥美食， 也有戈壁长风旷古奇音， 千
年洞窟缕缕暗香， 那传说中的一弯沙
地古泉， 也定能沁人心脾……

别了， 黄河穿越市区中心的兰州；
别了 ， 丝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 ；
别了， 黄土高原！

夜幕降临， 车厢里的灯光遮了窗
外的苍茫， 遮了牵连腾格里沙漠的武
威， 从前丝路要冲的 “凉州”， 马踏飞
燕故里。

当旁人鼾声入耳时 ， 子夜过了 ，
古丝路重镇张掖也悄然过了， 灿若明
霞的七彩投影， 扫过我的脑海———举
世罕见的旱地丹霞地貌。

迷迷糊糊间， 五更天近了， 天下
第一雄关惊雷般地在梦中呐喊： 嘉峪
关！ 我努力仰视梦境， 壮哉， 嘉峪关
关城！ 悬壁长城在北、 天下第一墩在
南， 三位一体， 丝路要塞啊……

梦游一夜， 睡眼惺忪中， 有人唤
道： “疏勒河到啦， 快快快， 快下车
吧。” 荒漠干旱处， 还有名为 “河” 的
站点， 真令人口舌生津。

大 约 一 个 半 小 时 后 ， 又有 人
喊 道 ：“瓜州，瓜州，下车的抓紧时间！”
好个瓜州， 这可不是王安石诗句 “京
口瓜洲一水间” 里的那个扬州南郊小
镇， 眼前这个站点可谓古丝路的商贾
重镇。

过了这个瓜州， 那寓意为伟大辉
煌的敦煌， 就真的要亮相了。

灯灭了， 窗帘拉开， 戈壁滩无限
延展。 洗脸、漱口、喝水、早餐，收拾行
装， 然后， 等待那激动人心的一刻。

树林， 绿洲！ 终于在一片欢呼声
中慢慢下车了。

一座崭新的火车站， 素雅、 简洁、
大气 、 庄严 。 黄沙般的浅黄主色调 ，
配以主体建筑琉璃瓦蓝屋顶。 站名蓝
底金字， 据说是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
先生题写的。 整个敦煌站透着大汉的
气质， 大唐的风度。 而建筑墙面上的
成片玻璃， 广场周围高低错落的绿植，
又彰显时尚、 阳光、 活力。

乘公交车进入市区后， 得知莫高

窟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 均有公交车
直达。 好震惊哦 ! 脑海里的这片旷世
大漠， 如今也同“北大荒”一般，被现代
交通追捕上了。 据说，鸣沙山晚间还有
狼的叫声呢。 且行且看，我发现道路两
侧有不少小货车摆龙门阵， 鲜果丰盛。
暗红的、亮黄的、翠绿的，一箱又一箱，
一车又一车， 一副赛江南的架势。 呵，
七月份，瓜果飘香季节，沙漠地区也要
秀秀水灵灵的“POSE”。据说，这些鲜瓜
鲜果，都是敦煌特产。 尤其是黄灿灿的
“李广杏”，正值丰收季节。 此外敦煌名
果还有阳关葡萄、鸣山大枣、紫胭桃、香
水梨。 敦煌瓜，据说，汉代已列为贡品。
敦煌，名副其实的沙漠绿洲。 当地人介
绍说，沙漠型气候，光照时间长，昼夜温

差大，瓜果的品质也就不同别处，特别
可口。 我一饱眼福之后，即与香瓜甜果
“断舍离”：毕竟，此行仅“万里长征第一
步”，梦想无边，资金有限。

灼人烈日下， 肩背手提的行李顶
多5公斤， 此时却格外笨重。 远处低矮
建筑高悬醒目金字 “沙州市场”， 阳光
下射出坚毅、 坦然的目光。 令人精神
为之一振。 “沙州”， 敦煌的古称， 位
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端边缘， 古代通
往 西 域 、 中 亚 和 欧 洲 的 交 通 要 道
上———即丝绸之路上。 如今的沙州镇
坐拥敦煌市中心地段， 为敦煌市的政
治、 经济、 文化中心。

我就从这充满平民味的 “沙州市
场” 简易大门， 深入市区， 投宿此中
街巷三楼客栈 。 经由二楼丝路画展 ，
进入充满时尚气息的小客栈， 感觉很
奇异 ： 古老文化与现代意识的融合 。
客房门背后是逃生图示， 电视桌下端
放着 “消防过滤式自助呼吸器” 封装
塑料箱！ 周边宁静祥和。 很有 “大隐
隐于市” 的感觉。

熬了一夜的列车 “硬座”， 终于可
以在此 “卧铺” 了。 沙州， 真的是一
个好地方。

■旅游笔记

一夜丝路到沙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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