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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外“十人村”
本报记者 李涛 见习记者 窦晓薇

坐落在山巅的村庄

杨集庵是庙子镇的一

个自然村。按照行政划

分，它属于单家峪。单家

峪村共有三个自然村，分

别是杨集庵、里单家峪和

外单家峪。三个自然村
中，杨集庵南面大南寨、

北靠峰山顶两座大山，海

拔约 800 米，在三个自然
村中地势最高，常住人口

也最多。杨集庵村常住人
口共有 5 户 10 人，里单家

峪的常住人口只有 2 户 4

口人，外单家峪只有 3 户
6 口人。

单家峪是青州市最小
的一个村庄，三个自然村
户口上的人口共有 60 人，

常住人口只有 20 人。单家

峪三个自然村中，杨集庵

地势最为险要。

从青州市区出发，驱

车向西南方向行驶 50 多公

里，就能到达潍坊市的西

大门，国家级重点镇，西

与瓷都淄博市接壤，北邻

齐鲁石化城的庙子镇杨集

管区。

一路上，群山笼罩在

雨雾中，从山洞中流淌出
的泉水形成一道道瀑布，

潺潺溪流清澈见底，阵阵

蝉鸣声萦绕耳畔，野鸡在

林间穿梭，沿线村庄房前

屋后绿树成荫……来到青

州市生态旅游重镇庙子

镇，一处处亮丽的风景令

人目不暇接，仿佛走进了

世外桃源。

离开杨集村一直向西

南方向行驶，起初的道路

很好走，都是清一色三米

宽的水泥路。大约走了七

八里，水泥硬化路在里单
家峪戛然而止，水泥硬化

路被山石路取而代之，此
处正是通往杨集庵的山脊

道起点处。

放眼望去，群山环

绕，山顶云雾飘渺，漫山

遍野的植被在雨水的洗礼
下青翠欲滴。道路环山而

建，路中间布满了急转

弯，犹如一个“之”字，

稍不留神车辆就会碰上崖
壁。遍布碎石的道路仅容

一辆车行驶，道路中间长
满了野草。道路一侧就是

深沟，路边堆砌着石板和

木料，提醒着行人车主安

全行驶，靠山的一侧枝叶

繁茂的酸枣树不断地刷洗

着汽车。

当车辆快要行驶到山

顶时，一处石头房子在绿

色植被中时隐时现，鸡鸣

狗吠声不时传入耳中，南

面大南寨、北靠峰山顶两

座大山，海拔约 800 米的

杨集庵村外廓逐步显现。

车辆在石头房子东边

一片空地停下，不到两公

里的车程，行驶了近半个

小时。

十个人坚守的山村

今年 75 岁的彭先收特

别爱笑，仅剩的两颗牙齿
早已被旱烟熏黄，但这挡

不住老人的笑容与热情。

进入村中，沿着小路

前行，登上一段石阶，一

条黄狗从石头搭建的窝里

窜出来汪汪乱叫，一盘石

磨紧挨着狗窝，三间石头

屋紧邻其后，这就是彭先

收老人的家。彭先收称，

这座石头屋子还是清朝末

年时老一辈人建造的。如

今，尽管房顶换成了红

瓦，但搁不住年岁的长
久，石头屋子开始出现裂

纹。屋子的窗户也是纸糊

的，用木头隔成格子上面

罩一块纱网。

进入屋中，光线很是

暗淡。环视房屋一周，墙

壁上贴满了报纸和字画，

床铺、水缸、炉子等一切

家什都拥挤在三间小屋

内，家中唯一值钱的物件

就是那台 12 寸的黑白电视

机，而且仅能收一个台。

“ 200 多年前，先人

们拖家带口来到这里，在

这里居住、繁衍下来，人

口鼎盛时期达到一百二十

多口人；现在只剩下 10 个

人了，有仨光棍，小的 40

多，大的 60 多，其余的都

是老人，小的 68 岁，大的
80 岁。”彭先收摸了摸早

已被剃光的头笑着说道，

“都是些老家伙了。”

彭先收有两个儿子一
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像其

他山村里的许多青年一样
“嫁”到了淄博，给人家

当了养老女婿，女儿也早

已出嫁，剩下他和老伴两

个人在大山里过活度日。

在老人的指引下，绕

村一圈，道路没有一条宽

度超过 1 米的，村子里有
十多处石屋，不少石屋的

屋顶还是用麦秸搭建的，

经过长年的风吹日晒雨
淋，村中三四处房屋已经

坍塌。“村子里的人都快

走光了，房顶塌了的，都

是很长时间没人住的。”

彭先收在雨中戴着斗笠望

着坍塌的老屋子神情很是

沉重。

在杨集庵村西头有一
棵老槐树，老人们称这棵

槐树已经三百多岁了，比

村子年龄还要大，老槐树

见证了村子的发展历程。

在杨集庵村，这棵老槐树

担负着界石的意义，东边

是潍坊青州，西边就是淄
博临淄。

靠天吃饭的日子

10 人居住的小山村，

在空荡荡的大山中，村民

们如何营生？

“我们就是靠天吃

饭，种点麦子、家家户户

都有几棵杏树、山楂树和

柿子树，卖点果子换点
钱。”彭先收跟老伴种了

点麦子，由于今年天气干

旱，收成不及往年的十分
之一，仅收了四五十斤小

麦。另外彭先收家还种了

5 棵柿子树、 10 棵山楂树

和杏树。

像黄瓜、豆角、西红

柿之类的蔬菜，村民们基

本上自给自足。柴火大山

里多得是，闲来无事，村

民们就会出去拾柴火，一
些用来烧火做饭，另一些

用作冬天生火取暖。山里

药材多，像连翘等中药材

很多，村民们会采一些中

药材晒干了卖钱换取生活

用品。

而对于日常的油盐酱

醋等生活日用品，杨集庵

的村民则需要到十里之外

的杨集村赶大集购买。彭

先收称，一年赶集能有十

次左右，之前有卖面粉的

会到村里来卖，一年能来

两趟，现在一年只来一
趟，村民就让下山的人或

上山的车给带。

村里没有卫生所，老

人们家中都备足了日常用

药。彭先收称，一些小病

小灾大家基本上就是硬

抗，实在坚持不住的就打

电话去医院或卫生所。

入村的路共有两条，

一条是盘山路，一条是穿

越盘山路的山脊小道。鲁

迅先生说过，“其实地上

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为了缩短

行程，杨集庵的村民在大

山深处踩出了一条羊肠小
道。这条小路的的确确是

走出来的，看不出一点人

工修过的痕迹，小道两边

全是野草，更多的则是天

然形成的不规则的石头

路，需要不断地在石头上

找下脚的地方跳来跳去。

这条小道之所以备受杨集

庵村民们的青睐，主要是

因为近。从盘山路往下走
到山下的杨集村赶集，如

果走盘山路需要 7 公里

路，而走山脊上的小道

儿，只需要走 4 公里路。

由于交通不方便，村

里没有一辆交通工具，仅

有的一辆自行车还长年存

放在里单家峪村。说起这

辆自行车，不得不提一下
它的主人彭青业，今年 56

岁的彭青业一直单身，为
了照顾年迈的父母，他一

直生活在大山深处，靠种

地和果树为生，闲暇时间

就去拾柴火、采中药材。

村里人基本上都不识

字，彭先收仅读过一个月

的扫盲班，认识的字也是

屈指可数。但这并不妨碍

他对电话号码的记忆，彭

先收总会让人把电话号码

记在一个黑皮本子上，他

凭借记录的位置寻找电话

号码，对此彭老可以说是

屡试不爽。平常村里要开

会，总会提前打来电话，

村民相互通告，沿着小道

下山去村委开会。

看着大山到老

杨集庵是寂寞的，终

年鲜有人来。杨集庵被外

人所知，大多是经过一些

“驴友”的讲述。在网

上，“驴友”们谈及杨集

庵，不乏“走不动爬，爬

不动滚”这种既冷幽默又

很真实的话语。

彭先收称，近两年每

到清明节或五一的时候，

前来爬山的人都很多，光
今年到现在就有一百多人

来爬山探险。前段时间还

有潍坊社区义工的志愿者

来搭建了板房，作为医疗

服务点免费为老人提供医

疗服务，还有志愿者为老

人们播放了电影，让小山

村顿时活跃起来，生机焕

发。

眼下正是暑假，老人

们的孙子孙女纷纷来到小

山村度假。今年 13 岁的殷

艺涵像往年一样，放暑假

后就来到了姥爷彭先永家

居住，殷艺涵称尽管山村

里玩的东西比城里少，但

山里的环境好空气好，她

很喜欢跟姥爷姥姥住在一
起。小孩的到来，也让老

人们的生活多了一番趣

味。

每当问及有没有想过
搬出大山时，老人们总会

很干脆地告诉你，“都这

把年纪了，不想动弹了，

在这里活得很自在。”

今年 80 岁的彭先永有

三个儿子、四个女儿，除
大儿子彭青业一直在家照
顾两位老人，其他六位儿

女已在外成家立业。彭先
永称，年轻时一直跟大集

体干活，走不出大山，现
在年老了动弹不了了，就

想在大山上安享晚年，

“看着山老死算了。”

面对大山深处的众多

不方便，子女们也曾想让

长辈们搬出大山，但在大

山中生活习惯了的村民却

不愿过多的给子女增添麻

烦。彭先收与老伴每年都

会去儿子家中看孙子，但

他们并不想在儿子家中常
住。

彭先收称，老一辈人

是都靠在山上了，但孩子

不能靠，在山上也没多大

出息，所以大家都努力让

孩子走出去。现在孩子都

有家庭有工作，生活都很

忙很累，而老人们上了年

纪什么都不会，到孩子家

中只会增添负担。在自己

家中还可以打理点果树、

麦子，生活吃饭没问题，

为此不想平白给子女添麻

烦。由于房子年岁比较久

远，每次听说要下大雨，

两个儿子就会给老人打电

话让他们搬出去住，小心

房子被雨水淋塌。尽管如

此，两位老人还是坚守在

这三间石头屋子里。

彭先收称，一般情况

下，孩子们一年基本上回家

两趟，一趟是自己过生日

时，另一趟则是过年的时

候。彭先收的老伴李守英

称，女儿嫁到山下的村子，

来的比较勤，每次来都会把

水缸灌满水再走，一缸水足

够老两口吃十天半个月。

十口人过着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活，偶尔聚

到老槐树底下聊聊天，其

他时间就是下地干活拾柴

火，在家看电视成为大家

唯一的娱乐。

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老人们几十年的岁月

就这样仿佛一下子过去

了。

或许多少年后这个小

山村将会湮灭，这 10 位村

民可能成为杨集庵最后的

守望者，但是，在黄土地

的年轮角落，这里曾有过
一段烙印。一些人带着记

忆出走，却裹挟着山村的

炊烟气息。这种生活方
式，或许会被认为是落后

的，或许被认为是自然

的，但不管如何，它的的

确确存在过，尤其是在加

速奔涌的现代生活里，显
得愈发弥足珍贵。

在青州市庙子镇，有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山村——— 杨集庵。这个仅有 10 个常住人口的小村庄因地处偏
僻，如今成为“驴友”探险的天堂，而杨集庵被外人所知，也大多是经过一些“驴友”的讲述，这些年来，前往杨集庵庵探
险的人越来越多，可是在这里居住的人却越来越少。这仅有的 10 位常住村民，成为杨集庵最后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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痔疮的临床表

现为：大便难解、疼

痛、带血、滴血或脱

肛，有分泌物、增生

物；肛周瘙痒等症

状。

潍坊友好医院

率先引进高科技全

电脑数控肛肠治疗

仪，5-7 秒痔核组织

即可当场脱落。无论

病情轻重均可一次

治愈。具有治疗时间

短，费用低、无痛苦、

不住院随治随走。

如有复发，复诊免费

包
皮

包
皮

潍坊友好医院

微创外科采用（韩式

包皮环切术）专治包

皮过长、包茎。环切

术只需 10 分钟，无

痛苦、无创伤、不留

疤痕，随治随走。

腋
臭

腋
臭

潍坊友好医院
采用现代医学新技
术《微创大汗腺根除
术》，一次性清除产
生异味的大汗腺，治
疗过程只需 1 0 分
钟。它安全可靠、无
痛苦、不分季节，是
目前治疗腋臭的最
理想方法。

签约治疗
保证不复发，

如有复发，复诊免费。

8216111

院址：潍坊市健康东
街汽车总站东 1 0 0

米。市内乘：6 、32 、

33、50、52、55、62、

69、81 路车到汽车站
下。

持本报就诊：专
家挂号费、会诊费、

观察费、检查费全
免；各项治疗费、手
术费援助 40%，

医保新农合也可报销。

潍坊友好医院

电
话

免费接送电话

13011660071

彭先收的老伴李守英。

用石头垒筑的房屋。

墙上糊满了报纸，家里只有几样简单的家具。

简陋的房屋，依山而建。

夫妇两人已经在这里度过几十年的时光，他们会在此度过余生。

每次有外人来，老人们就很兴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