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本版编辑/贺京梅 ■ 美编/郭其瑞

2019年9月20日 星期五文化

图三

国家名片 历史回眸
——新中国成立周年纪念邮票欣赏

左慎五

自上世纪40年代起，笔者陆续收藏了
一些信销票，包括数十枚解放区邮票和建
国后的部分纪念邮票、特种邮票。值此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翻检旧箧，
精选出新中国成立周年纪念邮票数枚，回
顾新中国从诞生到成长的光辉历程，并祝
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邮票
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套纪念邮票，1950
年7月1日发行，编号“纪4”。票面上方是
五星红旗，右方是毛泽东主席半身像，左方
是凌空飞越的三架军机，下方是红旗飘扬
的天安门城楼和受阅的坦克部队，并有“一
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字样。它展现了开国
大典阅兵式的盛况，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成立。（见图一）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一周年纪

念”邮票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六套纪念邮
票，1950年10月1日发行，编号“纪6”。票
面图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杆前面
有黄色阿拉伯数字“1”，并有红色绶带与金
色麦穗环绕。下方有“1949-1950”“十月
一日”字样。（见图一）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
念邮票，1959年 10月 1日发行，编号“纪
68”“纪69”“纪70”。“纪68”图案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徽，“纪69”是工业现代化的图
景和天安门城楼，“纪70”是全国各族人民
在天安门前载歌载舞欢度国庆。（见图四）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

年”纪念邮票（三连票），
1964 年 10 月 1 日发行，
编号“纪 106”。图案下
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和红旗飘扬、红灯高悬
的天安门城楼以及纵情
欢呼的各界群众。“中国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
岁”的标语塔巍然耸立，
彩色气球上悬挂着“总路
线万岁”“大跃进万岁”

“人民公社万岁”的巨幅
标语格外醒目，记录了那
个特殊年代的“壮志豪
情”，带有明显的政治烙
印，引人遐思，发人深
省。（见图三）

（五）“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邮

票，1979 年 10 月 1 日发行，编号“J47”。
图案上方是翩翩起舞的维吾尔族姑娘，左
下方是敲奏象脚鼓的傣族小伙儿，右下方
是跑旱船的汉族媳妇。画面喜庆祥和，人
物栩栩如生，展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热烈庆祝建国
三十周年的欢乐情景。（见图三）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
——民族大团结”纪念邮票，1999年

10月1日发行，编号“1999-11 J”。全套五
十六枚，每枚代表一个民族，为我国邮票史
上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套邮票，被誉为“祖国
全家福”。遗憾的是，目前只收集到傈僳
族、阿昌族、塔吉克族、怒族、保安族、珞巴
族各一枚。（见图二）

邮票是国家的名片，历史的见证，社会
的缩影，更有“第二货币”“袖珍百科全书”
的美誉。它可以展现时代的变迁，经济的
发展，科技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它是包罗万象的
博物馆，囊括博大精深
的大千世界。特别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发行的纪念邮票，
更具有承前启后、鉴往
知来的历史意义和现
实意义。

书信自周朝起就
是人民群众互相联系、
交流情感的主要方
式。从 1878 年（清光
绪四年）海关邮政局发
行第一套“大龙”邮票
开始，我国邮票已经有
140 多 年 的 悠 久 历
史。精美别致的邮票，
一直是热门的收藏品，
被称为“收藏界的骄
子”。改革开放以后，
由于手机的普及，座机
早已退居二线，逐步淡
出通信市场；私人信件
几乎绝迹，机关、企事
业单位的信函、印刷
品，大多实行“邮资总
付”，盖戳为凭。邮政
部门也顺势而为，由收
寄普通信函、包裹为主
转为速递业务。现在，

想要收集几枚信销票——特别是纪念邮票
和特种邮票，已非易事。

邮票承载历史，邮票增长知识，邮票
——方寸之间天地宽！

久闻俞敏洪老师大名，心中对之一直是
崇敬中“谜着”，今拿到俞老师写的《在绝望中
寻找希望》，解“谜”心切，忙细读之。此书共
10章97篇小短文。像日记，像随笔，又有点
心灵感悟的意味。连读两遍后，“谜底”在俞
老师直白、诚挚的恳谈中渐次揭开，而其人品
人格之魅力也一并彰显。

说起来，俞老师的个人及家庭很不起眼。
18岁前在农村，长相难看，土里土气。16岁开
始学英语，高考考了3年，30岁才知太平天国
是怎么回事。穿着补丁衣服和家做的土布
鞋。普通话说不好，张嘴同学就笑。文艺、体
育一无所长。大三得了肺结核休学一年。班
里最丑的女孩儿都收到过情书，那是他写的。
被北大开除，次日房子被收回无处安身……说

是硬件也好，软件也罢，这就是俞老师笔下真
实的自己。不修饰，不回避，如实道来，这算不
算品质的闪光呢？我说当算，因这点并不是每
个人尤其是名人能做到的。包装美化还来不
及，谁还会主动“道短露丑”呢？

而其事业却酷炫得耀眼，首当其冲或说
起底的原因，当是俞老师的人性之美——向
真的品德、心性与做法，成就了他事业上有了
合伙人，此可谓首个歪打正着。他说：“要交
到好朋友，首先要做个好人。当我们选择和
别人和睦相处、精诚合作时，如同把6个苹果
分给了周围的6个人吃，他们有水果时也一
定会分给你，这样你就可吃到桔子、桃子、李
子等6种不同味道的水果。更重要的是，6个
素昧平生的人也许从此成为了朋友和合作伙
伴。”看得出也品得出，生存于冗杂的茫茫人
海中，该持怎样一种心态和态度，他一直都有
着骨子里最朴素的界定和认同，且一直不走
样地身体力行着。他说“北大时，宿舍里打水
和打扫卫生最多的是我，且习惯了不去计
较。”俗话说“好人好报”，当他事业起步需帮
忙时，这些哥们毫不犹豫地来了，理由：“俞在
我们心中一直是个好人。”可见“好人”是多么
地值钱和有分量！

好人品成了俞老师事业成功不可或缺的
硬件，但仅凭这一点似还难于平地起高楼，这
就不得不说其“十年磨一剑”之向学的求知精
神与劲头这第二点了。书中说“如没有天分，
那韧性、耐心、勤奋、持之以恒就显得尤为重
要。”“我这人有一特大的优点，就是不管是自
卑也好，成绩差也好，被人瞧不起也好，我从
来不气馁，一直在默默努力，这韧劲也许来自
我小时的经历，还也许你最后取得的成绩比
那些跑得快的人还要多。”“第一年没考上，第
二年没考上，第三年终于考进了北大。目标
——成为中国最好的英语词汇老师之一，于

是我开始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背。最后，我
终于背下了两三万个单词，成了一名不错的
词汇老师。”从参加高考到今天，他没有一天
懒惰过，现每天依然工作近16个小时。只因
认定了“水滴石穿、木锯绳断”，总身体力行者

“弱鸟先飞，笨鸟老飞”。合伙人王强评价他
“像芦苇一样坚韧”，有牛劲和犟劲。如此，俞
老师得以再次歪打正着地迎来了自己人生和
事业的柳暗花明，再正常不过。

不得不说的还有第三个歪打正着，即俞老
师向善塑己的心态和能力成就了他和他的事
业。“做人就要跟着牛人跑，我的优点之一是从
不嫉妒比我优秀的人。新东方的很多人都是
我学习的榜样，王强的读书精神，徐小平的思
想火花，包凡一的批判精神，都在我身上产后
了深刻影响，塑造了我的性格。正是这一优点
成就了我的今天。”确如其言，俞老师信奉并始
终身体力行着“做人像水”的口号。比如，他学
到了有近6万本藏书的王强酷爱书及读书的
精神。王强的生活费一半吃饭、一半买书。他

“照方抓药”，将每月22元的国家助学金也分
出11元买书，大学里共读了800本。有话说
成熟的谷子才弯腰，像海绵吸水一样低头做人
的他，无时无刻不弯着腰，以人之长，补己之
短，这当是怎样的一种虚怀若谷！

“三个向”“三个身体力行”“三个歪打正
着”，犹如多个轮子，助跑着俞老师及新东方，
偶然也必然。这启示我们：一曰人心是杆秤，
亘古未曾变，好人还是要做的；二曰执着、专
注、勤奋、耐力之美质特质，何时都不过时，握
住它就握住了成功的一半；三曰尺有所短，寸
有所长，汲取他人的优点光点，修正提升自
我，是种心态也是种能力。俞老师已成功地
领跑在前，那么以俞老师为样板，学习其优良
品质并也身体力行之，“无心插柳柳成荫”离
谁都不远，努力即是！ 吕金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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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赏赐
任成壮

古老的潭柘寺历史悠久、建筑辉煌、
人文荟萃。建寺以来，上自期望永保江
山的帝王贵臣，下至子孙安顺的黎民百
姓，心灵深处无不被宗教的绳索紧紧拴
牢。特别是推崇者们为了笼络人心，加
强统治，助力修建各式各样的宗教场所，
以此来实现其目的。

游览寺院，环顾四周，乾隆皇帝御笔
亲题的“鹫岭云闲，空界自成清静色；龙堂
月皎，圆光长现妙明心。”的牌匾依然悬挂
在大雄宝殿的立柱上。“大肚能容，容天下
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的
名联也跃然眼前，历历在目；“寺枕龙潭，
七祖分支传妙法，山连鹫岭，九峰环翠拥诸
天。”的抱柱匾仍在毗卢阁立柱上仰视可
见。御道、朝房、行宫院、帝后宫等一连串
与皇宫有关的词汇还在沿用。

翻阅历史，几乎所有的皇朝都信仰
宗教，潭柘寺也是被历代朝廷所尊崇。
无论是钦命主持，还是御驾亲临；无论是
整修扩建，还是钦定戒律；无论是赏金拨
银，还是赠联赐匾等都给寺院带来了大
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同时也为寺院的
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有史可查，第一位莅临寺院的皇帝是
金熙宗完颜亶,他于皇统元年（1141年）
来寺，并将龙泉寺改为大万寿寺的同时，
还拨专款对寺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和
扩建，开创了皇帝赐名、赐金的先河。

“一林黄叶万山秋，銮杖参陪结圣游
……可笑红尘奔走者,几人于此暂心休。”
是时任主持重玉禅师所作的一首七言古
诗中的诗句,记述了金大定年间皇太子
完颜允恭代表其父金世宗完颜雍来寺院
时的情景，后于明昌5年（1194年）镌刻
成碣，镶嵌在金刚延寿塔后的崖壁上，成
为历史的见证。

元世祖忽必烈的女儿妙严，因其父
南征北战，杀戮过多，为替父赎罪，来到
寺院出家为尼，每日定时到观音殿跪拜
诵经，礼忏观音，长此以往，殿内的方砖
被磨出了两个深深的脚印，为了纪念妙
严大师之诚心，此砖称为“拜砖”。“拜砖”
供奉在观音殿内，已成为重要的历史文
物。妙严为潭柘寺带来了繁盛，也使寺
院的发展建设进入了辉煌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涉足禅林，
对佛教比较重视，因而，明代皇帝后妃大
多信佛，或由朝廷拨款，或由太监捐资，
对寺院进行了多次修缮和扩建，最终确
立了今天的格局。如，明成祖朱棣、慈圣
孝定皇太后等都笃信佛教，多次来此进
香礼佛。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孝定
皇太后出资，整修佛堂，增添殿宇，扩建
寮房、方丈院等房舍80余间。所以才有

“明修庙，清修道”的民谚。
在清代历史上先后有康熙、雍正、乾

隆、嘉庆四位皇帝多次到潭柘寺进香礼
佛。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皇帝巡视
西山，命广济寺住持，著名的律宗大师震
寰和尚任潭柘寺钦命住持。康熙三十一
年（1692年）皇帝又拨银一万两，包括行
宫院在内的所有殿堂重新修缮装饰，使
寺院焕然一新。

行宫院在寺院东路，帝王树东侧，占
地约1000余平方米。北房青山居是皇
帝居住、用膳的地方；东侧5间配房御茶

房，御膳房等是专门为皇帝烧水沏茶和
制作食品的地方。南房是清康熙皇帝赐
名的“延清阁”，它是皇帝处理朝政和登
高赏景的行宫。颐和园瞩新楼就是仿照
延清阁的建筑形式建造的。此院是两进
院落，各屋之间既是有机的整体又相对
独立。院内集天然造化和人工巧成于一
身，古树参天、翠竹清幽，建筑别致，引人
寻幽探胜，流连忘返，是一个感受帝王生
活的地方。1686年秋天，康熙亲临潭柘
寺检查验收行宫院工程，并且留住数日，
每日除了与震寰和尚探讨佛义以外，还
游山玩水，即兴赋诗。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第二次游
潭柘寺，见整修后的寺院更加雄伟壮
丽，十分高兴，亲赐寺名并书写“敕建岫
云禅寺”。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4月）
皇帝携内宫后妃三游潭柘寺。此时他
的老友震寰和尚已经圆寂三年了，康熙
十分伤感，他凝视着遗像亲题感怀诗：

“法像俨然参涅磐，皆因大梦住山间。
若非明镜当台语，笑指真圆并戒坛。”这
一幕在佛教历史上实属罕见，也是在潭
柘寺历任主持中的最大殊荣。在行宫
院小住期间，康熙为寺内许多殿堂坛阁
题写了匾联，临走时赐饭银300两，皇
太后赐元宝4个。

一向深居简出的清雍正皇帝，国祚
虽短，但仍抽空到寺院进香礼佛，并《题
潭柘寺大雄宝殿》联“莲座护祥云，名刹
宏开登净域；檀林施法雨，慈航普渡指迷
津”等。

到潭柘寺次数最多的当属那位酷爱
游山玩水的乾隆皇帝。乾隆七年（1742
年）皇帝第一次游幸潭柘寺，“赐供银二百
金、匾额九、楹联二、诗二、章幅子一轴、法
琅五供一堂。”在寺院内到处都留下了乾
隆皇帝的墨宝。乾隆九年皇帝把御笔心
经和自己手书的诗篇赐给了寺院。乾隆
二十九年到潭柘寺时，“赐护身佛一尊、金
刚经塔图二轴、供佛斋僧银三百金。”并且

“御书四额”，“皇太后赐珐琅镀金供器二
十五事。”皇太后还破例将潭柘寺的监院
璋琮和尚收为义子，以示恩宠。

最后一位到寺院来的是清嘉庆皇帝，
他崇信佛教，现有《初游潭柘岫云寺作》五
言诗一首：“西山古潭柘，今日径初游。问
景层层妙，入门步步幽。春辉在峰顶，老
树倚阶头。礼佛参心性，听泉泯去留。璇
题标上界，神物护深秋。花雨诸天净，圆
光万象周。一宵亦旧业，中道勉前修。汲
汲离佳境，随云出岫游。”

光绪年间，恭亲王奕忻因朝廷内部
权势的顷轧，而到京西马鞍山的戒台寺

“养疾避难”，一住10年。在此期间，他
经常来寺院小住，并且出资整修了寺内
的延清阁，准备作为自己的终老之所。

总之，潭柘寺历经千年而不衰，离不
开高僧大德的智慧、皇朝的赏赐、善男信
女的布施和社会名流、富族、香会的支持、
捐赠及僧侣们募化等各方共同的努力。

无心插柳柳成荫
——读《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有感

门头沟的故事门头沟的故事

三、“泥锅做饭斗量柴”之谜
“泥锅做饭斗量柴”，是过去一句广泛流

传于京西民间的谚语。传到明朝的南京之
后，人们议论纷纷：“看来，这燕王所在的北
京，是个蛮荒之地呀！不然，怎么还用泥锅做
饭呢？缺粮少柴，竟用斗来量那柴草了！”一
传十，十传百，一来二去，传到宫廷，朝廷以及
皇子们便放松了对燕王朱棣的警惕。“谅他带
的是老弱残兵，用的是泥锅做饭，无粮少柴，
也翻不起什么大浪！”这是舆论误导。

那么，这“泥锅做饭斗量柴”到底是什么
意思呢？它在朱棣的“靖难之役”中又起到了
什么作用呢？

第一，我们先说这“泥锅做饭”吧，有个词
叫“胸有成竹”，是指做事情之前，已经有了通
盘考虑，也说“成竹在胸”；不是简单地说“肚
子里有棍棍。”据介绍，宋代有个画家叫文同，
字与可。宋晁补之诗赞曰：“与可画竹时，胸
中有成竹。”这个词懂了，“泥锅做饭”也就不

难理解了。“泥锅”就是京西王平口安家滩产
的砂锅，不但不掉泥，而且做出的饭是香喷喷
的。人们用砂锅做粥、做饭、泡豆芽儿、盛水、
烙饼、熬汤药，用途广泛，且“百年不坏”，至今
民间仍有砂䀇子、水嘟噜珍藏。原来这“泥
锅”并非人们理解的泥做的用具，而是煤层间
的胶泥与沙子混合烧制而成的京西特产——
砂䀇子。

第二，这“斗量柴”，又是什么呢？原来，
这里所说的“斗”就是“制子”。说白了，就是
用荆条子编的筐。因为煤炭丰富，不论斤，
不论两，而是论“筐”来制。这里所说的

“柴”，就是煤。“斗量柴”也就成了京西煤
的雅号了。有次全国水土保持会在门头
沟召开，会议代表参观期间，有区情介绍
说：“从西太后的手炉，到老百姓的灶具，
所用的煤炭，大部分出自这里。”出在哪儿
呢？就是门头沟。就连军庄镇的香峪村，
老人们还自豪地说：“你知道北京的景山

还叫什么呀？还叫‘煤山’。是我们香峪的
煤堆起来的山！”

第三，京西煤不仅供应了北京人的用煤，
还为明朝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役”奠定了基
础。这又是为什么呢？煤炭是动力，助长了他
们的经济发展，才有实力发动了“靖难之役”。
朱棣当上了皇帝，于是又将国都迁回北京。因
此，“泥锅做饭斗量柴”这么一句谚语，受迷惑
的是不知情者；受实惠的是知情者。这么简单
的一句话，竟然包含了京西特产砂锅、荆筐、京
西煤。不然，这“泥锅做饭斗量柴”怎么会成为
京西十大谜团之一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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