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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秋末初冬时节，人们看到
的往往是秋风送爽，银杏叶铺满一条
条大道，五角枫、黄栌染红一道道山
峦。而早些年，人们心目中最多的是
购买多少冬储大白菜、煤炭，要不要糊
糊顶棚和窗户，让漫长寒冷的冬季过
的更温暖更舒适。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论生活在
京城大街小巷里的人家，还是住在郊
区大杂院的百姓，住的房子基本都是
柁檩、油毡、苇箔和砖瓦、土坯建的那
种人字脊平房，很多人家的居室低矮
窄小、杂乱昏暗。所以，初冬时都有
糊顶棚、糊门窗的经历。百姓人家这
个时节糊顶棚、糊门窗，不光是为了
居室挡风保暖，更多的还是快到元
旦、春节了，把屋子糊一糊显得更亮
堂更干净，让日子显得更温暖。再有
就是定期糊糊顶棚，可以清理一下顶
棚里的尘土、虫子，让“憋闷”了几年
的顶棚透透气儿。

过去，糊顶棚也是一门手艺，糊顶
棚的师傅被尊称为裱糊匠，平时他们在
作坊里做“白事”裱糊生意，入冬时节忙
里抽闲给百姓人家裱糊顶棚，可以增加
更多收入。记忆里，那些年曾听到裱糊
匠走街串巷招揽生意的吆喝声。

早年糊顶棚大多是用秫秸杆（即
高粱杆）和高丽纸。秫秸杆要选粗细
差不多、比较直溜的，太弯的用火慢慢
烘烤弄直，把高丽纸裁剪成窄条，均匀
地刷上浆糊裹在秫秸杆上，晾干，然后
用这种加工好的秫秸杆和细麻再绑扎
顶棚架子。糊顶棚是个精细活，不仅

顶棚架子绑扎得要牢固平整、间距一
样，熬的浆糊也必须浓稠合适，否则顶
棚干透了不是褶皱不平就是开裂。糊
顶棚通常是从前向后、由左至右顺序
裱糊，有花纹的纸花纹要衔接的严丝
合缝。顶棚糊好后，在顶棚四角留出
五六公分的方形通风口，然后剪几个
吉祥图案贴上去，就算大功告成了。

那年月，生产日杂商店销售加工
好的秫秸杆，买回家就能用。可许多
老百姓为了省钱，都是自己准备。我
家那些年糊顶棚就是一家人自己干，
我父亲虽然没啥文化，可他爱琢磨，对
糊顶棚很精通，每次他都亲力亲为，脚
蹬板凳、仰着头一张挨一张地糊，母亲
和我们兄妹给他裁纸、刷浆糊打下
手。一间屋子的顶棚，从插架子到糊
好多半天就完活了。

入冬时很多人家除了糊顶棚，普
遍还都糊门窗。那时百姓人家的门窗
都是木质的，有的能安玻璃，那种

“田”字“回”字格窗棂的只能糊纸。
糊门窗相比糊顶棚简单，高丽纸或者
大白纸买回家，用面粉熬一碗儿浆糊，
比着门窗大小糊上就行了。到了过年
的时候，再用彩纸剪个蝴蝶、花卉图案
贴上去，屋里马上就洋溢出浓浓的喜
气。那些年，许多百姓人家年前还讲
究糊炕围子。之所以要糊炕围子，主
要是早年北方人睡卧火炕的多，而火
炕紧挨土墙，家人和被褥难免会被土
墙弄脏。糊上炕围子既能减少家人和
被褥接触墙壁尘埃，还清洁美化了居
室环境。

裱糊的那个年月
张栓柱

小菜猪
薛君泽 8岁

善的颂歌善的颂歌
马淑琴马淑琴

““人之初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的背诵的背诵
伴随着每一个童年的咿呀学语伴随着每一个童年的咿呀学语

而我们漫漫的人生之路而我们漫漫的人生之路
都在践行和体味着善的主题都在践行和体味着善的主题

善良是广阔无垠的天空善良是广阔无垠的天空
善良是辽远深邃的大地善良是辽远深邃的大地

是人类从远古走来的深沉的脚印是人类从远古走来的深沉的脚印
是母亲河万载奔涌的潮汐是母亲河万载奔涌的潮汐

善良是阳光善良是阳光
照耀世间万物蓬勃生长照耀世间万物蓬勃生长

善良是火炬善良是火炬
点亮精神世界阴冷的萎靡点亮精神世界阴冷的萎靡

善良是一颗柔软的心善良是一颗柔软的心
去同情去同情、、去悲悯去悲悯

去无私地扶助和抚慰去无私地扶助和抚慰
让温暖的爱让温暖的爱

去默默履行善良的道义去默默履行善良的道义

一个微笑的善意一个微笑的善意
会在雨天撑起一把伞会在雨天撑起一把伞

一句暖心的善言一句暖心的善言
会在冬天燃起一团火会在冬天燃起一团火

一个仁爱的善举一个仁爱的善举
能为生命带来永恒的春天能为生命带来永恒的春天
为黑暗点亮永久的光明为黑暗点亮永久的光明
让世界充满勃勃生机让世界充满勃勃生机

善良是善良是““孝孝””
““百善孝为先百善孝为先””的理念的理念

孕育无数孝的经典孕育无数孝的经典
如春天的细雨如春天的细雨

浸润中华的土地浸润中华的土地
新时期的炎黄子孙新时期的炎黄子孙
孝的美德生生不息孝的美德生生不息

用一颗仁厚贤德的孝心用一颗仁厚贤德的孝心
续写善的崭新篇章续写善的崭新篇章

让我们白发苍苍的父母让我们白发苍苍的父母
尽享我们奉上的天伦之乐尽享我们奉上的天伦之乐

让他们的生活与心境让他们的生活与心境
像霞光一样绚丽像霞光一样绚丽

善良是诚信善良是诚信
是诚实至上童叟无欺是诚实至上童叟无欺

是竭尽全力是竭尽全力
用生命的时间与空间用生命的时间与空间

去兑现一个直接或间接的承诺去兑现一个直接或间接的承诺
用执着的努力用执着的努力

铸成一块精神的牌匾铸成一块精神的牌匾
使诚信累积的千古基业使诚信累积的千古基业

世代传承世代传承

一诺千金的永恒定律一诺千金的永恒定律
多少善良广博的爱心多少善良广博的爱心

使特殊的节日使特殊的节日
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

都赋予都赋予““善是魂善是魂””的深刻寓意的深刻寓意
和崇高命题……和崇高命题……

善良是诚实守信的人生态度善良是诚实守信的人生态度
是求真务实的生命含义是求真务实的生命含义
是团结友爱相互帮助是团结友爱相互帮助
是无私奉献见义勇为是无私奉献见义勇为

是伸向灾区和弱势群体的是伸向灾区和弱势群体的
一双双温暖的手一双双温暖的手

是千千万万个好人是千千万万个好人
博大胸襟和大爱情怀博大胸襟和大爱情怀

淋漓尽致的演绎淋漓尽致的演绎

善良是礼善良是礼
是人间正道的向导是人间正道的向导
是文明交际的根基是文明交际的根基

是温文尔雅和礼让的卑谦是温文尔雅和礼让的卑谦
是我们世世代代是我们世世代代

文明礼貌的习惯用语文明礼貌的习惯用语

善良是出污泥而不染的清廉善良是出污泥而不染的清廉
是对心灵的自我洗涤是对心灵的自我洗涤

是两袖清风的一身正气是两袖清风的一身正气
是在金钱和利益面前的淡定是在金钱和利益面前的淡定

是时时处处是时时处处
想着人民群众的利益想着人民群众的利益

善良是风帆善良是风帆
让家庭和社会的航船让家庭和社会的航船

在生活的大海上乘风破浪在生活的大海上乘风破浪
抵达理想的彼岸和幸福的港湾抵达理想的彼岸和幸福的港湾

善良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善良是一把万能的钥匙
是对智慧和能力是对智慧和能力

希望和力量的揭示和开启希望和力量的揭示和开启
善良是崇高的境界善良是崇高的境界

是精神的果实是精神的果实
是希望的播种是希望的播种

是万古不变的真理是万古不变的真理

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
结成善良结成善良、、无私无私、、

讲奉献讲奉献、、重情义的文明群体重情义的文明群体
锻造锻造““德泽育人德泽育人””

““善载万物善载万物””的城市风尚的城市风尚
用善良的品格用善良的品格

引领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引领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
建设高举文明旗帜的建设高举文明旗帜的

首善之区首善之区！！和平昌盛 李影/作

留住老北京的魂儿留住老北京的魂儿
侯秀丽

寒假我和妈妈去了姥姥家，看到
了姥姥家养的小猪。

姥姥家里一共养了5只小猪，被
圈在一个长方形的猪圈里。长的白
白胖胖的，特别可爱。只有一只小猪
长得特别瘦小，耳朵耷拉着，眼睛像

一粒小黑豆，小肚子瘪瘪的躲在角落
里哼哼唧唧。姥姥告诉我这只小猪
有个外号叫“小菜猪”，我特别好奇就
问姥姥为什么叫小菜猪，姥姥告诉
我：“这只小猪啊，特别挑食，别的小
猪在吃食的时候，它总是不爱吃，就

爱吃青菜、白菜一类的，所以啊营养
跟不上就这么瘦了。”

听了姥姥的话，我突然想到了
我自己，我也特别挑食，不喜欢吃胡
萝卜，也不喜欢吃青椒，还偷偷把妈
妈做的饭菜里的葱花和大蒜一点点

挑出来……妈妈也经常教育我：“小
孩子不吃青菜，营养跟不上，会长不
高的……”

啊，我可不想和“小菜猪”一样又
瘦又小，以后我一定要改掉挑食的坏
毛病，多多吃饭，长的高高壮壮的。

““水妞水妞，，水妞水妞，，先出犄角后出头……先出犄角后出头……””一一
曲童声的老北京民谣曲童声的老北京民谣，，一条壮观的北京老一条壮观的北京老
城中轴线城中轴线，，镜头绿荫深处的老北京胡同镜头绿荫深处的老北京胡同，，古古
色古香的四合院……有声有色的电影语色古香的四合院……有声有色的电影语
言言，《，《小巷管家小巷管家》》开篇不错开篇不错，，京味儿十足京味儿十足！！作作
为为““不忘初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一部主题教育的一部
分分，，我们走进影剧院观看了这部主旋律电我们走进影剧院观看了这部主旋律电
影影。。因为长期关注并研究北京历史文化因为长期关注并研究北京历史文化，，
我不仅受到了教育看得津津有味我不仅受到了教育看得津津有味，，还感悟还感悟
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

我们要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我们要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既要既要
““面子面子””，，也要也要““里子里子””。。故宫故宫、、天坛天坛、、中轴线中轴线
和长安街等等是北京的门面和长安街等等是北京的门面，，小胡同四合小胡同四合
院就是古都北京的毛细血管和丰富细胞院就是古都北京的毛细血管和丰富细胞。。
真正的名城保护既要靓丽北京的地标真正的名城保护既要靓丽北京的地标、、古古
城轮廓线城轮廓线，，也一定要从小街小巷的微循环也一定要从小街小巷的微循环
做起做起。。公共设施的改造就是政府必须要做公共设施的改造就是政府必须要做
的的，，如煤改电如煤改电、、公厕改造公厕改造，，解决停车难问题解决停车难问题，，
满足人民日常生活的现代需求满足人民日常生活的现代需求。。““旧城改旧城改
造造””变为变为““老城修复老城修复””，，今后要做的不再是大今后要做的不再是大
拆大建拆大建，，而是疏通血脉而是疏通血脉，，是文化涵养是文化涵养。。北京北京

城不是破旧的废物城不是破旧的废物，，它就如耗尽心血的沧它就如耗尽心血的沧
桑老人桑老人，，需要我们加倍呵护需要我们加倍呵护，，使其再生使其再生。。如如
何处理好保护古都风貌与改善人民生活水何处理好保护古都风貌与改善人民生活水
平的关系平的关系，，是需要智慧创新的是需要智慧创新的。。

门头沟位于京城之西南门头沟位于京城之西南，，古道古村古道古村、、古古
寺庙也是北京古都风貌的一部分寺庙也是北京古都风貌的一部分。。古城如古城如
一轮明月一轮明月，，京郊似满天繁星京郊似满天繁星，，““一城三带一城三带””，，
构建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构建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门头门头
沟与永定河不能缺席沟与永定河不能缺席！！

留住老北京土著居民留住老北京土著居民，，就留住了老北就留住了老北
京的魂儿京的魂儿！！胡同儿里生活的群体都是几十胡同儿里生活的群体都是几十
年的街坊邻里年的街坊邻里，，老中青三代老中青三代，，知根知底知根知底，，古古
道热肠道热肠，，有着浓厚的人情味儿有着浓厚的人情味儿。。胡同里的胡同里的
博物馆收集着老房子的荷叶墩这样的老物博物馆收集着老房子的荷叶墩这样的老物
件件，，吴奶奶的一碗烂肉面寄托着胡同里的吴奶奶的一碗烂肉面寄托着胡同里的
乡愁乡愁。。小巷管家老赵就是典型的老北京小巷管家老赵就是典型的老北京
人人，，能够用老北京人特有的方式化解邻里能够用老北京人特有的方式化解邻里
纠纷纠纷，，包容包容、、局气局气，，有礼有面有礼有面，，以身作则以身作则，，引引
导大家拆了煤棚子导大家拆了煤棚子，，美化社区环境美化社区环境。。类似类似
电影中的国风胡同电影中的国风胡同，，北京城内的史家胡同北京城内的史家胡同、、
烟袋斜街烟袋斜街、、东四东四、、西四西四，，这些胡同的保护和这些胡同的保护和

利用就是典范利用就是典范。。可以说可以说，，没有了北京土著没有了北京土著
的北京城就是失魂落魄的的北京城就是失魂落魄的，，有其形无其有其形无其
魂魂。。同样同样，，失去了原住民的古村落就是仿失去了原住民的古村落就是仿
古度假村古度假村，，这一点在门头沟的古村落保护这一点在门头沟的古村落保护
中一定要注意中一定要注意，，活态传承才是延续古城古活态传承才是延续古城古
村淳朴民风的关键村淳朴民风的关键。。

延续延续《《龙须沟龙须沟》》的主题思想的主题思想，，人民对美好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北京城市建设与保护的初生活的向往就是北京城市建设与保护的初
心心。。““东单西四鼓楼前东单西四鼓楼前，，五坛八庙颐和园五坛八庙颐和园。。要要
讲修讲修，，都得修都得修，，为什么先修咱们龙须沟为什么先修咱们龙须沟？？只只
因为因为，，这儿脏这儿脏，，这儿臭这儿臭，，政府看着心里真难政府看着心里真难
受受！！””这是老舍先生创作的话剧这是老舍先生创作的话剧《《龙须沟龙须沟》》中中

““大傻杨大傻杨””唱的数来宝唱的数来宝，，也唱出了老百姓歌颂也唱出了老百姓歌颂
新中国新政权的心声新中国新政权的心声。。建国初期龙须沟的建国初期龙须沟的
治理被老舍先生写进了剧本治理被老舍先生写进了剧本，，也写进了北京也写进了北京
城市建设史城市建设史。。老舍因此被彭真市长授予老舍因此被彭真市长授予““人人
民艺术家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的光荣称号。。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为历代北京为历代北京
城的发展创造出了优越的地理空间城的发展创造出了优越的地理空间。。从辽从辽
南京城南京城、、金中都城金中都城、、元大都城元大都城、、明清北京城明清北京城，，
直至新中国的首都北京直至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包括近年建设的包括近年建设的

北京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都是建立在都是建立在
永定河造就的广袤的洪积冲积扇上永定河造就的广袤的洪积冲积扇上。。永定永定
河在为北京带来种种水利的同时河在为北京带来种种水利的同时，，也带来也带来
了不尽的水患了不尽的水患。。从无定到永定从无定到永定，，永定河的永定河的
治水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史的缩影治水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史的缩影。。
康熙皇帝在大规模筑堤治河后康熙皇帝在大规模筑堤治河后，，为之赐名为之赐名

““永定河永定河””，，但也仅仅维持了但也仅仅维持了4040余年余年。。民国民国
时期有识之士制订了时期有识之士制订了《《永定河治本计划永定河治本计划》，》，
但战乱频仍但战乱频仍，，未及实施未及实施。。永定河真正实现永定河真正实现
永定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永定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座修建的第一座
大型水利工程就是官厅水库大型水利工程就是官厅水库，，被誉为被誉为““开国开国
治水第一库治水第一库””。。毛泽东主席亲自来到工地毛泽东主席亲自来到工地
视察视察，，并题词并题词。。经过经过7070年的治理年的治理，，永定河上永定河上
建立了一系列水利工程建立了一系列水利工程，，彻底根治了水彻底根治了水
患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永定河现在永定河
正在进行全流域的生态修复正在进行全流域的生态修复，，永定河的明永定河的明
天一定更美好天一定更美好！！

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来自于胡同社区来自于胡同社区
居民的居民的““小巷管家小巷管家””出现了出现了，，““街乡吹哨街乡吹哨、、部部
门报到门报到””制度建立了制度建立了，，社区博物馆应运而社区博物馆应运而
生生。。与此同时与此同时，，门头沟的山村里走进了门头沟的山村里走进了““第第

一书记一书记””，，作为最基层的党支部作为最基层的党支部，，也在想方也在想方
设法为人民办实事设法为人民办实事。。安家庄的谷秀刚书记安家庄的谷秀刚书记
来自市人大来自市人大，，入村入村22年年，，克服各种困难克服各种困难，，要建要建
设用地指标跑手续设用地指标跑手续，，配合技术人员打机井配合技术人员打机井，，
终于解决了村民用水难题终于解决了村民用水难题，，家家户户的自家家户户的自
来水由限时控制性供水变成了长流水来水由限时控制性供水变成了长流水。。还还
翻新大礼堂建设了乡情村史馆翻新大礼堂建设了乡情村史馆，，扩展了大扩展了大
队小楼队小楼，，设置了党建基地设置了党建基地，，以宣传本村抗日以宣传本村抗日
英雄李文斌的事迹为抓手英雄李文斌的事迹为抓手，，重新燃起了革重新燃起了革
命老区人民的热情命老区人民的热情，，回顾村庄回顾村庄7070年变迁年变迁，，排排
演节目演节目，，录制纪录片录制纪录片，，村庄的红色旅游也将村庄的红色旅游也将
开展起来开展起来。。大雁翱翔蓝天要有领头雁大雁翱翔蓝天要有领头雁，，广广
大群众看的可是自己身边的党员大群众看的可是自己身边的党员，，正是有正是有
了扎根基层的千千万万的了扎根基层的千千万万的““赵建国赵建国””、、谷秀谷秀
刚们刚们，，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成为一个能够领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成为一个能够领
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坚强政党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坚强政党！！

影片把故事的讲述放在了新中国成立影片把故事的讲述放在了新中国成立
7070周年的背景下周年的背景下，，更使小胡同里小人物的更使小胡同里小人物的
故事充满了家国情怀故事充满了家国情怀。。我看这部电影我看这部电影，，不不
仅可以当作思想教育片观看仅可以当作思想教育片观看，，它也是一部它也是一部
浓浓的古都京华风情片浓浓的古都京华风情片，，挺好挺好！！

时代变迁
李琳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
首往昔，祖国母亲经历过战争、经历
过贫穷，她曾经软弱、曾经忍受……
但是今天，她已是屹立世界的大国，
经济腾飞、国富民强。

最近新闻联播、外交部发言人
频频成为网络热搜。官媒态度的转
变，颠覆以往的严肃，走了亲民路
线，说了老百姓最想说的话，特别的
给力！

祖国强大的表现不止如此，笔
者今年30岁，回想从小到大，这些
年来的变化，真的是觉得翻天覆
地。学习、生活上的改变是每个人
最直接的感受。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小学的教
室只有两排长长的平房，没有暖
气的冬天，需要用煤炭炉子来取
暖。冬季的值日生来到学校的第
一件事，是倒炉灰，第二件事是扫
落叶。操场在两排平房的中间，
不算平坦的洋灰地，时不时会有
坑洼，碎石子不注意的时候会硌
脚，因为那时候最流行的就是“白
网鞋”，鞋底儿不厚，脚没有丝毫
的包裹性，和现在讲究的适合运
动的运动鞋无法可比。后来，随

着时代的变迁，国家政策的扶持，
学校有了变化，直到我5年级的时
候，学校虽然还是没有高高的教
学楼，但是教室已经焕然一新，重
新翻盖的教室变多了，也更加宽
敞、明亮，黑板进行了更新换代，
教学用具增加了许多，课桌椅已
经可以调节高矮，变得非常人性
化。淘汰了煤炭炉子，一排排崭
新的暖气，给教室增加了温暖和
安全。操场进行了修复，有了跑
道，学校周围的墙面粉刷了宣传
画、制作了文化墙。多年来开放
式的学校大门，安装了大铁门，并
且制作了新的牌匾。如今又过去
了很多年，偶有机会回到母校，它
已经比从前更具风采，它的改变
就是时代改变的缩影。

童年的玩具，积木是木头的，
涂着各色的颜色，长条形状的画着
柱子花纹，三角形的代表着屋顶；
铁皮青蛙、铁皮火车，冰凉的手感，
要上很久的弦，才能提供能量让它
动起来；遥控汽车的品牌至今记忆
犹新——雷速登，那是我的第一辆
遥控汽车，不大但是却让我很自
豪，因为身边的孩子们都没有。打

沙包、捉迷藏、丢手绢、跳皮筋是最
流行的游戏项目。如今，再次感受
童年，就如同大家说的那样，80后
的第一个童年是自己小时候，第二
个童年是孩子小时候，现在笔者正
在享受第二次童年。这种感觉比
第一次还要兴奋，儿童乐园遍布各
大商圈，主打的风格多种多样，跟
着儿子滑一下高高的“魔鬼滑梯”，
感受以前小时候没有经历过的高
度；儿童玩具琳琅满目，变形的、发
声的、组合的、拼插的……很多时
候，看到新奇的玩具，不仅孩子喜
欢，大人也是蠢蠢欲动，然后买回
家，比孩子玩儿的还要起劲儿，感
叹着，自己小时候都没有这么多种
玩具……

从曾经咿呀学语，到现在身为
人母，身边很多的事都发生着变
化。交通线路越
来越多，环路、高
架桥四通八达；娱
乐场所越来越多，
密室逃脱、蹦床乐
园、轰趴游戏馆
……满足着各个
年龄段人们对娱

乐休闲的追求；西餐、韩餐、地方特
色，各类美食的增加，应运而生的送
餐外卖，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地享受
到美食，享受便利的生活；潮流商
圈、城市免税店、高档进口超市、夜
间经济圈……各类商业形态让人们
从早到晚都可以很充实。

时针每一秒的跳动，都带来新
的空气，新的改变；太阳每一天的升
起，都带来新的温度，新的日子；走
过70年风风雨雨的新中国，如今仍
如少年一般充满活力，每一次的改
变，都带来了新的机遇，每一次的变
革，都给世界惊喜。随着时间的推
移，记忆越来越丰满；随着时间的推
移，祖国越来越强大……有一句话，
一直在脑海；有一种爱，一直在心
中：那就是我爱你，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