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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浓新年情
杨丽丽

穿越夏天的喧嚣，秋天的繁忙，冬天的寂
静，新年正慢慢向我们靠近，雪花，是一个顽皮
的小精灵，在季节的风中展开六瓣的思念，一朵
一朵，飘飘洒洒，吐露出新年的芬芳。

在日月的轮回里，我们送走了过去的吉祥
如意，迎来了现在的莺歌燕舞，在东方的曙光
里，高昂的雄鸡啼声嘹亮，展开五彩缤纷的翅
膀，照亮冬日的寂寞。人们整装待发，斗志昂
扬，徜徉在新年的光景里，与阳光同路，与春天
同行。

一年将尽，新年正缓缓向我们靠近，那些美
好的祝福，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树树梅花，张开
笑脸，走出季节深处的闺房，冷傲的品质，让所
有人的眼睛发亮，一缕缕清香让冬天也荡起了
春意。时间正展翅高翔，陈旧的事物消失的无
影无踪，伴随着新年的脚步，我们的心敞亮起
来，仿佛要在天地清明的开阔里张开自己的飞
翔之翼。

新年的阳光带着温暖来到我们身边，耀眼
的光芒埋葬了旧日的风尘，我们的天空正在闪
亮，我们的山川河流正在日新月异，我们的祖国
正在蓬勃发展。一切往昔的辛苦和疲惫，都沉
睡在深夜寂静的雪地里，漫山遍野的枯枝野草

正散发出蓬勃的力量。推开岁月的门扉，在新
年的脚步声里，我们重新出发去涂抹一幅山清
水秀的画卷。

生命是一场奇迹，每一步的跋涉都是一种
沉淀，无论欢喜，无论悲伤，旧年的往昔都埋葬
在一场淋漓的大雪里。城市在更新，乡村在发
展，新年的到来叫空气里充满了桃花的味道，昨
天的积雪在阳光的照射下慢慢隐退了身影，放
慢前进的脚步，让自己安静下来，面带微笑，用
一颗淡泊的心守住岁月的变迁，守住一份淳朴
的过往。

新的一年里，不管是热热闹闹的乡村，还是
车水马龙的城市，都敞开了怀抱，倾倒出更多的
喜悦和欢愉，张灯结彩的街道，热气腾腾的炊
烟，都在渐融的冰雪里，都在渐暖的阳光里，等
待花开，等待春天再一次灿烂。季节的风吹动
了节日的风铃，美好的祝福奔跑在祖国的大地
上，踩醒了万物蛰伏的梦境，我们一起滑动时光
的巨浆，迎着风雨扬帆远航。

岁月是一条流淌的小河，带走了一季又一
季浮华，前行的路上充满坎坷和惊喜，从春花到
秋实，从青葱烂漫到成熟稳重，在不停变化的岁
月里，我们送走了往昔的辛劳苦痛，迎来了新一

年的黎明曙光，最鲜艳的色彩照亮了节日的祝
福，遥望雪花飘落的原野，那些美好的祝福都变
成了六瓣的花朵，缓缓地盛开在天地之间。

新一年的时光，生命的篇章被重新打开，花
红柳绿，河开燕来，锦绣山河的壮丽让无数的生
物在回归的温暖里敞开了自己的心扉。我们祖
国的四面八方都充满了新年的希望与欢乐：回
归故乡的游子，翘首以盼的母亲，活泼可爱的孩
童，慈祥和蔼的老人……人们都被新年的团圆
和热闹，鼓舞着充满生活的力量。

新的一年，一切与往昔相关的疲惫和辛苦
都在灿烂的烟花里消失殆尽，渐渐苏醒的美好
之声为我们的明日带来一份平安和祝福。东
方报晓的雄鸡，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祝福。打
开新年的扉页，我们怀揣梦想和希冀，策马扬
鞭驰骋在绿色的旷野上，驰骋在天地开阔的春
光里。

过去的时光里我们经历了繁花，经历了落
叶，经历了失败，经历了喜悦，经历了低谷，经历
了寒潮，也经历了从青春年少走向成熟稳重，而
日子还在缓缓的流淌，岁月还在悄悄的变迁，新
的一年新的开端，我们应该心怀善念，感恩阳
光，走好属于自己的一步又一步。

事事见喜如意图 马爱新/作
门头沟的故事门头沟的故事

九、“西峰老祖案”之谜
我们这里说的“西峰老祖案”，是指清

代发生在京西西峰寺里的一桩公案。什
么叫“公案？”两层意思：一是指官吏审理
案件时的桌子，一般来讲是长条形的，案
上有“惊堂木”，就是官吏审案以示威严的
方木块；而说书人为了吸引听众注意用来
拍桌的小硬木块，属此类。但名称则叫

“醒木”了。这审案用的条桌，就是公案。
第二层意思，公案是指疑难案件，泛指有
纠纷的离奇的事情。“西峰老祖案”就是北
京地区颇有影响的一段公案。

那么，“西峰老祖案”是怎么一回事
呢？我们先从一部电视剧说起。大家都
知道在由张铁林、王刚、张国立这个“铁
三角”主演的《铁嘴铜牙纪晓岚》中，有出
就提到了“西峰老祖案”：关外人李二，伙
同任五，装神弄鬼，自称“西峰老祖”，以
看病为名，迷惑群众，行骗财之实。剧中
有：一座石佛从地下慢慢顶砖而起，使得
四周人等目瞪口呆。其实，那是李二等
提前做了手脚：先将石佛下面放了黄豆，

通过浇水、发芽、膨胀，顶起了石佛。当
然了，这段公案被朝廷立案调查，揭示出
了真象，李二、任五等一个个伏了法。

那么，真实的“西峰老祖案”又是什
么样呢？我们看一看1936年中华书局
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就知道了。该书
上海书店1981年重新出版过。书中明
确记载：“乾隆五十三年七月步军统领绵
恩奏西山戒台寺之北，有西峰寺一座。
内有戴发修行妇人，自号西峰老祖活佛，
能看病求符药，服之即愈。京城内外男
女纷纷前往，竟似城市。……查得该寺
离京六十余里，此妇人法名了义，俗家张
李氏，顺义县人……又在该氏屋内搜查
有符咒药经画像各件。其画像五轴，原
张李氏出身源流，均修庙匠人任五觅人
绘画。又查出金六十四锭，重二百八十
两，银二千六百两，金镯四只，计八两
重。其余衣服器具，间有非该民应有之
物，随交宛平县查封。该员当将张李
氏、及伊子张明德、三子广月、匠人任五
等，于二十一日解到臣署，臣亲加逐一

研讯……张李氏乡野愚民，乃占据大庙，
自称老祖活佛，妄自尊大，以看香治病为
名，摇惑人心，从中渔利……京畿首善之
地，尤当肃清此等惑众妄为。……任五
……拟即行处绞。张李氏从宽改为绞监
候，秋后处决。”

就是说，电视剧中的首犯李二，男性，
关东人，其原形就是公案中的张李氏，女
性，顺义人。为什么要改变其籍贯、性别、
姓名呢？这恐怕与当时反对邪教的形势是
有关联的。这段公案对我们的启示，其实
是很有警示作用的。时至今日，各类骗子，
层出不穷，无论是骗财，还是骗色，都应注
意防范。科技发达，人们的认识提高，骗
子的手段也会更加隐蔽，所以说防骗、防
上当也应该永远在路上。 （未完待续）

试解京西十谜团（九）
赵永高

 


































写给云写给云
大峪中学分校初一大峪中学分校初一（（77））班班 周伊婧周伊婧

你想变成什么模样你想变成什么模样，，
你就变成什么模样你就变成什么模样。。

变大变大、、变小变小。。
有时小的像一朵小花有时小的像一朵小花，，

有时大的可装下整个天空有时大的可装下整个天空。。

你想变成什么模样你想变成什么模样，，
你就变成什么模样你就变成什么模样。。

各种动物各种动物。。
大象大象，，小猫小猫，，小鸟小鸟，，青蛙……青蛙……

即使变成总考零蛋的小傻瓜即使变成总考零蛋的小傻瓜，，也没有人笑话也没有人笑话。。

你想变成什么模样你想变成什么模样，，
你就变成什么模样你就变成什么模样。。

每天的天气每天的天气，，
小雨小雨、、雪花……雪花……

你可以变成小雨你可以变成小雨，，去拥抱小草去拥抱小草、、小花小花。。
可以变成雪花可以变成雪花，，

像小蝴蝶一样飞到千家万户像小蝴蝶一样飞到千家万户。。
你没有好多好多你没有好多好多““安排计划安排计划””

啊啊！！让我也变成一朵自由自在的云吧让我也变成一朵自由自在的云吧！！

指导老师：王雪梅

跨年满满的仪式感
李琳

不知不觉不知不觉，，20192019年已经所剩无几年已经所剩无几，，进入进入1212
月以来月以来，，各种以总结为主题的文字各种以总结为主题的文字、、图片图片、、活活
动动、、聚会轰炸着朋友圈聚会轰炸着朋友圈，，人们悉心整理着人们悉心整理着20192019
年在工作年在工作、、生活上获得的收获生活上获得的收获、、成绩成绩，，同时也把同时也把
或多或少的不如意或多或少的不如意、、坎坷坎坷，，吐槽成吐槽成““小故事小故事””，，一一
笑而过笑而过。。

1212月的北京月的北京，，虽然很冷虽然很冷，，但是没有风和雾但是没有风和雾
霾的时候霾的时候，，天蓝得透彻天蓝得透彻，，云飘得自在云飘得自在，，尽管太阳尽管太阳
在遥远的南半球在遥远的南半球，，却仍然努力地将阳光送到每却仍然努力地将阳光送到每
一个北方人的身上一个北方人的身上，，帮助我们对抗寒冷帮助我们对抗寒冷，，同时也同时也
给今年的好心情增加能量给今年的好心情增加能量。。

中国人对新年的认知大概更偏向于农历中国人对新年的认知大概更偏向于农历
的春节的春节，，但是不得不承认但是不得不承认，，当秒针走过当秒针走过20192019年年
1212月月 3131日日 2424时时，，日历上的日子就已经进入日历上的日子就已经进入
20202020年年，，所以跨年的欢乐时刻都会被安排在所以跨年的欢乐时刻都会被安排在
1212月月3131日日。。

跨年跨年，，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早已早已
经习以为常的跨年演唱会经习以为常的跨年演唱会，，即便在南方的部分即便在南方的部分
城市举办城市举办，，但仍然是有些寒冷但仍然是有些寒冷，，只不过无边无际只不过无边无际

的观众的观众，，挤在一起迎接的新年第一秒钟这件事挤在一起迎接的新年第一秒钟这件事
充满温暖充满温暖。。不能到场得到这份温暖的人不能到场得到这份温暖的人，，只好只好
隔着屏幕隔着屏幕，，有的没的参与微信互动有的没的参与微信互动，，一边和朋友一边和朋友
聊天聊天，，一边听着那些时不时响起的熟悉的歌一边听着那些时不时响起的熟悉的歌，，然然
后不自觉的想起某些人后不自觉的想起某些人、、某件事……某件事……

跨年跨年，，是一件形式多样的事情是一件形式多样的事情。。戒台寺的戒台寺的
新年钟声新年钟声，，算是家乡的特色新年活动算是家乡的特色新年活动。。在僧人在僧人
的主持下的主持下，，敲响钟声敲响钟声，，环绕夜空的钟声好似人们环绕夜空的钟声好似人们
心中对新年的喊话心中对新年的喊话，，大家在寺庙内用佛教的特大家在寺庙内用佛教的特
有形式祈福有形式祈福、、许愿许愿。。

跨年的大部分活动都是从夜晚开始的跨年的大部分活动都是从夜晚开始的，，当当
然然，，还有一种活动叫迎接新年的第一缕阳光还有一种活动叫迎接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来自来自11月月11日的清晨日的清晨。。每年的元旦每年的元旦，，新闻上都新闻上都
会播出著名景区迎接日出的情况会播出著名景区迎接日出的情况，，黄山顶峰黄山顶峰、、
山东海边……人们簇拥在一起山东海边……人们簇拥在一起，，架起架起““长枪短长枪短
炮炮””，，记录太阳从微微发白的天际一点点升起记录太阳从微微发白的天际一点点升起
的过程的过程，，红晕慢慢染红天空红晕慢慢染红天空，，阳光带来了新年阳光带来了新年
的希望和鼓励的希望和鼓励。。

作为北京人作为北京人，，真正到天安门广场看过升旗真正到天安门广场看过升旗

仪式的人并不多仪式的人并不多，，如果说平日里的升旗仪式是如果说平日里的升旗仪式是
庄严肃穆的庄严肃穆的，，那么元旦那么元旦、、春节春节、、国庆节这些富有国庆节这些富有
特殊意义的日子特殊意义的日子，，升旗仪式也成为了一种充满升旗仪式也成为了一种充满
自豪自豪、、荣誉荣誉、、激动的活动激动的活动。。元旦的升旗仪式必定元旦的升旗仪式必定
带有对新年的期盼带有对新年的期盼、、祝福祝福。。

跨年满满的仪式感跨年满满的仪式感，，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
式去迎接新一年的到来式去迎接新一年的到来。。手机里的祝福信息手机里的祝福信息，，
桌边的推杯换盏桌边的推杯换盏，，广场上的拥抱广场上的拥抱，，家里的嬉笑家里的嬉笑
……每一个瞬间都给这个特殊的时刻增添了几……每一个瞬间都给这个特殊的时刻增添了几
分意味深长分意味深长。。

跨年满满的仪式感跨年满满的仪式感，，人们在人们在1212月月3131日这日这
一天一天，，不一定会选择仅仅和家人一起度过不一定会选择仅仅和家人一起度过，，可能可能
是和朋友是和朋友、、可能是和同学可能是和同学、、可能是和同事可能是和同事、、也可也可
能是去参加某种固定组织的能是去参加某种固定组织的PartyParty…………

跨年满满的仪式感跨年满满的仪式感，，与除夕不同与除夕不同，，虽然都是虽然都是
迎新的过程迎新的过程，，但是在人们心中的感觉但是在人们心中的感觉、、份量都不份量都不
太一样太一样。。如果说除夕是习俗如果说除夕是习俗，，那元旦就是娱乐那元旦就是娱乐。。

跨年满满的仪式感跨年满满的仪式感，，告别告别 20192019 年年，，迎接迎接
20202020年年，，你的仪式是什么样的你的仪式是什么样的？？

水果随歌而来
吕金玲

““少年郎採槟榔少年郎採槟榔，，小妹妹提篮抬头望小妹妹提篮抬头望，，
高山青呀流水长高山青呀流水长，，叫我俩赶快回家乡叫我俩赶快回家乡”“”“掀掀
起你的盖头来起你的盖头来，，让我看一看你的脸让我看一看你的脸，，你的脸你的脸
儿红又圆哪儿红又圆哪，，好像那苹果到了秋天好像那苹果到了秋天”“”“糖葫糖葫
芦好看它竹签儿串芦好看它竹签儿串，，象征幸福和团圆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把幸
福和团圆连成串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没有愁来没有烦””……无……无
论是在缺吃少穿的建国之初论是在缺吃少穿的建国之初，，还是在生活还是在生活
困苦的困苦的33年自然灾害时期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些传统的老歌这些传统的老歌
好歌也是甜歌情歌好歌也是甜歌情歌，，一直为人们所喜爱一直为人们所喜爱，，传传
唱不衰唱不衰。。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以来，，其更是焕发了青其更是焕发了青
春春，，伴随着人们心情的节拍伴随着人们心情的节拍，，在我中华大地在我中华大地
欢快地舞动着欢快地舞动着。。回眸回眸，，当说这些优美动听当说这些优美动听
的歌曲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调剂的歌曲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调剂，，其中其中
作为载体的各类果品作为载体的各类果品，，更见证和代言了新更见证和代言了新
中国中国7070年来的可喜变化年来的可喜变化。。

小时候家里穷小时候家里穷，，只能是有啥吃啥只能是有啥吃啥。。
连肚皮都填不饱连肚皮都填不饱，，别提副食了别提副食了，，水果更别水果更别
想想，，整个一奢侈的代名词整个一奢侈的代名词。。除非得了病除非得了病，，

赶巧了或许能掂对几个论堆儿卖的皱巴赶巧了或许能掂对几个论堆儿卖的皱巴
巴的小青苹果吃巴的小青苹果吃，，别看模样别看模样““姥姥不疼舅姥姥不疼舅
舅不爱舅不爱””，，我们却知足得很我们却知足得很。。十几岁时十几岁时，，
偶有闲暇偶有闲暇，，我和几个小伴儿会翻山爬坡我和几个小伴儿会翻山爬坡，，
到九龙山等地寻野果到九龙山等地寻野果，，也就酸枣也就酸枣、、山杏山杏、、
毛桃老几样毛桃老几样。。还不时被看山人吓唬驱还不时被看山人吓唬驱
赶赶，，连滚带爬狼狈逃窜连滚带爬狼狈逃窜。。几十年过去了几十年过去了，，
那苦那难在记忆里始终没走远那苦那难在记忆里始终没走远。。现在的现在的
孩子生在了孩子生在了““福窝福窝””里里，，那是吃啥有啥那是吃啥有啥，，包包
括水果括水果，，多幸福啊多幸福啊！！

现信步各超市现信步各超市，，必有一方水果的天必有一方水果的天
下下。。地里种的地里种的、、架上挂的架上挂的、、树上结的树上结的、、大棚大棚
栽的栽的，，大的小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圆的扁的、、软的硬的软的硬的、、甜的甜的
酸的酸的、、本地的外省的本地的外省的、、国产的进口的国产的进口的，，应有应有
尽有尽有，，斑斓一片斑斓一片。。红红、、绿绿、、黄黄、、紫紫、、黑黑、、白白，，五五
颜六色颜六色，，让人眼花缭乱让人眼花缭乱。。往往是拿起这个往往是拿起这个，，
不舍那个不舍那个。。““这个有营养该多吃这个有营养该多吃，，那个嫩面那个嫩面
也得来点儿也得来点儿，，结果一买就多结果一买就多，，谁让各个都那谁让各个都那

么招人爱呢么招人爱呢！！””———张大妈—张大妈、、李大婶常如是李大婶常如是
说说。。我也有同感我也有同感，，不得不慨叹水果家族之不得不慨叹水果家族之
丰盈之诱人之给力丰盈之诱人之给力。。

整体看整体看，，水果大军威武水果大军威武、、雄壮雄壮，，拉出来拉出来
单练单练，，每支队伍也阵容强大每支队伍也阵容强大，，可圈可点可圈可点，，应应
了那句了那句““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的箴言的箴言。。就说柑就说柑
橘吧橘吧，，有沃柑有沃柑、、耙耙柑耙耙柑、、丑橘丑橘、、金桔金桔、、蜜桔蜜桔
等等；；苹果类苹果类，，有红富士有红富士、、黄元帅黄元帅、、糖心脆糖心脆、、姬姬
娜等娜等；；梨一族梨一族，，有京白梨有京白梨、、雪花梨雪花梨、、莱阳梨莱阳梨、、
皇冠梨皇冠梨、、库尔勒香梨等库尔勒香梨等；；瓜一族瓜一族，，有香瓜有香瓜、、
黄金瓜黄金瓜、、白兰瓜白兰瓜、、哈密瓜哈密瓜、、羊角蜜羊角蜜、、西瓜等西瓜等；；
芒果类芒果类，，有高乐密有高乐密、、金煌金煌、、台侬芒台侬芒、、幺芒等幺芒等；；
葡萄类葡萄类，，有马乃提有马乃提、、红宝石红宝石、、黑加仑黑加仑、、玫瑰玫瑰
香等香等。。以上以上““团队团队””庞大强势庞大强势，，但有些但有些““小小
分队分队””存在感也很强存在感也很强。。更有些更有些““个体个体””，，宛宛
若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若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伊人伊人””般般

““在水一方在水一方””着着，，也不容小觑也不容小觑。。如百香果如百香果、、
火龙果火龙果、、柠檬柠檬、、杨桃杨桃、、黑莓等黑莓等，，无分主角配无分主角配

角角，，也无分年节假日也无分年节假日，，每一成员都鲜灵着每一成员都鲜灵着、、
秀色着秀色着，，若盛装待嫁的新娘若盛装待嫁的新娘，，一脸幸福状地一脸幸福状地
静候着主人将其带回家静候着主人将其带回家，，为非节胜节非年为非节胜节非年
胜年的百姓日子胜年的百姓日子，，平添一抹抹亮色和暖色平添一抹抹亮色和暖色，，
好温馨啊好温馨啊！！

水果的种类水果的种类、、貌相和心田既不俗貌相和心田既不俗，，自自
然馈赠给人们多多然馈赠给人们多多，，这里就必须得提吃到这里就必须得提吃到
反季节反季节、、跨地域及稀有水果的桥段跨地域及稀有水果的桥段。。现人现人
们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们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市场也确实提供市场也确实提供
了种种便利与可能了种种便利与可能。。如西瓜原来夏天才如西瓜原来夏天才
得一见得一见，，现一年四季有货现一年四季有货；；山竹山竹、、枇杷枇杷、、龙龙
眼眼、、木瓜等南方水果木瓜等南方水果，，原没见过真容原没见过真容，，也不也不
曾听过芳名曾听过芳名，，现市场里有的是现市场里有的是；；原无花果原无花果、、
牛油果牛油果、、金手指黑提金手指黑提、、骏枣骏枣、、灰枣等灰枣等，，孤陋孤陋
寡闻的我近几年才算开了眼寡闻的我近几年才算开了眼；；更有不少外更有不少外
国的果品也纷纷搭乘时代列车国的果品也纷纷搭乘时代列车，，风情万种风情万种
地活跃在我市场上地活跃在我市场上。。如越南香蕉如越南香蕉、、菲律宾菲律宾
凤梨凤梨、、泰国榴莲泰国榴莲、、缅甸甜瓜等缅甸甜瓜等，，在家门口就在家门口就

尝到异国他乡的美味尝到异国他乡的美味，，省了旅游费用和长省了旅游费用和长
途颠簸之苦途颠簸之苦，，不也抵得上潇洒走一回了不也抵得上潇洒走一回了
吗吗？？还别说为满足不同口味还别说为满足不同口味、、年龄年龄、、习惯习惯
之广大民众需求之广大民众需求，，作为鲜果的调剂和补作为鲜果的调剂和补
充充，，经加工制成的各类干果了经加工制成的各类干果了，，如罐头如罐头、、切切
片片、、糕糕、、膏膏、、饼饼、、果茶果茶、、糖块等糖块等，，其也广有人其也广有人
脉而走俏脉而走俏。。

““一骑红尘妃子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无人知是荔枝来””，，
说的是距今一千多年的大唐说的是距今一千多年的大唐，，由于爱妃偏由于爱妃偏
好这口儿好这口儿，，唐明皇认真落实唐明皇认真落实，，数千里急送数千里急送，，
所伤人所伤人、、马甚多马甚多。。杜牧用诗作记了下来杜牧用诗作记了下来，，才才
广为流传广为流传。。现在看现在看，，不就是鲜荔枝吗不就是鲜荔枝吗？？根根
本无需鞍马劳顿本无需鞍马劳顿，，大费周章大费周章。。只要想吃只要想吃，，市市
场走一遭或动动手指网购场走一遭或动动手指网购，，贵妃待遇唾手贵妃待遇唾手
可得可得。。不得不说不得不说，，时移世易时移世易，，逾逾7070岁的我们岁的我们
赶上了这个时代赶上了这个时代。。秤砣虽小压千斤秤砣虽小压千斤，，水果水果
虽小立意深虽小立意深。。一首香歌甜又暖一首香歌甜又暖，，祝福祖国祝福祖国
日日春日日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