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我焦急地等待着
一位朋友的核酸检测结
果。当“阴性”二字映入眼
帘，我几乎激动地跳了起
来。朋友是支援武汉的志
愿者，武汉解禁后，按照规
定隔离，并在核酸检测为阴
性后返回北京，又在家隔离
了14天，再次复查核酸，结
果就是我接到的信息，这就
意味着，我心目中的英雄可
以回归他正常的生活了。

新冠肺炎疫情之初，一
个志愿者辗转打电话找到
了我，迫切要求在这大疫之
时，做我们医院的志愿者，
一再表示出力、出车，无论
干什么都行，只要是医院抗
击疫情需要的。我在电话
里除了感谢之外，婉言谢
绝，可不管我怎么说，这个
朋友一定要见我面谈。于

是，我们约定次日相见。第二天，他准时
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中等个子，五官端
庄，目光炯炯，给人以果敢、真诚的感
觉。经过交谈了解到，他刚五十出头，自
己创业。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句话从他
的口中反复说出，被他周身诚挚的热血
浸泡久了，丝毫没有了口号的味道，成了
掉在地上能砸出坑的铮铮誓言，我不禁
肃然起敬。原来，这位兄弟经常参加志
愿者活动，是位老资格的志愿者。2008
年汶川地震，他关闭了自己经营的公司，
亲自跑到汶川，出力出钱，救人救灾。待

当地形势好转了，他又如同一缕清风，不
声不响地默默撤出，重新开始自己的生
活。

北京有了病例，他便多方打听，希望
能尽快参与到抗击疫情的战役中。听说
区医院被定为新冠患者收治定点医院，
他立刻找到了这里。我跟他承诺，一旦
外围有忙不开的时候，一定会请他来帮
忙。他听罢高兴得像个孩子。我们互留
了电话，添加了微信，一条特殊的热线就
此搭建了起来。“我24小时候着。”他满脸
真诚地看着我说。我突然觉得，这是一
位值得一生相交、生死相许的朋友。

送走了这位朋友，心里有种说不出
的感觉。我想，爱的宏旨在于行善与造
福。这种心灵深处蕴藏着大爱与担当情
操高尚的人，永远是引领社会进步的精
神力量。

还有位让我感动的朋友，他就是朴
实的北京好人——志愿者安兴权。那
天，我突然收到他的信息，说他终于实现
了再当志愿者的愿望，已经在武昌医院
报到。他原本一直在与武昌医院的刘智
明院长联系，希望能去做志愿者，当得知
刘院长不幸牺牲后，一颗前仆后继的心
变得更迫切了。经多方协调，终于获准
到武昌医院做志愿者。他在网上组织了
四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并给每个人购买
了保险，带领朋友们一起奔赴武汉武昌
医院，兑现对刘院长的承诺，兑现对社会
的承诺，也兑现对自己心灵的承诺。

安兴权所在的武昌医院搬运部都是
人力搬运，工作量大，效率低。为了不影
响防控工作，能够最大限度地为医务人
员做好后勤保障，他想，要是有台铲车就

好了。脑到心到，想到做到，他立即在网
上搜寻、付款订货，不出几日，一台崭新
的铲车到位，工作效率得到了大幅度提
升。对此，他不曾声张，只是默默地在脸
上挂出了一丝浅笑。

从安兴权身上，我看到，志愿者不再
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和名词，在我的心目
中，耸立起了一个大写的人字。恰巧这
时，一个记者朋友从我的朋友圈里知道
了安兴权。听了我的简单介绍以后，她
几乎要跳起来，激动地说：“这样的英雄
必须宣传！”当我把采访之事告诉老安，
他断然谢绝了，之前他已经婉拒了多家
媒体的采访，他说，虚名误人生，踏踏实
实做事，实实在在做人，是他一贯的人生
态度。

由于记者朋友执着地坚持，又碍于
我的面子，安兴权勉强答应接受采访，但
条件是不署名，于是就有了《中国青年
报》“来自五湖四海的单刀赴会”的报告
文学。文中涉及的志愿者都有名字，而
作为主角的他，却只是以“老安”代之。

当年汶川地震，安兴权一猛子扎到
震区，当了一年多志愿者，协助重建。新
冠疫情蔓延之际，他又当起了最为纯粹
的、真正意义上的志愿者，用行动践行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面对突如其来
的大疫，不计得失、不计生死，逆行驰援，
是多么了不起的英雄！所有参与抗疫的
医务人员和解放军官兵，所有如安兴权
一样的志愿者，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英
雄，是民族的脊梁，是脱离了低级趣味、
最纯粹、最可爱的人，是阔大辽远的天幕
上最为耀眼的星光。

毛守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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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重阳”

也叫“重九”，《易经》中把“九”定为阳

数，九月九，两九相重，古人认为是一

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据文献记

载，早在战国时期，重阳节时民间就

有登高、饮菊花酒的风俗，作为节日，

则是到了西汉时期。

老北京人在重阳节时，常常用登

高、佩戴茱萸、赏菊、饮菊花酒、吃花

糕、食烤肉、涮羊肉、吟诗作赋等方式

来庆祝，以祈求平安健康，而这些风

俗，一直流传至今。

“中秋才过近重阳，又见花糕各

处忙。”吃花糕是老北京过重阳节必

不可少的食品。花糕，又称菊花糕、

重阳糕，吃花糕源于“登高”的“高”，

“糕”字与“高”同音，象征“步步高升”

之寓意。旧时老北京花糕种类繁多，

一类是饽饽铺里卖烤制好的酥饼糕

点，如槽子糕、桃酥、碗糕、蛋糕、萨其

马等；一类是四合院里主妇们、农村

妇女，用黄白米面蒸的金银蜂糕。糕

上码有花生仁、杏仁、松子仁、核桃

仁、瓜子仁；还有的是用油脂和面做

的蒸糕；将米粉染成五色的五色糕；

还有的糕中夹铺着枣、糖、葡萄干、果

脯，或在糕上撒些肉丝、鸡鸭肉丝，再

贴上“吉祥”或“福寿禄禧”字样，并插

上五彩花旗。花糕那时也像月饼一

样用于馈赠亲友。

不仅民间风行制作吃食花糕，在

清代宫廷里，重阳节时也要举行“花

糕宴”。周密写的《武林旧事》一书中

记载:“九月九日重阳节，都人是月饮

新酒，汎萸簪菊，且各以菊糕为馈，以

糖肉秫面糅为之，上缕肉丝鸭饼，缀

以榴颗，标以彩旗。”明代沈榜的《宛

署杂记》上也说:“九月蒸花糕，用面

为糕，大如盆，铺枣二三层，有女者迎

归，共食之。”

重阳节的风俗还有赏菊、饮菊花

酒。赏菊、饮菊花酒是老北京人度重

阳节的另一项风俗。菊花，秋之骄

子，其色艳丽，富于神韵，其品坚贞，

经霜不凋，深得文人墨客的青睐，边

赏菊，边饮菊花酒，边吟诗作赋不可

谓不滋润。重阳节饮菊花酒的习俗

最早起源于晋朝大诗人陶渊明，陶渊

明以隐居、作诗、饮酒、爱菊出名，后

人效仿他，遂有重阳赏菊的风俗。

佩戴茱萸是老北京重阳时的传

统。茱萸全称吴茱萸，又称越椒，是

一种芸香科植物，它有散寒止痛、温

中止泻、开郁杀虫之功效，古代有“吴

仙丹”和“辟邪翁”之称。老北京人认

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

消灾，于是人们把茱萸佩戴在手臂

上，或磨碎放在香袋里，还有插在头

上的。除了佩戴茱萸，也有头戴菊花

的。到了清代，北京人过重阳节的习

俗还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

凶秽，以招吉祥”。

老北京重阳盛行登高，每逢农历

九月初九，皇帝都要亲自到万岁山

(景山)去登高拜佛，祈求福寿平安，并

观览京城风光，皇后妃子们则在紫禁

城的御花园登临堆秀山登高眺望。

在民间，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或登临

自家花园的假山亭台，或在旧京城内

外爬山登高，一览山景和京城风景。

那时老百姓登高主要是赴西山八大

处、香山、五塔寺、北海、景山五亭、陶

然亭等处所，一般全家或三五好友同

行。《燕京岁时记》书载：“凡登高，必

赋诗饮酒，食烤肉，洵一时之快事。”

那时还有一项风俗，要在九月初

九天明时，迎接女儿回娘家，取片糕

搭在女儿额头上，一边搭一边还祝福

女儿:“愿儿百事俱高”。凡有出嫁女

儿者，都备名酒、糕点、水果去接女儿

回家，谓之“归宁父母”，所以重阳节

又称为“女儿节”。这个风俗至今在

北京郊区一些地方仍一直流行着。

九九重阳因为与“久久”同音，九

在数字中又是最大数，有长久长寿的

含意。今天的重阳节被赋予了新的

含义，在1989年，我国把每年的九月

九日定为老人节。传统与现代巧妙

地结合，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

的老年人的节日。全国各机关、团

体、街道，往往都在此时组织从工作

岗位上退下来的老人们秋游赏景、或

临水玩乐、或登山健体，让身心都沐浴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不少家庭的晚辈

也会搀扶着年老的长辈到郊外活动，

或为老人准备一些可口的饮食。

老北京重阳节的风俗众多，虽然

有些风俗逐渐淡薄，但如今在民间，

登山登高、买菊赏菊、吃花糕、食烤

肉、涮羊肉的风俗仍盛行不衰。

传统节日重阳节传统节日重阳节
■ 袁树森

创城创城，，为你而歌为你而歌
王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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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秋。因为秋有寒蝉鸣在
树上，听来总觉得它在呼唤什么,越
听不懂它的心声，我就越想探索它
的心灵世界。也许我永远不会懂
它，因为我在俗世，它已超脱在另一
个精神层次。从春到夏，处暑到初
秋，这个庚子年的多难，感觉这一年
如此波折而漫长。蝉声悠长，是在
感叹这百年未遇之无常吗？

我喜欢秋。因为秋是一个成熟
的季节，我理解的成熟，是如玉一样
经过岁月的打磨，变得越来越纯净
了。尘埃洗去，落下磊落宽容的君
子之风。我不认为人之初性本善，
我觉得人之初性是恶的，随着人的
成长和教育及自身读书修养，人的
本性就会朝善的方向发展，最后达
到至善和完美。人生走过一个甲子
年，也算见过一些风雨，看过千帆过
尽。读了许多闲书，包括中国古代
圣人达贤的书，五花八门的杂书阅
读也使我长了许多见识，对这个世
界，这个社会多了几分清醒的认
识。世事洞明皆是学问，人情练达
可成文章。知书达礼也好，学富五

车也罢，其实最后就一个归宿：善。
无论从政、经商、做学问，离开善就
没有根。善可以生发出光明、正直、
亮节、友爱、包容、风度等等，这是我
人生走到秋的时候，最深的感悟。
孙文说，孝小可治家，大可治国。我
觉得如果改成善字，就更好。

我喜欢秋。因为秋天是一个情
感可以寄托的季节，望鸿雁远飞，给
远方思念的人一封笺书，秋天是情感
找到归宿的季节。人生到秋季，人自
然坦荡，面对各种诱惑也只是苦笑面
对无所而求？看破生死，淡然面对世
事无常。都说人生苦短，其实人生也
路漫漫其修远，何谓长短？知我者谓
我心善，不知我者谓我何闲？

我喜欢秋。喜欢秋的安静，在秋
的午后，伴着斜阳洒在窗户上余晖，
在竹窗飞鸟的窗下，捧起一本自己喜
爱的书，一字一句地慢慢品读，享受
书中描述的情景和语言修辞之美，体
验一个未曾谋面作家的坦荡与多情，
翱翔在精神王国中不能自拔，在梦幻
般的童话世界中体验那种纯真、纯
情、纯净之境，该是怎样一种精神体

验呢？我用文字无法描绘出来。
我喜欢秋。因为秋是充满梦幻

的季节，每人都有一个梦，这个梦一
直伴随左右。也许它美好和遥远，
也许它挂在月亮或火星上。人总得
朝星空仰望，牵牛星和织女星的银
河两岸，总有浪漫的故事在传说。
我喜欢梦幻，不是喜欢它的虚幻，而
是喜欢它的纯洁和美妙。

我喜欢秋。喜欢怀斯的《克里
斯蒂娜的世界》，我喜欢克里斯蒂娜
在秋野中匍匐的背影和她残躯的尊
严，她是被上帝咬了一口的青苹果，
这样说上帝是爱她的。我也被上帝
咬过一口，伤口仍留有血痕，上帝也
依然爱我吗？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上帝能告诉我吗？有轮
回和来世吗？这些古老的思考，秋
天能告诉我吗？

我喜欢秋。喜欢秋穿上五光十
色的衣裳，是那样丰富与包容，颜色
与颜色之间互不矛盾，和谐如一
体。实际我最喜欢北方家乡的秋
天，树木的黄叶与稻田的金黄在白
云蓝天下是那样有层次感，白桦林

灰白相间的过度色显得细瘦高挑般
的不卑不亢。这是我喜欢的性格，
做人就应该这样。不低卑，也不唱
高调到处显摆。

我喜欢秋。我喜欢秋夜绵长，
在午夜的床上，遥看异乡的窗月，偷
想故乡的小河和那河中的月影。人
都喜欢寻根，尤其是年纪渐大的时
候，常常捧起一本童话故事，怀旧想
起童年的快乐时光，以及与河水一
样流逝的少年梦。都喜欢说故乡月
是圆的，那只是一种思乡之情。秋
夜之缠绵，一样是满满的乡愁留下
他乡之恋。

我喜欢秋。喜欢秋的豁达与乐
观，看到秋叶被风吹落，一点都没有
感到悲观，反而是那样从容。人如
草木，从生到死都是红尘的匆匆过
客。生命承受的重与轻，更重要的
是看生命过程的责任与担当，对国
家、社会、家庭承担和负重越多，生
命价值越重，付出比索取更快乐也
许是一种吃亏是福的最好修行。

我喜欢秋……
柴华林/文

我喜欢秋我喜欢秋

在这缤纷的世界上
我们极为平凡
像田野中开放的无名小花
默默地点缀着大地
像枝头轻盈的绿叶
宁静地衬托着果实

但是，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平凡
大地才显得如此生动和灿烂
社会，正因为有了我们
这些平凡的门头沟热心人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宏伟乐章
才有一场盛大的弹奏与和弦
社区、乡村、背街小巷、河湖两岸……
每一枚山城建设的硕果
都凝结着我们辛勤的汗水
浇灌着首善之区文明的花园
提升生活品质，涵养城市气质
我们用智慧和辛勤
用无言的行动
彰显我们对京西家园无比的爱恋
当人们竖起大拇指
颂扬家乡的建设和发展
你可曾知道
这里伴着我们多少
奋战的白天和无眠的夜晚
当人们投以惊奇的目光
走在秩序井然整洁的街市
你可曾知道
这里倾注着我们多少汗水和心愿

我们与时间赛跑
用爱心和双手
擎起使命的重托和百姓的瞩愿！
也许，生活给予了我们
太多责任，太多考验
太多机遇，太多挑战
但是，生活也同样给予了我们
太多希望，太多情缘
太多感慨，太多实践

“创城”使我们走到一起
同悲欢，共苦甜
在平淡中笑得开怀
在辛劳中活得坦然
虽然普通，却顶天立地
肩挑重担，却脊梁不弯
生活的佳酿
浓缩着人生的艰辛与甘甜
职业的天平
擎举着我们的理想和信念
我们的追求
紧紧维系着京西的富饶和文明
我们的幸福
与“创城”为民，“创城”惠民相牵！
我们是胸怀朝阳的耕耘人
我们是无私忘我的奉献者
不懈、执着，开拓、奋进
永远是时代的主旋律
让我们再拼搏创佳绩
创建一座
全国文明城区的理想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