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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清是北京的第几场雨，只感觉天气渐
渐凉了。其实下雨的日子往往容易贪睡，然而
习惯会让人的身体和精神都产生一个“记忆
点”，所以若是每天都早睡早起，想偶尔赖床也
是不容易的。

早餐之后，刷到一条新闻，也不算新闻吧，
算是趣闻。一个外国小伙子，在国外因为吃了
几顿中餐便爱上了中华美食，来到重庆，励志
要从重庆开始1年之内吃遍全中国，然而……3
年了他连四川都没有吃遍，甚至还饶有兴致地
徘徊在重庆。

关于吃，中华民族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无论是川鲁粤淮扬等在内的八大菜系，还是南
甜北咸、东辣西酸的不同饮食偏爱，都能看出中
国人对于食物的深入研究，所以民以食为天。

关于吃，不分阶层、不以金钱为衡量、不以
身份为区分，都有学问、都有趣味、都有令人着
迷的情怀……在美食界有这样一种“结论”，大
多数国家都有一种或者几种可以代表本国的
食物：日本——寿司、韩国——泡菜、法国——
鹅肝、巴西——烤肉……中国呢？这个答案肯
定是没有的，因为中国的每一个地区都会有好

几种食物让人耳熟能详，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特
色，从旅游地点推荐名单上就看得出，中国的
地区，哪儿都有必须打卡的“美食街区”，就连

“舌尖上的中国”也介绍过不少美食街。中国
人的饮食文化，小到街边的小吃，大到古籍中
记载的皇家宴会，都有不同的讲究、不同的吃
法、不同的氛围、不同的礼数。

小吃的受众群广泛，且市井气息浓郁，吃
法比较随意，口味大众，氛围轻松。百姓喜欢
在小吃、大排档的地方约上几个伙伴儿，不用
穿得正式、不用拘泥于复杂的礼数，天南海北
的聊天，回归生活中的自己，吃得高兴了、喝得
高兴了就算拍拍桌子，大笑大叫也不会觉得不
合时宜，毕竟嘈杂的邻桌比比皆是。

正式宴会的赴约，通常很讲究，从着装、座
位顺序、菜品的搭配、吃法和礼仪都很严谨，气
氛相对严肃，规格高，程序性高，宾客身份和宴
会主题都是有内容的。这已经不仅仅是普通
的一次席间品尝，而是更像参加了一项活动。

关于吃，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这样的人或
者人群，他们热衷于寻找美食，一提起有关吃
什么、去哪儿吃、什么好吃的类似话题，就会饶

有兴致。他们从来不满足于“吃饱”，也觉得美
食的意义从来就不是为了“吃饱”，他们被称作

“吃货”，而“吃货”更像是平民版的美食家代名
词，他们心中的地图全是以美食为标记，能详
细地描述出同一种菜品在不同餐厅，呈现出来
的口味上的细微差别。

随着“吃货”的增多，人们在解决了温饱问
题之后，美食已经上升到精神追求。就像火锅
爱好者觉得，没有什么事儿是吃一顿火锅解决
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吃两顿。既满足口腹之
欲，又达到精神愉悦，就是美食在新时代赋予
人们的强大功效。

时代发展，选择增多，欲望蔓延，随之而来
的，就是对“勤俭节约”意识的淡泊，有些国人好
面子、爱攀比、讲场面的陋习愈发明显。2020
年下半年，习近平主席针对“舌尖上的浪费”再
次做出批示，“光盘行动”提示民众要理性消费，
当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食之美好，不仅要
做一个快乐的“吃货”，也要做一个“光盘行动”
的践行者；食之美好，不仅要品尝食物，也要尊
重食物；食之美好，食过，心存美好！

李琳/文

时至初冬，虽然气温骤降，但随着“创

城”工作的展开，身边那些体现人文关怀的

点点滴滴、桩桩件件的细节，就像冬天里的

一把火，温暖着我们的心。

滨河世纪广场公园位于双峪环岛东

北角，是阜石路进入我区的门户，更是我

区园林建设的硕果。昔日，永定河故道挖

沙形成的洼地沙坑绵延数公里，风沙漫天

肆虐许多年，是智慧的门头沟园林设计者，

因地制宜设计成广场与步道，健身与园林

结合，瀑布连着荷花湖的大型多功能公

园。茂密的环形树林带拱卫中，巨大的直

升机停机坪宣示着我区与外界联系的紧

密与通达。让人津津乐道的健身步道时

而平缓时而抛物线般起伏，常常令步道疾

走者连呼过瘾。

如此魅力无穷的大公园，从早晨到晚

上有成千上万人前来健身休憩。高耸于

公园东面阜石路过街天桥上的巨幅“门头

沟区欢迎您！”真的迎来了石景山、海淀、

丰台等城区与周边邻区的休闲健身者。乒

乓球、篮球、羽毛球，步道人影婆娑，广场舞

交谊舞与K歌器乐演奏，乐声悠扬人头攒

动……

温暖的细节就在这里呈现，先是在公

园南侧的侯庄子公交站旁，新开辟了一个

出口。从此，这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几

天功夫，新开的出口像决堤的水，川流不

息。原来，隔墙而望近在咫尺的公交车站，

需绕行小二里，如今开了新南门，谁还舍近

求远呢？

“细节决定成败，细微之处见精神。”在

新开辟的南门，转角步行梯道八级台阶上，

一架闪着光亮的不锈钢管扶手，稳固地架

设在上下台阶中间，好似隔离带一般。不

但方便了行人有序上下，还让老人和孩子

们有了安全抓手。一切都是悄悄的，但人

文的关怀，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像

甘泉，像春风，抚慰着人们柔软的心，让人

心里熨帖，天寒心暖，犹如一股暖流从心底

流过：这一系列好事是谁做的，咋就那么贴

心呢？

人们忽然想到了“创城”，倡导文明，建

设美好幸福生活的“创城”行动，在门头沟

吹响了进军的号角，不断呈现的生动画面

令人感动，温暖的细节处处展现。自从我

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各级政府将市

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摆在首位，致力于解

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给百姓带来福祉同

时，城市人性化管理水平也在悄然发生着

变化。

新桥大街人行道旁的树坑里，铺就的

灰色塑料踏脚让行人顿生欣喜。原来一米

见方的行道树坑，凹下地面有脚面深浅，让

活泼好动喜欢奔跑的孩童踟蹰不前，行人

常常需要驻足躲闪，稍有不慎就踩进树坑，

但时间一长也就见怪不怪变成无奈。如

今，铺上灰色塑料踏脚的行道树坑与人行

道联成一体，人们可以昂首挺胸，尽情地享

受着道路的平坦开阔，就像一首歌唱的那

样——“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

扬……”

细节还不止于此，厕所革命的暖风也

吹进寒风中的卫生间。改造后的公共卫生

间暖和了，也更加干净整洁了，裹紧衣服从

寒风中步入卫生间的人们，瞬间直起腰，舒

缓了身体。细心的人们还发现，洗手池中

流出的自来水变成暖暖的温热水。一对母

女如厕后，小女孩在年轻妈妈的帮助下洗

手，胖胖的小手在热水下揉搓两遍后停住

了：“妈妈，我们洗完了，走吧，这热水要省

着使。”说罢，抬头指着墙上的提示语：“妈

妈，你教我的没有忘‘此卫生间有热水，请

节约用水。’”

今年的冬天，真的好暖。

温温暖暖的的细细节节
■ 董秋波

古道是一条河古道是一条河
马淑琴

古道是一条河
是和山下的大河并行的

一条旱河

大河有多长
古道就有多少遐想
大河有多少道湾

古道就有多少传说
大河有多少故事

古道就有多少蹉跎

古道上磨光的石头
照得见河的影子

古道上盛开的野花儿
都是浪花的姐妹

山下的河行过多少船
山上的古道就碾过多少车

河边喊出多少声号子
古道上就响着多少吆喝
河里的波涛一浪接一浪

古道上的白云
一朵连一朵

大河牵着古道越走越远
古道追赶大河日月穿梭

这里的人们 自古
就有旱水两条路
这里的人们 从来
就有水旱两条河

食食
之之
美美
好好

今年是故宫（早年称“紫禁城”）建成600
年。故宫，恢宏壮阔，建筑规制、布局装饰严整
有序。解读故宫历史文化，透视皇帝理政思
想，了解皇家生活观念，不仅要鉴赏故宫的外
在建筑装饰、宫殿内存放的器物和馆藏典籍珍
品，还要关注悬挂各宫、殿、堂、馆等处的楹联、
匾额。《紫禁城八百楹联匾额通解》（李文君编
著）一书，即可让我们获得更加丰富的知识信
息，对故宫历史文化认识更为深刻。

楹联又称为春联、对联、对子。明清以后，
楹联在我国广泛普及。《紫禁城八百楹联匾额
通解》有三个特点：一是辑录的楹联、匾额是
目前最多的，辑录的楹联匾额为776副，附景
山与光明殿楹联匾额22副。二是相当一部分
楹联、匾额为首次展示，平时我们参观故宫时
看不到。三是该书引经据典四百余部，注释词
语三千余条，且注释注解详细，逐字考索，解读
典故。此外，该书按宫殿格局顺序讲解各区域
楹联、匾额的方式，十分有助于读者了解故宫
布局。

从踏入故宫午门，到移步至故宫神武门，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紫禁城内各门、殿、宫、
楼、亭、阁、轩、堂、斋、馆、屋等建筑实体一般
都题有楹联”。但每一副楹联、匾额都不尽相
同。“大体来看，有理政类、吉祥类、闲适类、缅
怀类、礼佛类、祝寿类、读书联等类型。每类
楹联都与宫殿的功能相契合。”比如午门楹
联。午门为紫禁城正门，高大宏阔。史料记
载，清朝时午门是皇帝举行朝会、“颁朔礼”

“献俘礼”等重大活动的地方，城楼尤其凸显
大清国气势。因此，悬挂于午门城楼明间屏
扆处的楹联，与此场景相得益彰。午门楹联
为乾隆帝题写，内容为：“车书通月竁，云物
壮天门。”联句既描写出午门之气势宏伟、雄

奇壮观，更将“天朝大国的国威、国势”展示
了出来。

乾清宫位于内廷后三宫最前面。从清雍
正帝以后，乾清宫成为皇帝召见廷臣、批阅奏
章、处理政务等重大活动场所。所以，乾清宫
悬挂的楹联、匾额，尤其彰显治国理政理念。
悬挂宫殿正上方的“正大光明”匾额，为顺治帝
亲笔御书、乾隆帝摹拓。“正大光明”四字摘自
《易经》，寓意正直无私，光明磊落。同样，宫内
悬挂的两副楹联表达了相同思想。康熙题乾
隆摹的“表正万邦，慎厥身修思永；弘敷五典，
无轻民事惟难”联句，集自《尚书》语句，“堪称
是康熙帝攘外安内的要诀”。乾隆题写的“克
宽克仁，皇建其有极；惟精惟一，道积于厥躬”
联句，集自《尚书》，意为皇帝治国须宽厚仁义，
以身作则，为民表率。

故宫内楹联、匾额，绝大多数出自皇帝手
笔。其中，乾隆帝御笔居多，康熙、雍正、光绪
和慈禧也题写了一些，另有一小部分出自书法
功力深厚的大臣之手。而这些大臣“不是状元
就是榜眼、探花，多是皇帝宠臣”。如，养心殿
内悬挂的“化日红开仁寿宇，慈云长焕吉祥光”
联句，即为光绪三十年榜眼朱汝珍书写；“六合
清宁调玉烛，万寿景命辉映躔”联句，则为嘉庆
元年进士赵慎畛书；“荣生苑树春光绕，瑞启瑶
台矞采多”联句，出自咸丰帝，而书写者是同治
十三年进士张百熙。

故宫内每一副楹联、匾额，都意蕴情致，雅
俗共赏。其典故出处、书体风格也可考可鉴。
实地游览故宫鉴赏过那些楹联匾额后，再慢慢
捧读《紫禁城八百楹联匾额通解》，或许对“品
味楹联匾额点睛意境，得豁然开朗之趣，対锻
鋳遣辞拈字功夫”，获益更多。

张栓柱/文

故宫楹联里的文化理念故宫楹联里的文化理念
读读《《紫禁城八百楹联匾额通解紫禁城八百楹联匾额通解》》

时辰已到。
秋，有一所美丽的校园需

要你的点缀，请速速前往！
嘘！别说话！
看见了吗？那就是秋，她

牵着清风的小手来了。你瞧，
她经过的小路，叶子都拥有了
金黄的新衣裳。你听，她拂过
的小树，都传出了害羞的沙沙
声呢！

秋抽出了一片金色的树
叶，一眨眼，整个校园十分凉
爽，舒服极了！快！快跑去！
快跑去看看她到底要做什么！
到了，到了！原来是给叶子们
穿上了各种颜色的小外套。好
看！好看！哎，秋去小花园了，
我们快跟上去看看吧！

你瞧，每一朵花、每一株

树、每一棵草，被秋吻过后，都
开始犯困了。杨树、枫树都不
住掉落叶子，一看就是因为不
好好睡觉而流眼泪。小草、小
花都没有精神了，低着头打哈
欠，有的都睡着了，摔到地上
了。

但这棵松树却显得格格不
入，要不是因为秋怕扎着脸，你
的松枝早就掉光了！看着松树
那得意洋洋的样子，我们不禁
笑出声来。

咦，那是什么？
那是柿子啊！
秋，给我们带来的礼物，就

是丰收的果实啊！西墙边的几
棵柿子树，柿子穿着肥胖的、橙
色的裙子，在枝头摇摇晃晃，好
像认为自己才是最闪耀的果

子。可它远没有想到“果外有
果、天外有天”！那大石榴才是
最引人注目的！在教学楼前
面，它咧开笑脸，露出一嘴被秋
镶上红宝石的大牙，又傻又可
爱。“拔”一颗牙，放进嘴里，一
股酸甜的滋味弥漫在心间，好
像看到了农民丰收的喜悦。跟
上秋的脚步，我们来到了“小小
森林”，旁边是棵山楂树。这些
小山楂为了让人分开她和海棠
的区别，给自己的红马甲扎上
了许多黄色小洞洞，显得与众
不同。密密麻麻的小山楂在一
起，像一群穿着一致的小淘气
呢！

傍晚，秋要离开了。但是
校园里的师生会记住，这是被
秋“吻”过的校园！

校园与秋校园与秋
门头沟区大峪二小 六6班 孙靖宜

欢迎投稿
电 话：

69849082 或 69847961

E-mail：

mtgxwzx@vip.sina.com

北京冬奥会 门头沟区大峪二小 四1班 史小奇/画

推荐一本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