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1年1月1日 星期五

■ 本版编辑/贺京梅 ■ 美编/郭其瑞永定河

岁月如流水，时光如白驹，当时

间的日历一页页变薄，不知不觉又一

年就要过去了。

回首旧时岁月，那些淡然如水的

日子里，有欢喜也有忧愁。春暖冬

寒，夏热秋霜，每个季节的风景都有

它独特的魅力，时间把无数的过往变

成了一帧帧照片，匆匆一年如白驹过

隙，很多故事都成为了记忆里的片

段。

旧的一年即将远去，新的生活即

将开始。生活一如既往的存在着艰

难和困苦，但是有时候，我们低一低

头，弯一弯腰，那些困苦便如云烟随

风而逝。在尘世，热爱生活的我们，

看惯了悲欢离合，看惯了春花秋月，

依然云淡风轻活成最诗意的山水画。

其实生活不会一帆风顺，有时也

会有伤痕，有时也会有痛苦。但时间

如风，吹过了一季又一季的春秋，活

下去，好起来，又成为我们坚持一生

的旅程。新的一年，新的起点，新的

征程，就要敞开怀抱，种下新的希望，

让美好的阳光随着婉转的鸟鸣起舞，

让灿烂的桃花在春风里沉醉。

一路走来，心中的梦想似沿途的

风景，有春天的花开，有夏天的雷雨，

有秋天的收获，还有冬天的浪漫。季

节的转换带走了一个又一个景致，而

那一串串笑声，一个个背影，一缕缕

思念，却烙印进记忆的深处。灿烂的

阳光，和煦的微风，飘拂的柳丝构成

了最美的景致，在记忆深处飘扬……

莫泊桑说过：“人生活在希望之

中，一个希望破灭了或实现了，就会

有新的希望产生。”岁月更替是孕育

希望的契机，也是收获快乐的机遇。

回望过去的岁月，只有懂得沉淀与珍

惜，懂得放弃，才能收获快乐。

四季轮回，季节更替。有结束才

有开始，有梦想才有希望。每一种事

物都有她的生命轨迹，在季节的变换

中，别去追问一棵树木的年轮，也别

去探寻一朵花儿的花语，那些走过的

日子都像一缕清风，带走悲伤，留下

快乐。

有人说过：“哪里有勇敢的创造，

哪里才有快乐的停步；哪里有踏实的

践行，哪里就有幸福永驻。”人间有痛

也有苦，但生活依然在继续，炊烟依

然升腾在我们仰望的高度上，辞旧迎

新是时间的轮回，是生活的新起点，

也是人生梦想起航的动力。让我们

敞开胸怀，绽放出最美的笑容，一起

去寻找快乐和希望，一起去等候一片

雪花降落在新年的门楣上。

杨丽丽/文

等一片雪花迎新年等一片雪花迎新年

度日如年的去年冬春相交的那个时
段，倏忽，已经一去不复返。“明天”忽然就
成了“今天”，今天不仅仅是今天，还是
2021年的第一天。新年，你好！

记得2020年1月初，我们生活的小山
城那时候的日子还是“早晨是一只花鹿踩
到我的额上，世界多么美好”的样子。小陶
醉于减肥初有成效的赞美声中，我准备美
美地过年。新冠病毒——不速之敌降临
了。惊慌，不知所措是大多数人的状态。
不容你浸沉于慌乱，很快就为湖北武汉的
疫情揪心，揪住后就是彻夜不眠，就是以泪
洗面，就是恨不能插翅飞奔。

时间是个中间派，不会因为人的好恶
而改变。所有的变化和发生都不能乱其方
寸，它按照自己的节奏流淌，不可改变，不可
逆转。那就改变调整自己，把自己融入到抗

疫之中，坚守岗位，做抗疫的普通一兵。
“等你痊愈，我们一起去吃热干面；等

你痊愈，我们一起去赏樱花；等你痊愈，我
们一起去登黄鹤楼。”武汉加油！湖北加
油！疫情是一次大考。于是，54万名湖北
省和武汉市医务人员与病毒短兵相接；于
是，火神山雷神山方舱拔地而起；于是，
346支国家医疗队4万多名医务人员成为
逆行英雄。400多万社区工作者在全国65
万个城乡社区日夜坚守，数百万快递员疫
情中风雨兼程，180万名环卫工人起早贪
黑冒死清运……忘不了钟南山院士疲惫地
靠在餐车厢座椅上闭目思索；忘不了患渐
冻症的张定宇院长说：“我必须跑得更快，
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白衣天使
也是血肉之躯，也需要睡觉休息，需要常人
的一切。“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

替我们负重前行。”1个多月，国家初步遏
制疫情蔓延；2个多月，每日新增病例被控
制在个位数；3个月，武汉保卫战、湖北保
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

雪花飞舞北风呼啸的数九寒天，测温
仪被冻得不能显示温度，下沉干部志愿者
有的手冻僵脚冻伤，却没有人叫苦喊累，在
小区门口测体温、查出入证。互相鼓励互
相关心，大家坚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抗疫
一定能够胜利。

疫情期间，亲朋通过电话微信相互沟
通信息问候鼓励。单位抗疫办公室建立疫
情工作群，部署防疫工作，交流下沉值守经
验。3月初，我给柏峪村委会的刘树刚大
哥打电话，问他可不可以回村，我养的多肉
已经3个月没有浇水。大哥幽默回复：“现
在还不行，让花花们再忍忍吧。你们是不

是也下沉值守？门城那里人流较大，值守
可要做好防护……”听着听筒里传来他依
然亲切却沙哑的声音，我明白一定是他睡
不好、吃不好劳累所致，病了也坚守岗位。
看朋友圈知道刘大哥、索伟以及许许多多村
干部、社区工作者、普通群众夜以继日工作，
他们付出辛劳，还要承受被传染的风险。

2020年，为了全区早日恢复生产生活
常态，全区上下都在忘我工作。这种付出
无关性别和年龄，无关党员还是群众，无关
在职还是退休。不能参加具体抗疫工作的
人，尽量做到足不出户，少给值守人员增加
工作量。门头沟老区人民身体力行，为抗
疫作出自己的贡献。

2020年9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
全国抗击新冠疫情表彰大会。钟南山院士
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张伯礼、张定宇、陈薇被

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这一年，太
多的眼泪因为心痛，太多的眼泪因为感动，
而国家勋章和人民英雄获得者走上领奖台
的那一刻，我的泪水则是因为幸福和自豪。
当大灾大难降临，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正是有
这些英雄和紧随英雄的人以大无畏的牺牲
精神，担当起责任和使命，护佑我们平安。

世界你早，又能够感受花鹿踩到额上
的美妙。明天具象又抽象，用象征的手法
给人期冀和目标。艰难鏖战的2020年已
经成为历史，重新站在创造明天的起跑线，
我们有能力有信心面对路上的一切。为了
更美好的遇见，洒下汗水和泪水、留下伤痕
和脚印，不负青春、不负韶华。目光投向更
远，播种收获，充实一个又一个明天。

新日新年，你好，2021！
高丽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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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新年，人们都会竞相参与到
“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
传统活动中，以不同方式迎接新年。
在我国民族传统和国人心目中，新年
通常为两个：公历1月1日元旦和农历
正月初一春节。元旦是春节的序幕，
是拉开新一年盛世华章乐曲的前奏。

元旦，是辞旧迎新的日子。元旦
之“元”，即“初”“始”之意，预示着岁月
跨进了新一年大门。不同时代，节日
富裕的色彩内容也不尽相同。三四十
年前，元旦，在许许多多百姓心目中，
无异于平常日子。许多人把元旦视为
多一个星期日，多休息一天。更多的
人家重复着往日的粗茶淡饭、缝缝补
补。凭证享用的花生瓜子，要等春节
之前才能购买；孩子们的新衣新鞋，要
等年三十才能穿；就连出门在外的人
写给家里的书信，往往也是踩着钟点
在春节之前邮寄到家。唯一能让人们
知晓元旦节日的标志，就是有的单位

门口悬挂的“元旦”两个大字。
而今不同了，元旦早已成为人们

乐享美好生活的一大节日。改革开放
40多年来，国家进入了新时代，人们的
生活水平进入了新时代，百姓的日子
就像从绿皮火车换乘上飞机、高铁，物
质生活越来越富裕丰满，精神生活日
趋多元缤纷。住房，从低矮破旧、透风
漏雨，变得宽敞明亮、温馨惬意；餐桌，
从品种少、限量供、定时买、省着吃，变
为品种多、打折供、随时买、敞开吃；衣
着，从黑白蓝灰、棉袄棉裤，变得五彩
缤纷、毛皮羽绒；就医看病，从小病去
痛片、大病难治愈，变为医保全覆盖、
托底加保险；街巷道路，从崎岖狭窄、
坑洼不平，变得宽展舒适、灯火通明；
文化生活，从连环画、收音机、露天电
影，变为遥控卡通、液晶彩电、网路
5G。元旦，也从炉火御寒、清寂平常，
变为喜庆热烈、共享假日。

新时代、新生活来之不易。阳光

与风雨相伴，汗水与泪水叠加。曾记
得，《春天的故事》扬帆改革航船千帆
竞发，《义勇军进行曲》一次次擂响山
川大地。40多年，教育兴国、科技强
国、生态绿色、民生保障、法治中国、脱
贫攻坚、中国特色、中国智慧、中国信
心、中国力量……字字句句，无一不镌
刻着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
切以人民为中心。

美酒飘香歌声飞，幸福生活惹人
醉。新年钟声，已然推开2021年门
扉，新年晨曦，让我们站在又一个新的
起跑线上。新时代孕育着新生活，也
蕴藏着新机遇新挑战。人生理想和美
好生活愿景的实现，植根于拼搏奉献、
自信自强沃土之中。今天，当你为国
家富强昌盛举杯，为乐享美好生活举
杯时，不妨也为自己举起杯，为自己不
负新时代、继续新征程、辉煌新成就鼓
劲加油！

张栓柱/文

元元 旦旦 畅畅 想想
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第二小学六年级 孙靖宜

你们就像松树一样，
在飞雪的寒冬中挺立！
你们就像鱼儿一样，
在惊涛骇浪里遨游！

此刻，我的脑海中
被一幅幅多彩的图画贴满；

那是一张张伤痕累累的面孔，
一个个疲惫不堪的身躯！

多少爸爸与孩子分离？
多少妈妈抬起了隔空拥抱的手臂？

那些独自一人在家的孩子，
是否正在家中默默哭泣？

你们不是不想给孩子陪伴，
而是为了拯救那些饱受病毒摧残

在生死线上徘徊的无数生命，
才站在了危险的最前端！

一个个不畏危险的逆行者，
你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我要向你们
——致敬！

宁静的清晨，我轻轻地闭上眼
睛，靠在床头沉思，闹鼠终于被耕牛
赶走。别了，庚子年，2021的第一道
曙光终于来临。多么动心的期盼，早
就想划破时光的气层，冲出鼠年直奔
辛丑的麦田！2020年我心中常常有
这样的感怀。今天，当我看到清晨的
小鸟围在竹树叽叽喳喳飞上飞下，想
着远乡红顶白鹤展翅飞翔的高傲倩
影，想着迁徙大雁远行列队翱翔在大
漠长河的云空中，我真想推开封闭严
实的窗户，插上两只会飞的翅膀冲上
天空，到梭罗写作的瓦尔登湖去看晨
光。总之，2021年我要飞，要像一只
轻灵的小鸟一样飞出去。

清晨的空气是多么的鲜嫩和清
新，像海浪轻轻拍打海岸产生的轻微
带有让人窒息的清鲜感。但2021的
第一个早晨还是感觉有些轻寒，这种
轻风嫩寒让人感到心里单纯，好像又
回到童年的简单。我就这样久久地
站在窗下，想着、看着、欣赏着窗前与
昨日完全不同的风景。“牛马年，好种
田！”是这样一句民谣吧？好像还有
一句什么“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已经记不清在门头沟居住多少个年
头了，还记得初来的时候，早晨被呼
呼大风刮掀房屋顶上石棉瓦的声音
吵醒，冻得呲牙咧嘴去街上买煎饼果
子，好心的邻居端一碗热气腾腾的羊
汤送到我的房门前，北京人的热情好
客，感动得我这个外乡人的心比那碗
羊汤还烫。早起，我也曾排着长队学

北京人买一碗炒肝、焦圈和豆汁，但
当我喝下一口酸溜溜的豆汁险些又
呕吐出来，才体会到不喝豆汁不是
北京人的真本领。我也曾想像北京
爷们儿那样，早早起来就坐在小饭
馆里要一碗香喷喷的卤煮，来一个

“扁二”驱驱早上的寒气，吃得鼻子
尖冒出汗珠，高兴了与陌生人侃侃
家事国事天下事，聊聊八旗子弟怎
样遛鸟和逗蛐蛐，北京的“老嚼谷
儿”和回忆老北京冬季如何储存大
白菜的往事……临别再客气来一
句：“您慢走，明儿见！”

这里不是皇城根，但离四九城
也不算多么遥远，是北京的近郊。
昔日的岁月都是听着骆驼铃声，一
路走到阜城门就算进城了，顺便再
把门头沟乌黑铮亮的煤炭拉去一
车，让那盆火烤热整个北京城的冬
季。每当清晨来临，我记得那个时
候都能听到门头沟电信大楼的钟声
周而复始地敲响，伴着早晨沉重的
钟声有节奏地敲响，慢慢地咂着嘴，
品着酸酸的豆汁，咬着焦圈咯吱咯
吱响，这就是北京人一天的生活开
始吧，传统又有庄重感。六朝古都
的北京，时光的岁月不知染濡了多
少风骚和朝圣的传统，京腔京韵的
戏曲，各种垂涎三尺的满汉小吃，带
有浓重儿音的北京话，即使广东或
福建的闽南人学起来是那样娇滴滴
的柔润，但北京大妞那种柔中带刚
的豪爽劲不是学发儿音就能学来

的，南疆小女永远也是望洋兴叹。
生活也许就是南腔北调。日子

就在这种不同地域人混居中演绎酸
甜苦辣的磕磕绊绊和儿女情长，在
我眼里，生活就是外乡人漂泊和拼
搏的脚步声，是本地人豪爽和仗义、
而又热情如冬天送来一碗热乎乎羊
汤的热心善良。一月到十二月转眼
既逝，2021年元月的北京早晨，寒气
也不饶人。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忙碌
得早点也许还没吃，校警和保安也
忙乎得紧张而严肃。送外卖小哥儿
骑电动车快速行驶，正急急忙忙把
快餐送到那个刚出被窝就想吃早点
的顾客门前。一个早起遛弯儿的老
大爷正赶着绿灯走在文明斑马线
上，热心的门头沟志愿者把老大爷
安全地护送到马路对面。新桥大街
两旁国槐树像威武仪仗队迎接早起
的人们，行驶在大街上的汽车在红
灯前耐心地等待行人的脚步。天气
有些寒冷，但马路上忙碌的汽车轮
子，好像把路面都擦热了，这就是平
静又火热的生活。我记得刚来门头
沟的时候，双峪环岛有一个雄鹰雕
塑，现在双峪环岛已是车如流水马
如龙般的穿行不息，也许将来这里
也会耸立起高高的立交桥，像城里
一样虎跃龙腾。这就期盼和迎接，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我更喜欢这样
充满希望和憧憬的早晨。

2021，您早！
柴华林/文

20212021，，您早您早

空山烟云空山烟云 韩济民韩济民 // 作作

中国人历来重视除夕，总觉得

农历年才是一年的开始，然而日历

上对新年的标记应该是1月1日，

渐渐地，元旦被赋予了另一种意义

——跨年。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

年。在这一年里，从新冠肺炎疫情

的肆虐到全国上下共同抗疫，仿佛

世界都按下了暂停键。如果说，因

为疫情的变化，大部分人又要进入

“自我居家”的模式；如果说，因为疫

情的变化，大部分人取消了跨年狂

欢或者假期旅行计划；如果说，因为

疫情的变化，大部分人用线上工作

会议代替了线下面对面讨论……但

是，有一些人，他们的战场压根儿就

不在家里，他们的工作方式无法因为疫情而转变，

他们也从来没有因为任何的节日、假期而变得轻

松，这些人就是志愿者、“门头沟热心人”。

元旦的北京，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记不

清这是第几个天还没亮就已经看到有人在小区

的垃圾桶旁边忙碌的早晨。垃圾分类是一项全

民运动，但是还不能做到人人在家就能把垃圾百

分之百分类完成。所以，垃圾分类志愿者的角色

成为了垃圾分类里的关键，他们无论春夏秋冬，

不管严寒酷暑，每天早晨7点准时到位，先对前一

天夜间的垃圾进行分拣，同时引导早晨扔垃圾的

居民正确分类……9点下岗，晚上6点继续到岗，

一直忙到8点多，每天4小时，雷打不动。这是一

份没有什么收入，但是却极其需要责任心和毅力

的工作。

元旦的北京，很多人还在家里享受假期，睡

着懒觉，而志愿者们身着“门头沟热心人”的绿色

马甲，已经上岗。有一些在垃圾桶站进行垃圾分

类、有一些在路口引导交通、有一些活跃在环境

卫生清理的队伍中……他们从未因为假期而变

得轻松，而且很多志愿者都是到离家很远的其他

小区或者活动地点去参与志愿服务，哪里需要他

们，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元旦对于他们来说只是

无数个奉献日子中的一个，也是他们无数次坚守

志愿者精神，进行志愿服务中的一次。

2021年元旦的清晨，标记着2020年各项任

务的圆满完成，也意味着2021年的更多挑战即

将拉开帷幕。每一位志愿者都是“门头沟热心

人”的代表，每一位志愿者都是“门头沟热心人”

精神的践行者，每一位志愿者都在用自己微薄的

力量去温暖、帮助更多的人！

李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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