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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读书正当时
杨丽丽

“黎民百姓”之由来
赵永高

时光荏苒，转眼半年,从门头沟区融媒
体中心抽调到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项目
工程指挥部这段时间，摸爬滚打，经历颇
多，从专职的新闻宣传，拓展至摸议题、组
会议、写信息、出简报、集资料。如今，国
道 109新线高速公路项目全线进展顺利，
如列车一般，正加速行驶在京西巍峨的群
山中，永定河畔，平稳而致远。

2020年9月29日 星期二 小雨 18℃
昨晚，在家正赶写《党员培训总结》

时，接到单位领导来电，通知我作为区委
组织部抽调干部中的一员，明天一早到国
道109新线高速公路项目工程指挥部报
到。很突然、很意外，没啥说的，服从组织
安排。

上午10点，集中开会，区相关领导和
区委组织部领导及全区各单位抽调的15
名干部参加会议。简短介绍交流后，区领
导给大家提出要求和希望，特别提出要严

格遵守党员干部廉洁自律“七个一”要
求。下午，回中心交接工作。

2020年10月9日 星期五 晴 22℃
国庆小长假后，正是施工的黄金季

节，假期中自驾车进山去各工区拍照，记
录下工程原始影像资料。如今在国道109
新线高速公路规划图上的隧道、桥梁，几
年后都将呈现在人们面前，到那时大家将
看到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京西风貌。

上午，指挥部成员集中开会，会上宣
布指挥部按职责分工，成立“一办三部”：
办公室、征拆协调部、手续协调部、综合保
障部。对指挥部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
了明确：建章立制、成立临时党支部、尽快
与“中铁京西公司”对接，进入角色。

2020年10月26日 星期二 晴 7℃
上午8点集结，指挥部全体抽调干部

在工程总指挥的带领下，到中铁京西项目
公司。中铁京西项目公司负责人在沙盘

前向大家介绍起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项
目工程的总体情况和施工进展情况，看沙
盘、听介绍、涨知识。

了解到工程完工后，除了极大地完善
我区山区路网建设外，还将进一步带动山
区经济转型发展。能亲自参与到这项市
级重大项目建设中，大家心情都很激动，
边听边纪录，认真把握住这次难得的学习
机会。

2020年10月30日 星期五 晴 6℃
上午，和指挥部的同事协调沟通指挥

部报送“两办信息”的相关工作。下午，门
头沟区融媒体中心领导、中铁京西项目公
司主管宣传的负责人来到指挥部，三方召
开新闻宣传专题会，研讨系列宣传报道国
道109新线高速公路项目工程。

会上，决定成立由指挥部、门头沟区
融媒体中心、中铁京西项目公司成员组成
的新闻宣传专班，建立微信群，制定详细

宣传计划，全面系统地做好国道109新线
高速公路工程档案搜集整理、典型事迹挖
掘、新闻宣传报道等工作，全力配合工程
建设顺利开展。

2020年12月1日 星期一 晴 -4℃
上午接到通知，跟随区领导“四不两

直”检查各工区安全生产、森林防火、疫情
防控等工作。沿109国道先后检查第二工
区、第三工区项目部，向工区负责人了解
工程进展情况及存在问题。中午到达雁
翅镇，与镇领导座谈，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随后，又检查了其他6个工区，检查疫
情防控、生产安全、用电安全、防火安全，
了解工程建设中的树木伐移、电力迁改等
问题。到斋堂镇和镇领导研究解决问题
处理办法。返回指挥部已经是晚上9点半
了，人困马乏。

2020年12月11日 星期五 晴 -6℃
早7点半，跟随区领导到第十一工区

现场办公。区镇领导、中铁京西负责人、
规划设计院人员一行，沿着残留着积雪的
山路爬上清水镇齐家庄村北后山，弯腰穿
过一条黄土隧洞，爬上土岗，眼前出现一
片古柏。区领导在现场对设计人员发了
火，批评他们不到现场勘查，在设计图纸
上把山上大片古树划到高速公路建设红
线范围内。“一定要保住这61棵古柏，设计
图纸必须推倒重来！”区领导明确提出了
更改设计方案的要求，我忙着在多个角度
拍下古柏群的照片，留下影像资料。

下午，又马不停蹄地检查了第九、十、
十一工区的五个项目部，并了解工程建设
中的困难和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傍晚，
返回门城。

后记：
目前，经过反复论证优化，国道109新

线高速公路项目更改了设计方案，将在齐家
庄新增一座290米长的隧道，绕过古树群。

浅雨方兴，鹅黄初萌，春天的
景色向来都是宜人的，在春光明
媚，万物生长的季节里，人也变得
神清气爽起来，翻阅诗书，不禁吟
哦起宋末元初文人翁森的《四时
读书乐·春》：“山光照槛水绕廊，
舞雩归咏春风香。好鸟枝头亦朋
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
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
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爱读书的人，不仅乐读文字
之书，更乐读自然之书。春天是
四季的开始，是万物复苏的催化
剂，在春日里读书就像种下了一
颗种子，也像打开了一扇窗户，是
美好的，是充满希望的。春日里
读书，是在享受春光的美好，也是
在享受阅读的乐趣。

“春日读书洗墨砚，南风吹来
绿窗花”，春日读书，如鱼儿得水，
似鸟儿高翔，无拘无束又潇洒惬
意。草长莺飞，柳绿花红，在春日
里读书，心情是愉悦的，脑筋是
灵活的，此时读书美景围绕身
边，不仅能感受到春草萌动的气

息，更能感受到阅读带来的快乐
和希望。

春日读书正当时，在这样春
风徐徐，花香四溢的季节，无论身
处何地，身心都是放松的，读散
文、诗歌、小说、传记……无论哪
种题材的书籍，在春天里阅读，就
像在品一杯清茶，香味儿淡淡的
却沁人心脾。

在春天里读书，读的不仅是
书，还有一份愉悦的心情，选一个
明媚的午后，或静坐在一处草地
上，或依靠在一棵树干上，或仰卧
在一块石头上，一边读书，一边融
入美好的春光里，闻花香幽幽，沐
阳光暖暖，听鸟儿欢歌，让身心沉
浸在字里行间，是轻松的，是惬意
的。

春日里读书，那书香似乎又
多了草木之香，变得更加的沁人
心脾起来，没有冬日的严寒，不似
夏日的酷热，也没有蚊虫的叮咬，
连空气都是香气四溢的。在春日
里读书，春风习习，鸟语花香，小
溪潺潺，他们像伴读的乐曲，也像

倦意袭来时的小提醒，带给我们
的是美好和惬意。

春回万物生，春天的生机勃
勃，适合沐浴心灵，去读书吧，读
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读野夫的
《乡关何处》、也读雪小禅的《惜君
如常》、白落梅的《岁月静好，现世
安稳》。这些文字是春天里的一
片片绿叶，沾染了青青草色，渲染
了鸟鸣花香，沉浸其中，人便成了
春光中的一抹绿意。春天也适合
读诗词，读那些散落在字里行间
的年少和情怀，读“沾衣欲湿杏花
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抑或“竹外
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还有那“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
莺恰恰啼”，或者那“最是一年春
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
一寸金。”春日读书正当时，在春
天里读书，收获的不仅有丰富的
知识，还有那愉悦的心情，闲暇时
刻，泡一壶清茶，约三五好友，在
融融春日里边读、边议、边交流，
那感觉妙不可言。

大家都知道，对于广大民众，过去习惯称之为黎
民百姓或老百姓。那么，为什么称之为“黎民百姓”
呢？说来这还与“三祖”文化有关呢！

话说这炎帝与黄帝结盟之后，两大部落、一百多
个姓氏的人们杂居融合在一起，完成了我国古代社
会的一次飞跃。这时，黄帝与炎帝合兵一处，黄帝与
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蚩尤被杀之后，黄
帝成了总首领，在矾山三堡地区建起了中国历史上
最早的一座都城——黄帝城。继之，黄帝又“和万国
大会诸侯”，“合符釜山”。这样，各氏族都执臣礼，服
从命令。黄帝带兵巡行各地，东到沿海，南达长江，
西到崆峒（今甘肃），北征山戎，确定了统一整个中国
的规模。

黄帝时期的发明是很多的，如黄帝历法是中国
最早的历法，也叫“黄历”；黄帝与伯岐问答的医书叫
《黄帝内经》，至今人们还用“岐黄”二字代表中医医
术；九黎族的首领蚩尤被黄帝打败并擒杀之后，其族

人一部分融入黄帝部落，一部分南下云南一带。由
于融入黄帝部落的九黎族人当时被称为“黎民”，炎
黄联盟是由上百个姓氏组成，每族一姓，谓之百姓，
于是有了“黎民百姓”之说。“黎民百姓”之说，是最早
的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正因为“千古文明开涿鹿”，
马上征战的明朝燕王朱棣也没有忘记对矾山点赞，
他说：“白絮舞蹁跹，天地生浩烟；人称江南景，不及
北国川。”

这“北国川”就是指的“三祖”文化地的矾山川。

欲语泪先流
吕金玲

闻听付永建老师近日离世，一时竟难以接受。怎

么可能？新冠肺炎疫情游走的2020年都毅然挺过来

了，眼见大自然裹挟着人们对春天强烈的渴盼，悄然

悸动于枝头，国富民强，足音铿锵，一切都是好兆头，

此当口，付老师怎会猝然转身呢？我不由悲声连连：

老天爷呀，何以如此不公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将付老

师等一众好人匆匆带离？

忘不了师者付老师。犹记诞生于本世纪初的文

学青苗《百花山》甫一问世，我就在位于原门头沟图书

馆大院及区委党校的办公楼里，见到了伏身看文的付

老师。交谈中，方知付老师原是位教师。师者，传道

授业解惑也。以此为天职的付老师，转至新岗位——

副主编后，怀着同样一颗敬畏之心，倾情投入到了助

力广大文学爱好者，以文字播撒真善美的新征程中。

而这活茬儿显然是繁复庞杂的，纵横阡陌着付老师太

多的目光和精力。星移斗转，光影交替，近20年近

120期7300多个日夜，见证了付老师的努力与心血。

如今，当年这株青苗已是华盖荫荫，枝琼花馨，为大众

所深爱，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传播着世间大美，即文

明美、灵魂美，谁能说它不是无数《百花山》的拥趸，发

自内心地颁予付老师的无形勋章呢？得到它，付老师

实至名归。

忘不了兄长付老师。付老师长我几岁，资历阅历

当都优于我。生活中的付老师甚是低调，但再怎么

着，难掩其宽仁良善的心性儿。“当出手时就出手”，在

他人窘困急难时，付老师乐于也善于及时送上润心的

春雨和调养精神的方剂，我便是受惠者之一。记得去

年11月我住院归来查到几个未接电话，急忙打了过

去，其中一个是付老师。说明原委，付老师一直在耐

心听，偶有回应。通话时间不短，我不由心生敬意和

暖意，感慨复感动。末了，付老师叮嘱我：风物长宜放

眼量，收拾心情再出发。务必切记：最好的医生是自

己，最好的良药是情绪。付老师同时告知，他自己的

身体早几年就已报警，一直在亲情的呵护陪伴下坚强

面对，勇敢闯关，这让我吃惊不小，更百味杂陈。自己

身体已然很差，还以心为灯，为他人照亮；以善为翅，

助他人翱翔，此乃怎样一种义胆热肠、情怀素养？想

天下无秤可以计量！

忘不了朋友付老师。去年跨年之际，怀着敬重、

感激与自责的心情，我敲响了付老师家的房门。进门

先“赎罪”——“付老师，我来晚了，您病那么重，我这

几年一直忙，竟然没来看您，真是……”“知你忙，干事

又认真，双休日还要照顾老父亲，哪有时间呀！我没

事，别想那么多！”“可我心里不落忍呀，您在文学上予

我的鼓励和点拨，今生今世都不会忘的！”此话一点儿

不水分。付老师曾多次点评我的散文，让我受益匪

浅。还不止一次勉励我试着向外投投稿，但我因没自

信，一直原地打转，枉费了付老师一片好心。交流中，

付老师说开年女儿将带他到医院瞧老中医，说作协几

位老同志很关照，每次都送稿上门，尽量让他少跑路，

说国运日昌、疫情防护、家长里短，说……就这样，你

一句我一句，不觉两时辰已过。临别，我的目光倏然

被阳台、箱柜及角落里数盆盎然着生命的小花所吸

引。叶片小巧洁净，素身无花，清幽静雅，别有一种味

道、情趣和格调。常说字若其人，此是否可说花也若

其人呢？明摆着，小花乐观向上、自信自强、甘于奉

献、所求甚少，就是付老师一生的真实写照！看我驻

足凝视，付老师忙说那是女儿带他到国外旅游时，在

郊野或不起眼处挖回来的。说“株株小生灵从此命运

改写，不拿绿卡就来门头沟定居了”听付老师幽默地

调侃，我登时想起了“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

现美的眼睛”这句话。想必每到一处，付老师都“天下

怜幽草”一回，如是，这些小生灵才能吟唱着《懂你》，

知恩报恩，彼此默契成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看

我羡慕、喜欢且有所悟，付老师应承，下次给我掐几枝

带回，我忙说“不求开花，只求叶绿”，“这正是此花的

特点”付老师道。其实，付老师在《百花山》当副主编

的这些年，不就是那一直隐身铺路而断然不可缺的绿

叶吗？

好想再接听一次付老师的电话，哪怕来自天堂；

好想再聆听一次付老师对个人写作的指点，哪怕是在

梦中；好想无仰视之累地再一次与付老师说说话，哪

怕夏火冬寒；好想暮年霜重，再收到一次付老师报送

的景甜春暖，哪怕只语片言，好想……然终无力回天，

空嗟叹！只惋惜、遗憾、思念、乃至呼喊，融汇交缠，浪

卷水湍，一路淌流，无有停歇无靠岸，苍天可鉴！

从此，天上多了颗睿星，地上少了个好人。可

我仍痴等着接信儿，下次去付老师家取小花呢，不

想落空，哪怕等到日历泛黄，等到地老天荒，等到日

月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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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宏伟

门头沟的故事门头沟的故事

春的声音在递进春的声音在递进
高丽敏

偏东的风吹过来
原野抖了一下身体

天空也跟着低了一下额头

一个声音抵近
许多不约而同在黑暗中发出笑声

你就在不远处
些许是白杨树枝织成的暗影

布下柔软的姿态
而一群云雀引申于翅膀的秘密

就会在你到来时候
被展翅送到蔚蓝与天地之间

冰凌下的小鱼摆了摆尾
又像是小羊在梦中呼唤妈妈

而初醒
更带着婴儿一般的欣喜笑容

如你轻抚风的耳麦，拨动溪涧
疾走慢行暖意连绵

有些话只在心里轻诉
来自大自然的音律由远及近

春风吐出花香
不经意间冬天已被轻轻化开

画纸上草色渐浓
美好赶在路上

美好会让泪落下来
我们像用脚划水的鱼
却深谙泥土的秘密

该爬的山已经踏在脚下
该趟的河已经浸泡了双脚

好比种子沉睡破土崭新的梦境
跋山涉水路过更多苦难

也绝不停下负重前行的脚步
冬天带来过多少不情不愿

春天就会追加多少心甘情愿
一辈子就是从头到尾朝阳与夕照互换

在阳光的任何一条丝线
我们是奉命流浪的人

如丝如缕

新生的欢喜一点点长大
从厚重的单色调挣脱
黎明开启的必是新鲜

你来的悄息被暂时安静

只用心来看用眼睛来听
即日起我们同在路上

与万物
氤氲年书扉页的鹅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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