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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显芳与京西山区中共第一党支部

109国道芹峪口往北9公里处，有一
个四面环山的村子叫田庄。纯净的蓝天白
云之下，村口路边一排高大的房子上方，镶
嵌着醒目的红色大字：京西山区中共第一党
支部纪念馆，这是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北京
市老市长焦若愚亲题，一枚硕大的党徽矗立
门前，旁边是崔显芳烈士纪念馆。进村不远
处，是崔显芳烈士故居和当年的田庄高小遗
址。来这里开展党日活动、参观学习的人络
绎不绝，这里，已经成为北京地区重要的
中共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32年夏，青白口高小迁到田庄，根
据党的指示，贾汇川回城，中共北平市委
派马建民、刘云志、李育民先后到田庄高
小任教。马建民 1927 年加入共青团，
1930年转为中共党员，1931年在北平华
北大学读书时受党委派，开展反帝同盟工
作，1932年至1937年，先后在河北涿县、
宛平县七区田家庄（田庄）等地从事党的
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文
教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副
校长、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中国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田庄高小当年
设立在村中崔显芳家族的一处四合院内，
屋顶上的瓦垄排成深沉整齐的韵律，垄间
摇曳一层茸茸的茅草，方格老窗留着木的
本色。屋内一方火炕，上摆一张炕桌，地上
几排长条木凳，这就是高小教室。身为校
长的崔显芳身着长衫，戴着眼睛，温文儒

雅。白天，这里是文化课堂，晚上，就成了
党的活动中心，在炕桌上那盏油灯的照耀
下，党的活动如火如荼。

崔显芳、马建民等以田庄高小为中
心，又在田庄村及周边陆续发展党员，随
着党员数量不断增加，他们认为建立党
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1932年9月的一
天，随着田里庄稼的成熟，在田庄高小那
间教室里，宛平西部农村第一个党支部
——田庄高小党支部宣告成立。一面鲜
红的党旗挂在土炕对面的墙壁上，参会
的党员面对旗帜举起右手，轻声宣誓。
看着党旗上的镰刀铁锤，看着这面血红
的旗帜上，载着镰刀和铁锤紧紧相握的
炽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崔显芳默默
思索着，历史的长河岸，祖先拉纤的背，
弯成了那张镰，艰难举起的铁锤，也早已
锈迹斑斑。但是，锤与镰的碰撞，响成一
声惊雷，两千年板结的土壤，长出真理的
春笋，古老的中国，感受石破天惊的震
撼！平西山村第一党支部的成立，使他
和党员们激动万分，经过选举和分工，张
又新任党支部书记、高奉明任副书记、高
连勇任组织委员、李育民任宣传委员。
这是宛平西部山村党的历史上，一个非
同凡响的重大事件，是平西山村党建历
史上一个崭新的开端。

1932秋的一天，崔显芳通知赵曼卿、
张又新、李茂田、崔荣春到田庄高小开会，
会上，传达中共北平市委西郊区委关于成
立中共宛平临时县委的意见，举荐赵曼卿
任临时县委书记，到会人员一致通过。崔

显芳又提出临时县委的工作任务，并且明
确了与北平市委西郊区委的隶属关系。
宛平临时县委的成立，如一柄火把，引领
了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群众运动的开展。
很快，又成立了青白口和田庄村两个农村
党支部，并在黄土贵村成立了党小组。
1933年春，正式成立中共宛平县委，党的
影响日益深入人心，就连宛平七区最北的
小山村沿河城也成立了党支部。

在中共宛平县委的领导下，党的活
动除了贴标语、撒传单、用各种方式宣传
共产党的主张外，还策划组织了一次别开
生面的“提灯会”。1933年的9月18日，
山里的夜很黑，黑暗中的大山给人以膨胀
的感觉。突然，山路上的一盏灯亮了；接
着，一串灯亮了；霎时间，一片灯亮了。正
当村民们欢呼着涌向灯阵的时候，一串串
松明火把从院落涌出，融入了灯阵。多么
震撼的场面啊！灯火之光照亮了大山，照
亮了天地，点亮了峡谷。灯火的队伍浩浩
荡荡，先在田庄村大街小巷游行。村民和
60多名学生高擎灯火，一路撒传单，贴标
语。“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屠
杀！”“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响亮的口号在山谷中回
荡。队伍又大张旗鼓地走出村子，奔向西
北的淤白村，返回后又到苇子水、下马岭
村，直至雁翅。口号响彻一路，众人呼喊，
群山回应。革命激情燃起的熊熊烈火燃
烧着沉寂的大山，并向四周扩散和蔓延。

但是，提灯会的活动当时是受了党
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结果使田庄的

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的工作受到损失。
1932年11月的《门头沟特支工作情形报
告》中提到：“在工作上执行群众的公开
路线，公开宣传，公开组织群众，打破了
宣传上的秘密方式……”

革命活动日益高涨，特别是提灯会，
触痛了反动政府的神经，又抓不到证据，
于1933年派流氓打手破坏了学校。为积
蓄革命力量，马建民、刘云志、李育民返
回北平，其他党员化整为零，变明为暗，
以各种职业为掩护，继续党的活动。

中共宛平县委领导机关由田庄迁到
了青白口村，崔显芳、魏国元、高连勇在
青白口村开了“一元春”药铺，以看病行
医为名开展党的秘密活动。

1934年夏，国民党宛平县政府调动
警备团，对共产党组织进行围剿，中共宛
平县委遭到破坏，崔显芳、赵曼卿、魏国
元等先后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
打，他们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

1935年 2月，宛平西部山区党组织
的创建人和领导者崔显芳，经过组织和
社会多方营救，被保外就医。被抬回家
的崔显芳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出狱12
天就牺牲了。当时，已不能说话的崔显
芳，用手指在儿子的手上轻轻划出“跟党
走”，然后闭上了眼睛。1991年，北京市
人民政府批准崔显芳为革命烈士。在崔
显芳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侄子崔一春、崔
锦春和孙女崔克勤都参加了革命，并先
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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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淑琴

曹雪芹与风筝
柴华林

说起曹雪芹，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一辈子
只干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以泪洗面写了一部
千古一哭的《红楼梦》。关于他与《红楼梦》，
还有许许多多没有结果的争论和不解谜团，
比如，《红楼梦》到底是不是他写的？写了多
少回？是八十回，还是一百二十回？写没写
完？还是写完原稿丢失了？总之我们现在读
到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的，与前八十回水平
相差甚远，又不符合原意，有费力不讨好之
嫌。还比如：曹雪芹写《红楼梦》，是在北京蒜
市口十七间半房的老宅写的？还是在北京西
郊白家疃写的？好像公婆都有理，也没有最
后结论。红学谜团之多，吃瓜读者都伸长猜
谜的脖子，瞪圆好奇的双眼，最后盼来都是一
个个让人十分迷惑的死结。

曹雪芹虽然是一个传奇，但回到乾隆年
间的现实中，他也是一个食人间烟火的一介
草民，只是落魄的公子而已。他不可能足不
出户，闭门谢客如修道般一心只著《红楼梦》。
他离开京城右翼宗学的皇家子弟学校后，在
北京西郊生活确实比较穷困潦倒，但他还要
有骨气地面对生活，他采药、画画、糊风筝，靠
这些技艺维持生计和换酒喝。他多才多艺，
天性放荡不攀附权贵，有一身如竹林七贤的
魏晋风流，虽生活处境贫寒，但活出了一身的
傲骨。

他一生不只是写了一部《红楼梦》，还写
了另一部书，叫《废艺斋集稿》，现在此书稿已
经失传，据说书稿四十年代被日本人购买走，
现下落不明。这部书一共八册，里面内容分
别是治印、风筝、编织、泥塑、雕刻、印染、园
艺、美食。有人说《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
也许与作者丰富的知识修养和实践有直接关
系吧。《红楼梦》七十回写林黛玉等人放风筝，
描写了各种风筝，什么大鱼、凤凰、螃蟹、蝙
蝠、美人风筝等，看来曹雪芹对风筝并不陌
生。这部书第二册是《南鹞北鸢考工志》，就
是讲风筝制作，是最早的风筝扎、糊、绘、放的
工具书，书中有绘图和歌谣，通俗易懂一看就
会，是曹雪芹帮助穷苦人解决求生技艺的书
籍。我读过红学家吴恩裕等人写过关于《废
艺斋集稿》的书，里面有一些详细的介绍，有
敦敏、董邦达与曹雪芹谈论风筝和放风筝的
一些轶事。

风筝，对北京人来说并不陌生。传说，曹
雪芹与敦敏冬季曾在太平湖上放“鹰”型风
筝。现在北京到处都是高楼林立，放风筝的
空旷之地很少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刚来
门头沟时，每年春季都在门头沟举办国际风
筝节，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派选手来门头沟放
风筝。风筝高高飘在空中，有形状各异的燕
子、孔雀、游龙等栩栩如生随风在天空中遨
游，那个色彩缤纷的纸鸢世界充满神奇的幻
想和对美好春天的期盼。

古人春季放风筝还是一个习俗，叫“放晦
气”。《红楼梦》书中写林黛玉与众人放风筝，
她虽然觉得很有趣，但还是舍不得把手中风
筝放走。李纨就劝她：放风筝虽图一乐，但又
叫放晦气，你应该多放走一些风筝，把病根儿
也都放走！紫娟用一把西洋小银剪子“咯噔”
一下剪断风筝线，寸丝不留地把黛玉手中的
风筝给放飞了，嘴里还不停念叨：这样就把小
姐的病根儿都给带走了。随后，宝玉也将自
己风筝线剪断，嘴里也痴情说道：你的风筝若
飘野外无人烟处，我这个风筝陪你做个伴儿，
不让你独自寂寞！痴情公子借放风筝，表达
自己对黛玉从内心的一种爱慕。

古人放风筝是消灾祛病的一种美好祈
愿。春天来临时，让风筝把所有的烦恼和苦
闷都随春风一泻千里地飘走和散去。曹雪芹
有一个朋友叫于景廉，有一年冬天冒雪来访。
因为他腿有残疾，生计困难，曹雪芹听说王府
公子可花数十两银子购买风筝时，便找来竹
子，花费两天功夫儿，裱糊和绘画几个精致的
大风筝，送给于景廉带回城里卖钱。于是，曹
雪芹又花几年的时间，编绘了《南鹞北鸢考工
志》一书。敦敏有一篇《瓶湖懋斋记盛》，详细
记载了曹雪芹放风筝的过程。据说，后来北
京城有曹氏风筝的传人，一直把曹雪芹的风
筝传承了下来。北京的春天很迷人，更迷人
的是北京的天空飘着各式各样的风筝。宝钗
说得好：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春天里，
曹雪芹的风筝飘在北京城的蓝天上。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

冰镇汽水是夏天最特别的存在
李琳

印象里，儿时的夏天和现在不一
样，没有日夜都蒸烤的闷热感，每当太
阳下山，总会感觉一阵阵的凉爽。夏天
的人们，似乎都习惯晚睡，亲朋好友，三
三两两的小聚是不间断的。嘈杂的聚会
中，大人们喝的是啤酒，孩子们喝的是汽
水。80后小时候的汽水，能想起来名字
的：旭日升、健力宝、可口可乐、雪碧……
有一些现在还能买到且随着时代发展，
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口味，有的则已经退
出市场便再也记不起名字。

长大了，再也不用考虑，小孩子喝
汽水对牙齿不好、会影响吃饭之类的
……虽然多喝汽水不健康，但是实现

“喝汽水自由”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炎炎夏日，冰镇汽水成了冰箱里

的居家必备品，超市里琳琅满目的汽
水，花花绿绿的包装，文艺走心的广
告语，新奇特别的口味……无一不在
刺激着购买欲和人们的猎奇心理。

想一想，满头大汗的下班回家，开
一罐冰镇汽水，绵密的泡沫与杯子碰
撞的声音，杯壁上瞬间起了一层水汽，
随着甜丝丝的颜色喜人的气泡冰冰凉
凉的从口中滑入喉咙，进而一直到身

体里，那个过程的爽快，简直是专属夏
天的美好，一下子就遗忘了夏天的炎
热，沉浸在汽水的快乐中满足感飙升。

汽水，也是有地域特色的一种东
西，它不像“土特产”那样招摇，也不
像地标建筑那样被印刷在宣传海报
上，但是它却一直根植在当地人的心
中，陪伴在人们的生活中，日常又亲
切，熟悉又喜爱。

北京的北冰洋，北极熊在玻璃瓶
上的样子，好像在向你招手，邀请你
快点去喝。现在的易拉罐包装又多
了很多新口味，但是还是觉得玻璃瓶
的口感更正，尤其是开启瓶盖的一瞬
间，气泡迫不及待的“嘭”出，感觉开

启的是情怀，也是汽水的呐喊，亦或
许是因为承载了儿时的记忆所以才
特别钟爱吧。

汉口二厂汽水作为最近火爆网
络的文艺范儿，销量一路红。曾经就
是武汉人夏天的“精气神儿”，如今颜
色多样、口味多样，瓶身上还有年轻
人喜欢的词语，画风也是非常的有
趣。甚至有的口味还带有特别的设
计，比如在冷藏和常温的时候，瓶身
标签显示出不同的字或者图样。既
有对解暑的渴望，也有对文艺设计的
期待；既能喝得畅快，又能拍出小清
新的照片。

除了北京的北冰洋汽水、武汉的
汉口二厂汽水，各地都有自己代表性
的汽水：陕西的冰峰汽水、内蒙的大窑
嘉宾汽水、四川的宏宝莱汽水等等。

汽水的不同在于它的气泡让平
平无奇的饮料增加了更丰富的口感，
也带来了更刺激的体验感。冰镇汽
水更是属于夏天最特别的存在，它不
仅给身体和精神带来了爽快，也是最
简单、最直接的美好，随着气泡，心情
也会美到冒泡！

梁家河的曙光 王进山/作

坚 信
史迎凤

星辰坚信闪亮

民族坚信方向

我们坚信动态清零的举措

守护生命与希望

风驰电掣的白衣天使

必定胜过疫情传播

民众的配合支持

必定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多点散发 多点抗击 多点清除

始终坚信人民的力量

疫情当前

人心与人心挨得那么近

没有夜与昼 昏与晨 前方与后方

全局一盘棋

医护人员 社区干部 志愿者……

拧成一股绳 咬住一口劲

都奋战在各自岗位上

虽然我叫不出每个人的名字

坚信他们的故事像鲜花一样绽放

戴口罩 勤洗手

多通风 少聚集

遵循科学法则

形成文明风尚

以自律和坚持

共同构筑新的万里城墙

家的味道
北京市第八中学京西校区

初一（3）班 孙梦妍

家的味道像父亲身上那阳光般
的味道，耀眼的、暖暖的；家的味道
像母亲身上那月光般的味道，明亮
的、柔柔的；家的味道像弟弟身上那
星星般的味道，调皮的、可爱的。

我是一个不爱运动的人，为了
我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并取得优异
的体育成绩，同样不爱运动，奉行一
动不如一静的爸爸，也坚持和我一
起晨跑。当我特别不想跑的时候，
爸爸一直鼓励我，就这样我坚持了
下去。现在我不爱生病了，体育成
绩也上来了。爸爸像朋友一样陪伴
我运动，困难枯燥的运动变得简单
了，简单的运动也变得好玩了。

上初中以后，我的成绩不是很
理想，尝试过很多方法，但怎么也不
行。好在有妈妈的陪伴，每当我做
作业时，妈妈会坐在身边，还时不时
来问我的进度如何。月上树梢，妈
妈还不休息，她在帮我检查作业，耐
心地为我讲解难题，她的眼里写满
了平静，看不见一丝急躁的影子。
那双眼睛充满了坚定与安慰，没有
任何语言，却又仿佛包含了万语千
言，就是这样的一双温柔的眼睛，鼓
励着我，督促着我。果然，在一次考
试中我如愿拿到了优异的成绩，同
学们都说我很厉害，厚积薄发，但我
知道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我，而是我
的妈妈，正是因为有了她日复一日
的陪伴，我才会取得这样的进步。

我有一个弟弟，他十分淘气，有
候真的很烦他。那天发现我的日记
本被弟弟折成了纸飞机。“啊！”我火
冒三丈，冲着弟弟大声嚷了起来。

“对不起嘛，姐姐！”弟弟委屈极了，
泪水在眼睛里打转，他带着哭腔说：

“我看你的本子用完了，今天和爸爸
去商店给你买个新的。”听完，我瞬
间不生气了，忙说：“是姐姐错怪你
了，谢谢你给姐姐买本子。”“真的
吗？太好了！”弟弟破涕为笑。有这
样一个活泼可爱、一分钟三变脸的
弟弟，就是我们家庭舞台上的川剧
演员、戏曲名丑。

爸爸的爱像一棵大树，让我依
靠并茁壮成长；妈妈的爱像贴身衣
服，让我时刻感到温暖；弟弟的爱像
开心果，为我带来了无限快乐。

原来这时刻牵动你神经的幸
福，就是家的味道。它，不仅给我带
来无限温情，还凝聚成让我前进的
力量！

指导教师：李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