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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1623期）
13.山花野蔬
家养六畜，源自野生动物的驯养；

花园名品，来自山花野蔬的栽培。明
《帝京景物略》载：“家园名种，其初野
花草也。瞥见移植而命名之，乃传
耳……然不至百花陀，则不知从经
物色者，犹未能十一矣。”有《剜野菜》
歌曰：

春雨过，郊原空，
野蔬杂草地边生。
剜到篮里未必菜，
还要回家问父兄。
14.灵水八德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灵水，俗称

“举人村”。传统公德，教人行善；简
而言之，是为八德：

一、核桃晚打；二、猪鸡圈养；

三、君子不争；四、龙池“三禁”；
五、共喝秋粥；六、爱心捐助；
七、诗书继世；八、生财有道。
注：“龙池三禁”即保护水源。
15.风水宝地
京西古道上，有村燕家台。系丘

处机看好的风水宝地，元代建有通仙
观，为白云观之下院。

风水宝地燕家台，
君爱臣爱民更爱；
巧把村名改“宴驾”，
燕王采坟不再来。
16.弥勒佛联
俗话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

城。”潭柘寺就在牛角岭西南。寺中
的弥勒佛龛有副对联曰：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17.麻绳底鞋
昔日，行走在古道之上，多穿麻

绳底鞋，且用铁钉钉底，兽皮包头，今
已为旅游鞋替代。有《麻绳鞋》赞曰：

啥叫女红?
以何定情？
怎样拨换工？
谁是子弟兵？
历史发展，
俱在鞋中。
18.关矿碑记
京西砂石、煤炭停采，有《水峪嘴

村关矿碑记》为证，时在二○○七年。
地处千山万岭中，世代采石度营生。
奉献建材百千万，用于建设与化工。
时逢盛世迎奥运，关矿打造新环境。
市区镇村好领导，关注民意和民生。
村转产业山披绿，民俗旅游迎宾朋。

坚持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立丰功。
19.爨底下歌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爨底下，有村歌曰：
一条古道出西山，两眼老井吐甘泉。
三盘石碾街中坐，四合小院依山建。
五行相济风水地，六处石塘话抗战。
七个青年赴延安，八方皆有爨下韩。
九十年代始开发，十年奋斗天下传。
20.军户后裔
京西古道上有大汉岭，为胡汉

交界处；又称“大寒岭”，因冷而得
名。岭下煤窝四村，多系守边将士
后裔，始住钻山铺，有谜语流传曰：

一年四季守边关，三根秫秸顶着天。
五黄六月下大雪，十冬腊月水成山。
21.灵山宾馆
北京最高峰东灵山，位在门头沟

区西境，遂有“北京之巅，绿海家园”美

称。体明和尚有“灵山宾馆”藏头诗曰：
灵地能招十方财，
山名自有友人来。
宾客相敬至上礼，
馆中食宿大快哉。
22.百里煤海
北京西山，富产煤炭。自辽至

今，千年已产两亿吨。山路运煤，人
背畜驮。为京师京畿奉献大矣。书
法家吴经缘有诗赞曰：

百里煤海是我家，
千盏矿灯千朵花。
汗水浇灌心灵美，
车车乌金暖中华。
23.回环诗句
高级地质工程师王洪杰考察齐家

庄，发现摩崖碑上“齐家庄青楞山朝阳
洞，有佛光出现”的记载，遂设计出了

“青楞山内藏洞天生紫烟佛光显处”14
字组成的“地标”，原来是首回环诗：

青楞山内藏洞天，
内藏洞天生紫烟。
天生紫烟佛光显，
佛光显处青楞山。
24.梦想成真
明代与刘侗合撰《帝京景物略》

的于奕正，写过一首“渡浑河望戒坛
诸峰”，诗曰：

凌晨去渡桑干水，
浪涌涛惊土亦流。
谁信他年换清浊，
遥遥映出数峰秋。
今日建设的北京西山永定河文

化带，正在把古人的梦想变成现实。
书法家董鸿飚曾书此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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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的故事门头沟的故事

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王翰曾有诗
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
催……

八月，每到盛产葡萄的季节，我
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首诗，想起乡
下姥姥家那一串串喜人的紫葡萄。

记得小时候，姥姥家的葡萄园里
栽种了好几亩葡萄树苗，刚开始几年
的光景里，树苗疯狂地吸收阳光和土
地的营养，只长枝干，不结葡萄。等
到枝干长得特别长了，姥姥就会给它
们搭建一个木棍儿支架，让葡萄的枝
叶顺着木棍儿向上爬。

夏去秋来，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直到有一年初秋，葡萄树受到大自
然的滋养，结出了葡萄。只记得大
串大串的葡萄从叶子缝里垂下来。
它们晶莹透亮，像一颗颗姿色丰盈
的珍珠，又圆又大，水灵灵的。这
时，大人们架起了梯子，去摘葡萄。
我接过还带着“白毛毛”的新鲜葡萄
后，洗都没洗，迫不及待地就把一颗
葡萄扔进嘴里。啊，真甜！葡萄汁
顺着嘴角流了出来，那般甜滋滋的
味道使我至今难忘。

再后来，葡萄树结出来的葡萄越
来越多，姥姥除了送给家人、朋友和
邻居食用以外，还会拉出去售卖。葡
萄多了，在农村，就免不了有那些鸟
儿，雀儿来偷吃，当然也包括嘴馋的
路人。

这时，姥姥和舅舅就在葡萄藤中
间，取了一块自留地，搭建了一个四周
通风的简易房子，为了更凉快一些，就
让葡萄树顺着房子向上爬，爬满了房
子的屋顶，就形成了一个硕大的天然
葡萄藤，火辣辣的骄阳透过葡萄藤的
枝叶洒下来斑斑点点的日光，让待在
屋里的人有了几分凉爽和惬意。

在丰收季节的八月，姥姥、舅舅、
姨姨们就会轮流来小房子里值班看
守，顺带干农活。每到放暑假，母亲
就会把我从城里接到姥姥家居住，疯
狂地撒野玩耍。轮到母亲去葡萄园
里看守值班时，我就会兴致盎然地带
着几本书过去。

母亲在清晨时分，早早地就钻进

了葡萄园里，给葡萄树除草、施肥，再
剪去多余的枝叶和坏掉的残余葡萄。

而在这时，我都会躺在葡萄藤搭
建的简易小房里，跷个二郎腿，享受
我的读书时光。夏风习习，鸟鸣啾
啾，蝉鸣蛙叫，在这样的仙境下捧书
阅览，真的是再惬意，再爽快不过了。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能读到的
书很少很少。记得那时候，我从同
学那里借来了一本安徒生童话故事
集，也是我的第一本课外读物，我视
若珍宝，一页页轻轻地翻看着，一缕
缕的书香扑面而来，蕴染着我幼小
的心灵。

我随着故事的波澜起伏，仿佛身
临其境，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色里。一
会儿跟着故事里的主人公着急地等
待，一会儿在险境中求生存，一会儿
用羡慕的眼光欣赏公主和王子最终
获得美满的幸福。我时而着急地直
跺脚，时而哭泣，时而哈哈大笑，废寝
忘食，惹得母亲和表弟表妹们取笑
我：“小疯子，不正常！”我撇了撇嘴巴，
心想：她们哪能体会得到我在书籍中
阅读到的快乐呢？

随着年轮的增长，葡萄藤长得越
来越壮实了，结下了丰盛的葡萄，粒
粒饱满，由青绿色逐渐变成了紫罗兰
色，缀满枝头，把葡萄藤压得低低的。
年复一年，葡萄藤长壮实了，我也长
大了，由一个刚刚识字的小豆包升为
了小学高年级的大孩子，我的读书范
围也广了，从图书馆里借到了很多想
要看的书籍，我如饥似渴地畅游在欢
快的书海里，与书里的文字共舞美好
的青春岁月。

在那些年的假期里，在那个阴凉
的葡萄藤下，我阅读了很多中外文学
经典，随着《鲁滨逊漂流记》体验野外
生存的智慧和勇气；随着《骆驼祥子》
去体验老北京的一个人力车夫的辛
酸故事；又随着《夏洛的网》去感悟动
物之间的真诚鼓励和欣赏。

葡萄藤下的读书时光，伴随着我
快乐成长，丰盈了我的内心世界。更
值得一提的是，它丰盈了我心底里最
难忘的童年时光！

七百年风雨
汇集成东湖 西湖 南湖

围隆出一座岛
承载起元大都的慈悲庵

满清一位雅士
在这里 筑亭台 楼榭

品诗香 词韵
迎文人墨客 共一醉一陶然

云绘楼 清音阁
披着紫禁城的彩云

带着 雕梁 画栋的气息
与园中亭相互倾听 相互映衬

潭影流金 通幽曲径背后
几许 炽热梦想与沧桑足迹被岁月凝结

绿柳繁花 如织游人处
几多 不被时间磨损的身影曾经留驻

石评梅 高君宇墓
镌刻一对双子星座
圣洁灵魂 彼此倾慕

诠释 爱的另一种永恒

此刻 无数双眼睛一齐聚焦
飞檐山门前 一株大槐树
向先驱者的一帧合照

行注目礼

百年历程 起伏 跌宕 如火 如荼
鲜活的生命 跳动的心脏 激昂的呐喊

离我们越来越迫近 越来越明亮 越来越清晰
仿佛有神奇之力相助

陶然亭 已不仅仅是
首都兴建最早的一所京城名园

而是一部厚重的史书
值得代代相传 一读再读

陶然亭随想
史迎凤

初秋
京师实验小学 三（1）班 敖偌晨

初秋的傍晚，夕阳还在发挥
“余热”，我却在屋里闷不住了。

妈妈陪我去散步。我们走
在树影斑驳的小路上，看到路两
旁各种各样的植物都在茁壮成
长，很多都不认识，我们就一边
走，一边用手机查——那高高壮
壮的是梧桐树，一棵棵站得笔直，
在尽力用茂密的枝叶为核酸检测
的人们遮挡阳光，像是守护人们
安全与健康的士兵；那从“头”到

“脚”泛着紫红光泽的是紫叶李，
似乎它昨天喝下的，不是雨水，而
是提前庆祝疫情结束的美酒；那
叶子细细弯弯的是西府海棠，每
一片绿叶都在捧着果实冲我微
笑，好吧，你的心意我收到啦！那

趴在地上，努力向四周伸展枝叶
的是蓝冰柏。“叶上怎么有浅浅的
白色？”我指着蓝冰柏问妈妈。“那
是经历了风霜呀。”妈妈告诉我。

“什么风霜？”妈妈笑了：“和我们
一样，经历了疫情。”“可是，它还
是这么精神啊！”妈妈严肃了：“是
呢，植物都不怕，我们人也不能
怕。”“嗯，不怕！”我们继续一路
走，一路看，一阵风吹过，国槐洒
落下漫天的花瓣，像是一阵阵花
雨落下，又像在为这初秋日的风
景喝彩！

晚风中，每一朵花都美丽动
人，每一片绿叶都沁人心脾。初
秋，也是“生机勃勃”的季节啊！

指导老师：魏亚旭

紫玉凝香 李影/作

葡萄藤下的童年时光
柳静

鸟叫，声声逼近。好像要从窗户
钻进屋里来，有什么急事，叫得如此
急迫？因为听不懂它的叫声，身边又
没有翻译，我就观察它的肢体动作，
想从中知道它叫声的意义？它从竹
梢上跳到窗栏上，瞧瞧死气沉沉的墙
角，然后望望窗户上夕阳投射的斑
影，最后不耐烦地看了一眼我，就飞
走了。这会儿，它一直急促地鸣叫
着。我分析它可能在一直找妈妈，找
妈妈一起回家吧？或是在寻找伴侣，
与伴侣一起出去逛商场，买一件今年
流行的秋季时装？然后，再找一家有
特色的餐厅吃点喝点，再回到安乐小
家一起喝喝咖啡、看看电视剧，度过
这个愉快的夜晚。

那只斑鸠早就飞走了。这几天
都是它自个儿悄悄地飞来，然后吃我
新给它买的杂粮，草率地吃点就无精
打采地飞走。我望着它飞走的背影，
就猜想它的心思，前几天它经常领一
个伴侣来我窗下，这几次都是独来独

往，估计与伴侣吵架分手了，是因为
什么原因呢？是它坚持长期北漂要
贷款在北京买房，另一半坚持回南方
老家？还是它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吃
软饭靠另一半的收入生活？你为什
么非要来北京呢？是喜欢北京的古
都文化？还是喜欢这里北京妞儿的
豪情？总之，看它天天光顾我窗前的
样子，好像它打算长期在北京呆下去
了。那么，你不想回南方找另一半
了？还是就在北京一边写诗，一边找
工作？我开始替它担忧起来，现在学
计算机设计或金融管理，找工作应该
不算难，哪怕是学中药养生或动漫设
计，在北京找一个工资收入不错的工
作，也不是什么难事，但你学的是中
文，学中文也不错，你搞搞语言研究
或汉语推广，也许进个研究机构，将
来当个研究员什么的，不是专家，也
是学者。但你偏偏喜欢写诗，整天写
那些谁都读不懂的诗，现在发表出版
这么难，哪天是你的出头之日呀？你

靠什么收入来在北京生活和支撑你
这可怜的爱好呢？你若能放下脸皮
儿，像余秀华写“我穿过大半个中国
去睡你”或贾浅浅写的在雪地尿尿的
诗，也许能一夜成名火遍大半个中
国？但你又不会写那样的诗，你清高
又不肯入俗，你脱俗又不肯去山林，
在这个喧嚣的市井，该怎样独善其身
地生存呢？我真替你发愁，斑鸠。

夜晚是静悄悄的。处暑刚过，已
经充满凉意，窗风吹进屋来，凉爽爽
的。想那夏日的烦热，终于熬过去
了。但同时又有一些小小的伤感，秋
来了，一年又要过去了。时光似水，难
怪孔圣人站在河边说：消逝的时光就
像这河水一样，不舍昼夜地向前流去，
人生世事变化之快，谁也难于预料。
鲁迅文学奖又开始评选了，事先谁能
预料哪位能获奖呢？我就想到北漂写
诗的斑鸠，它若能摘下如此桂冠，名声
从此一夜暴红，写诗发表出版就是小
菜一碟，从此它就是诗坛星空耀眼的

一颗星星了。但我的幻想只是天方夜
谭一样遥远和不现实。现实是什么？
现实就是打拼、竞争、努力、吃苦……
而不是佛系和躺平。遥遥星空闪耀的
每一个星辰，都是经过大浪淘沙和千
锤百炼，才能最后发光发亮的。

窗前传来一片紧密的蝉叫声。
鸟声我听不懂，蝉鸣声我依然听不
懂，我连猜想都不知道从哪儿去猜
想，想起就悲从心来，它们还能呼叫
多少日子呢？听着它撕心裂肺的夜
夜不停寻偶鸣叫，我想到了它出生的
艰辛，它在树上产卵后要埋在树下土
里，寻找时机出生，也许是一年，也许
是三年，或是更长的时间。出生后它
靠树根的汁液来维持自己生命，等到
成活后再爬到树上脱变，长出翅膀才
能最后飞行，这时候就可以寻求伴侣
进行交配，也许蝉鸣声叫得最响、最急
迫就是这个时候。心情最激动心跳的
时候过后，交配后的雄蝉就会衰老死
去，剩下孤零零的雌蝉就会把蝉卵产

在树下，它们爱情的结晶就会随秋风
吹着落叶，飘在树下被埋在土里，等待
早日破土出生来到人间。蝉的一生，
何其艰难，从破土出生，到几次脱变长
出翅膀，再到成熟夜夜鸣叫寻找爱情，
到衰老死去孕育新的生命，蝉的一生，
就是与命运、自然抗争、拼搏的一生，
最后获得爱情和幸福后，完美悠然死
去。我心里默默向蝉致敬，尤其向那
只雌蝉致敬！是它坚持到最后把蝉卵
生产下来保存好，等待风把它吹落到
树下的土里，然后等待机会，也许一等
就是几年，再出生来到这个世上。世
上就是妈妈好，蝉也是如此，唯有母亲
无私的慈爱感天动地！

深夜蝉叫，也是感天动地的。爱
人听到蝉叫声，就说动物也是如此，
如小灰兔“墩”完就遛走，留下小白兔
一个人收拾残局。蝉也是如此，人也
是这样，好多男人都没责任心，对家
对孩子都不负责任。是埋怨，是叹
息，我也搞不清，总之是代表女人对

不顾家男人的痛恨和谴责。
蝉不是不负责任，而是生命衰竭

没有能力再顾这些了，小灰兔是故意
逃避责任而选择遛走，那么人呢？有
留下来守着承诺一心塌地尽职尽责
的男人，也有花心浪漫想远去浪迹天
涯的。谁知道谁是哪一种呢？

蝉在夜里急迫地鸣叫。秋来了，
冬近了。蝉声也会渐渐远去，应该对
它道一声珍惜的是：保重！同时还应
该重重地嘱咐一句：尽责。

不管是人的出生到死去，还是蝉
的破土与脱变，直到找到爱情，产出
幼卵，然后华丽转身而终去，或小鸟
的迁徙与觅食，或斑鸠的漂泊与美好
的空想，终其一生，都不容易。在鸟
叫和蝉鸣中，我想找到我们生存和挣
扎的意义，找到愉悦的精神家园。生
命哪怕是如蜉蝣的朝夕瞬间，也要活
出充实丰盈、尽忠职守的问心无愧和
心地坦然。

鸟声近了，蝉鸣渐渐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