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字左右 ，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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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相册

另一座北京“老城”尚待引起进一步重视
北京秘密

李斌 主编

新总规出台后， 海淀区委
宣传部专门召集几位专家， 也
包括一直关注北京历史文化的
我一起开了一个小范围讨论
会。 会上， 海淀区的同志介绍
了 “三山五园” 的最新认识和
发掘。

“三山五园”的东界是地铁
13号线，西至海淀区边界，北起
西山山脊线和北五环， 南至闵
庄路和北四环，总面积68.5平方
公里，与北京老城面积62.5平方
公里相当，还略大一些。

面积相当， 加上又并列为
北京未来到2035年要加以整体
保护的历史文化名城 “两大重
点区域 ”， 某种意义上 ， “三
山五园 ” 不就是另一座北京
“老城” 吗？

伴随研究的深入， 人们对
三山五园的认识在深化 ：2004
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就将
三山五园地区列为西郊历史文
化公园、 清代皇家园林风貌保
护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项目。
2011年 ，北京市 “十二五 ”规划
提出加强颐和园、 圆明园等重
大文化遗产的保护修缮和环境
整治， 推进以历史名园为核心
的首都世界名园建设。 2012年，
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提
出 “推动海淀三山五园历史文
化景区建设”。

“从金代开始，‘三山五园’
就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区

域。 ”在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
霁翔看来 ，今天把 “三山五园 ”
作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格局的
一个完整保护对象， 和北京老
城相映生辉， 过去很少能够站
在这样的高度来进行保护。

2017年12月17日，“三山五
园区域文化认知与传播” 学术
研讨会在京召开， 与会专家的
研究成果， 令人们对 “三山五
园”的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全盛时期，自海淀镇至
香山 ，分布着静宜园 、静明园 、
清漪园 、圆明园 、长春园 、绮春
园、畅春园、西花园、熙春园、镜
春园、淑春园、鸣鹤园、朗润园、
弘雅园 、澄怀园 、自得园 、含芳
园 、墨尔根园 、诚亲王园 、康亲
王园 、寿恩公主园 、礼王园 、泉
宗庙花园、 圣化寺花园等90多
处皇家离宫御苑与赐园， 园林
连绵二十余里，蔚为壮观。 ”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范志
鹏认为， 三山五园是一个文化
底蕴深厚的区域。 清代，这里集
中进行了紫禁城以外的大规模
古典园林建设， 形成了一个在
世界范围都很少有的、 在皇家
宫殿以外集中建设的地区 ，它
更加壮观和宏阔， 功能性也更
强。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年）》 把它作为北京历
史文化名城格局中的一个完整
保护对象， 和北京老城相映生
辉，历史意义非凡。

北京西郊，层峦叠嶂，泉水
充沛，山水形胜。 自辽金以来，
历经元明， 不断有统治者在这
里陆续营建行宫别苑， 到清代
进入全盛时期， 陆续修建了一
批皇家苑囿， 主要有香山静宜
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
园 （后改为颐和园 ），还有畅春
园和圆明园，这就是著名的“三
山五园 ”———清代西郊皇家苑
囿的主体。

玉泉山静明园、 香山静宜
园、万寿山清漪园，是山与园重
合， 而圆明园和畅春园则是平
地建园。

海淀区的同志介绍说，“三
山五园” 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
的成系列、规模性的、集大成式
的鸿篇巨制， 是一部浓缩的中
国传统文化百科全书， 在清代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度是
政治、文化、军事中枢。 （十八）

““贾贾””长长里里短短 □孙守利 文/图

一身洁白的燕尾服， 白衣素
雅， 行无所息……在人们的印象
中，护士长，暗香独秀，漂亮而美
丽。 殊不知， 在看似光鲜的外表
下，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艰辛，有
责任担当，更有仁爱奉献。

贾叶红， 一位神经内科的护
士长。 从2002年上任护士长的那
一天起， 一直穿梭忙碌在这个科
室。 17年来， 从神经内科病愈出
院的病人不计其数， 这里面有许
多病人来时不省人事 ， 奄奄一
息， 经过精心的诊治护理后， 重
新延续生命， 带着笑容离开。 也
许在许多人看来， 这里应该有很
多的故事， 特别是一名在护理一
线奋战多年的护士长， 肯定有很
多的闪光点值得去挖掘和赞誉。

然而当我们真正走近贾叶
红， 却有些意外———没有惊天动
地的事迹 ， 没有惊心动魄的场
面 ， 她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种琐
碎， 甚至有些家长里短的影像。

一位病人长期卧床 ， 五天
没有大便 ， 大便已严重干结 ，
病 人 颇 受 煎 熬 ， 家 人 束 手 无
策 ，后来 ，贾叶红和一名护士用
半个多小时抠出了大便。 病人得
以轻松。

一位病人的床铺被另外一位
病人占据， 找贾叶红评理。 原来
这是一位老年痴呆症患者， 记忆
消减， 老人记错房门， 加上腕带
断了看不到信息才闹出笑话。 误
会消除……贾叶红又给他重新申
请了一个腕带戴在手上， 并时刻
惦记着老人， 过一会儿就到病房
看一下……

“护士长， 电话” ……不知是
谁喊了一声。 刚刚见贾叶红停下
来， 又被叫走。 这一刻， 突然觉
得， 护士长就像是一个是家里的
“管家婆”。

难道不是吗？ 置身科室， 病
人似乎习惯了依靠护士长， 有什
么事情都找护士长， 有问题也找
护士长 ， 贾叶红总是能及时应
对， 妥善处理。 就像贾叶红评价
自己说： “我就像个打杂的， 家
长里短， 大事小情都得管。” 贾
叶红说得很轻松， 也很真实。

我们注意到， 贾叶红随身带
着一个小本本， 上面记录了零七
八碎的事情， 哪些物品需要按时
申领； 哪个病房的床铺升降功能
需要及时修理……更多的是病人
事情， 25床需谨防褥疮， 每半小
时至少翻身拍背1次； 34床没有

陪护， 提醒护士夜晚多加关注；
42床老人年龄大， 血管不明显，
打点滴由手法娴熟的护士或由自
己去做……

这些事情看似杂乱、琐碎，但
是护理无小事， 每一件小事都关
乎生命，每一件小事都马虎不得，
看似细枝末节却是生命相连。

36床的病人家属说， 自己的
母亲需要喂流食， 起初她们喂服
时 ， 母亲好像有点抵触 ， 不配
合。 后来贾叶红现身示范， 在喂
食前， 先用针管在手腕试一下温
度， 告诉她们流食不能太冷也不
能太热。 母亲顿时变得温顺。 这
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 令她们动
容， 记在心里。

一位父亲刚出院， 第三天，
儿子又来到科室找贾叶红诉苦，
说老人经常拉尿在床上 ， 很头
疼， 还经常向他眨巴眼。 贾叶红
一听， 立即回忆起了这位植物人
状态的老人， 以及在护理过程中
的点点滴滴……贾叶红告诉老人
的儿子， 老人眨眼是在暗示， 眨
左眼， 表示要小便， 眨右眼是要
大便， 科里的护理人员都知道这
个细节。 儿子恍然大悟， 有些羞
愧地离去……

这些细节看起来如此细微，
甚至连家人都忽视了 ， 没有注
意， 却又实实在在地滋养着病人
的神经， 在加快着病情的痊愈。
这又怎能说是小事， 又怎能不去
重视。

夜深了， 透过窗户， 一个美
丽的身影若隐若现， 科室又收进
一个危重的病人， 贾叶红一阵忙
碌之后走出病房， 又在和值班护
士叮嘱着什么。 贾叶红已经习惯
了这种敬重生命的护理状态， 更
习惯了科室如家的生活。

17年了， 这里的家长里短，
早已成了割舍不下的牵挂……

后院的菜地边， 苹果树上粉
白色的花开得正艳。这棵树，母亲
种在后院六年了， 已高出院墙很
多。正值壮年的树，每一根枝丫都
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去年，它结
了很多的苹果， 多到把半个后院
都染红了，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
让人觉得生活是如此美好。

秋天， 弟弟把苹果摘下来存
放在两只大缸里保鲜， 一直可以
吃到春节过后。摘去果实的树，叶
片一夜之间变黄落尽。 弟弟下班
回来，发现果树的顶被砍去了，弟
弟蒙了：“这是谁干的事？ 好好的
树，被弄成这样？ ”母亲笑嘻嘻地
过来说：“是我砍的，不砍去头，树
长太高，结果就少了。 ”弟弟不太
懂这些，看着气定神闲的母亲说：
“我只是奇怪，老娘，这么高的树，
你怎么爬上去的？ 我为了摘个苹
果，费了多大的力气啊。 ”弟弟有
些感慨。

已70岁的母亲， 熟悉土地上
生长出的一切， 也喜欢着土地上
生长出的一切，树木、庄稼、河流，
哪怕是野草，母亲都爱。当那些散
发着生命气息的原生态映入母亲
的眼眸， 母亲整个的身心都陶醉
其中。 母亲似乎就是专为土地而
生的人，母亲的这种热爱，也得到
了土地的回馈。母亲撒下种子，长
出的苗，结出的果，总是比其他人
的优异。

以前在老房子， 院子里的土
质不好，盐碱太重，母亲种过很多
次果树都未成活，无奈到最后，母
亲哪怕是沙枣树也要种上一棵。
到了夏初，满院子沙枣花香，到了
秋天， 结小小黑黑亮亮甜甜的沙

枣，比起果树自然要差很多，但母
亲说，总好过没有。

母亲总能在贫瘠的土地上，
寻找出一切可以植入生命的缝
隙， 寻找出一切可能出现的生长
奇迹。

前几天栽种的菜苗， 母亲的
腰疼还很严重， 她却挣扎着来到
后院， 我知道母亲不是不放心我
们， 而是喜欢看着一棵棵的绿色
小苗， 顶着一两片娇嫩的叶子一
下出现在土地上。 我便回屋搬了
凳子，让母亲坐在边上指导。母亲
看到那些小苗在春风中渐渐抬起
了身子，脸上的笑意越聚越多。我
就笑母亲：“种了一辈子地， 还没
种够，真是劳碌命。 ”

母亲一下打开了话匣子：“我
12岁时，父母饿死在炕上，弟弟才
6岁，饿得走路都不利索。 实在饿
得受不住了，我就领着弟弟，大晚
上偷偷去村里的洋芋地里挖洋
芋，当我用双手挖开泥土，摸到才

鸡蛋大的洋芋， 我和弟弟就坐在
地里，洋芋在衣服上蹭一蹭，就开
始生着吃。如今想起，那是我吃过
的最香的洋芋， 是土地救了我们
一命。 ”

午休后，母亲去了柴房，回屋
时手里拎着晒干的豆角， 母亲把
干豆角放进锅里煮，不一会儿，干
豆角特别的香味便飘满屋子的角
角落落。 “知道你要回来，去年特
意晒的， 都是后院子那三分地里
摘下的，还有南瓜干，过两天给你
包包子吃，还有苦瓜干，水煮后凉
拌清炒都好吃。 ”母亲如数家珍。

如今， 母亲总感叹自己的衰
老：“年轻时的日子多好啊， 干再
多的活，都不觉得累，每天早起晚
归，整天都在地里忙着，感觉自己
也成了一棵庄稼。 ”“如果让你选，
你想当一棵什么庄稼？ ” 我逗母
亲。 “只要是地里长出来的，哪一
棵都好。 ”母亲笑了，似乎自己真
的成了地里的庄稼。

土土地地上上生生长长的的母母亲亲 □楚秀月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