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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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怀】15副刊２０19年 5月 15日·星期三│本版编辑周薇│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张旭│ 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工友情怀

另一座北京“老城”尚待引起进一步重视

北京秘密

李斌 主编

乍听这话 ， 觉得不可思
议。 印象里， “三山五园” 不
是游乐的地方吗？

专家的介绍， 让人明白历
史的真相———“政自园出 ， 因
园记事 ”， 和以往朝代 “宫居
理政” 不同， 清朝是 “园居理
政 ” 。 说三山五园是 “政治 、
文化 、 军事中枢 ”， 是因为自
康熙帝开始， 大多数清朝皇帝
在这里听政理政 ， 如引见大
臣、 御门听政、 任命官吏、 策
试选士 、 勾决人犯 、 翰詹大
考、 阅试武举等例行政务， 立
储废储等重大事项， 以及许多
重要外事活动。 清帝在三山五
园的主要活动是居住、 理政和
游憩， 三山五园见证了清朝政
治的跌宕起伏和清代的兴衰
历程。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
究所何瑜教授研究， 康熙帝自
康熙二十六年后 ， 直到去世 ，
每年有150余天在畅春园居住
理政 ； 雍正帝自雍正三年八
月， 园居理政后， 平均每年在
圆明园210余天 ； 乾隆帝的理
政地点 ， 除紫禁城 、 避暑山
庄、 南巡和东巡途中之外， 年
平均驻圆明园120余天 ； 嘉庆
帝驻圆明园时间 ， 年均160余
天； 道光帝驻圆明园时间， 年
均 260余天 ， 道光二十九年 ，
有闰月 ， 其园居时间高达354
天； 咸丰帝在咸丰十年八月初
八逃往热河前 ， 驻跸圆明园7
年， 年均时间也达210余天。

在清史专家看来， 清朝存
在268年， 清帝有226年在三山
五园理政， 三山五园成为清朝
的实际政治中心， 是园林中的
紫禁城。

“三山五园并非只是游玩

场所 ， 而是清朝政治中心 。 ”
从事北京文化史和元明清史研
究多年的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文
化史研究所研究员赵连稳说。

长期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厦
门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张
公政认为， 清帝每年平均在园
时间多超过在紫禁城的时间 ，
紫禁城仅保留其统治权威的象
征功能， “三山五园” 的政治
功能由 “御苑” 转向 “宫禁”，
清帝由 “宫中理政” 到 “园居
理政” 的阶段转化， 突显了以
圆明园为核心的 “三山五园 ”
体系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

“为北京带来‘综合实力’”

今天的人们 ， 对颐和园 、
圆明园可能还有认识， 但是对
静宜园、 静明园、 畅春园就比
较生疏了。

圆明园曾以规模宏大、 珍
藏文物众多、 建筑规格中西合
璧， 达到了中国古代园林艺术
的巅峰， 被誉为 “一切造园艺
术的典范” 和 “万园之园”。

历史的尘烟， 停滞在1860
年———那年10月， 英法联军占
领北京， 洗劫圆明园并付之一
炬， 文物被掠夺的数量粗略统
计约有150万件。 与此同时， 万
寿山清漪园、 香山静宜园和玉
泉山静明园的部分建筑也遭到
焚毁。

北京联合大学张宝秀教授
是 “北 京 学 ” 专 家 。 她 说 ：
“三山五园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
战争中大多被英法联军焚毁 ，
1900年又遭八国联军洗劫， 颐
和园等园林后来陆续重建， 但
圆明园等昔日辉煌无比的皇家
园林如今只留下了遗址， 深刻

铭记着中华民族曾经的耻辱。”
“三山五园是近代中华民

族屈辱史的象征， 具备耶路撒
冷哭墙般的价值 。” 北京市海
淀区文化促进中心副主任张东
旭说。

据学者介绍 ， 清朝灭亡
后 ， 颐和园被列为皇室财产 ，
对公众开放。 1928年后由北平
市政府接管 ， 改为国家公园 ，
但不少院落被私人占用。 香山
静宜园遗址在民国后被皇室赐
给教育家英敛之 、 熊希龄等
人， 用于开办学校， 民国时期
香山多处地方被北洋政府官员
圈占， 兴建别墅。 玉泉山的情
况与之类似。 圆明园遗址中残
存的石雕、 栏杆、 太湖石、 围
墙、 砖瓦被移走兴建花园、 坟
墓 （张作霖、 谭延闿等人墓地
均使用了圆明园石料 ）， 部分
华表、 石狮、 假山湖石被移置
于燕京大学、 清华大学、 正阳
门 、 新华门 、 中山公园等处 。
畅春园遗物也被搬运一空。 其
余园周围各附属园林及亲王赐
园， 大多转卖给燕京大学和清
华大学 ， 以及民国显贵富商 ，
部分园林保存至今。

（十九）

踩踩车车定定亲亲 □黄兰 文/图

过去，无论是抗旱还是排涝，
人们要么用一种原始的方式扣着
笆斗或者木桶，把水戽进戽出；要
么就是踩着水车，把水车进车出。

这踩水车属半原始的取水方
式，常常是男人的专利。三四个或
者四五个男子汉趴在车竿上，眼
睛望着脚下的车轴悠悠地踩着，
那隔着四五寸就是一块的汲水板
儿就像传送带， 把那水车安到事
先挖好的蓄水塘里， 再根据需要
把水引进受旱的田里。

那时候， 只要哪个男人踩水
车的本领大， 常常会被人们另眼
相看， 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 “特
酷”。当时，村子里有两个小伙子，
一个是三叔，一个叫王祥，他们踩
水车的本领真叫个棒， 只要他们
上车， 那踩起来快得就像眼下城
里的过山车，没人敢同他们较量，
弄得不好，就要被“挂”起来(掬住
车竿，悬起双脚)。 三叔和王祥两
个小伙子同时爱上了村里一个叫
翠玲的姑娘，那姑娘眉清目秀，粉
面桃腮，十二分得好看，两家都上
门提亲，因为条件相当，让女方家
长很是为难。 一天， 三叔叫上王
祥，说咱俩比试踩水车，谁输了谁
退出，王祥没意见。 于是，一场罕
见的“踩车定媳妇”的好戏在村子
里上演了。那天，村子里几十号人
就像赶集一样， 齐刷刷地聚在水
车两旁， 三叔和王祥就像戏剧里
的刀马旦，扎头紧袖束腰，稳稳地
站到了水车上。村长喊开始，两人
就踩动了水车，越踩越快，越快越
踩， 只见两人的两双大脚似飞针
走线，只蹬得水车“嘎嘎”作响，那
汲水板被传动轴撵得穿梭如飞，
拖着水儿往来反复。 水车口如注
的水儿哗哗地淌着， 冲进塘里又
溅起颗颗晶莹剔透的水珠。5分钟
过去了， 随着村长的一声 “时间
到”，两人同时跳下水车，竟然都
面不改色。 “好小子， 再来个5分
钟”，村长下了命令，就这样，3个5
分钟过去了，也没分出个胜负。

后来的结局很是有点出人意
料， 翠玲被她的姨妈介绍到城里
享福去了， 三叔和王祥先后在本

村成了家，虽说都没能娶上翠玲，
日子过得倒也有滋有味。

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 三叔
和王祥也不能例外。这一年，村里
嫁进了两个新媳妇，都是本地人，
也都是踩水车的好把式。 两个女
人的男人在外面吹牛放风： 我那
婆娘踩水车是如何如何了得，那
意思很清楚，三叔、王祥也不在她
们的话下。 这话传到三叔和王祥
的耳朵里，气得二人大叫：谁家婆
娘，敢在爷们头上拿架？“比就比，
谁怕谁！ ” 三叔、王祥豪气冲天。

到了比赛的那一天， 大沟两
旁照样是被人围得水泄不通。 裁
判照样由村长来当，不过，一局由
5分钟改为10分钟。随着村长的一
声令下， 四人在水车上甩动着双
脚，只蹬得水车似流星赶月。10分
钟过去了， 两个男人有点气喘吁
吁， 而那两个女人居然像没事一
样。 当第二局结束时，三叔、王祥
脸色煞白，双脚似乎有点站不稳，
第三局还没到一半，三叔、王祥已
悬起双脚， 任由两个女人踩着水
车在飞快地旋转……

时过境迁， 水车早已进了历
史博物馆， 退出了它曾经辉煌的
岁月。 然而三叔家的水车竟然完
好无损，还被桐油油得油光锃亮。
问三叔，为何还保留着这件古董，
三叔笑而不答，问急了，才说：“我
是怀念那些踩水车的日子啊。 ”

老谭原来是我的所长， 不到
一米七的个子， 第一次见到他是
刚入警那年的夏天。

记得当年我被分配到县局最
偏远的一个中心派出所， 离县城
有60公里远。 副所长开着一辆破
旧的吉普车接上我， 飞驰了一个
多小时才到达派出所。 在所办公
楼二楼， 见到了身材瘦小、 40来
岁， 正伏在办公桌上划改着材料
的所长老谭。 老谭看到我， 从座
椅上站起来， 笑呵呵地握着我的
手， 连声说着 “欢迎”。 问了一
下我的基本情况， 他交待副所长
把我安顿好。 人很干练、 随和，
是我对老谭的第一眼印象。

半路从警的我 ， 刚到派出
所， 什么业务都不懂。 一开始，
主要是负责守值班电话， 顺带在
所里食堂帮忙。

不久， 县局部署严打行动。
我获悉一家停产水泥厂变压器被
偷和作案嫌疑人情况的线索， 当
即向老谭报告。 当晚， 2名盗贼

落网， 赃物铜线也找到了。 我们
所率先打响了全县严打的 “第一
枪”， 得到县局表扬。 我写了一
篇稿子刊登在县局简报上 。 之
后， 老谭对我的关注多了。

几天后， 所里抓到一个偷牛
贼， 他一副老江湖的派头， 百般
狡辩。 老谭一阵打量后， 连珠炮

似的一顿质问， “老江湖” 答不
上话来， 乖乖地交待了偷牛的过
程。 老谭的审讯招式让站在一旁
的我暗自敬佩。

审讯到了中午， 几个同事都
没吃中饭， 老谭安排我给偷牛贼
做材料。 可我刚到派出所还没办
过案， 根本不知道讯问材料怎么

写。 老谭看我一脸茫然， 甩了一
份 “样本 ” 给我 。 从偷牛的过
程， 为什么偷， 准备卖到哪， 怎
么被抓的等等， 我详细记录了十
多页。 老谭吃完饭回来， 看到我
写的材料， 连说了几遍 “不错”。

教导员看到后 ， 对我说 ，
“你不是要学业务吗， 赶快拜谭
所长为师呀”。 老谭是所里公认
的办案能手， 我当然求之不得，
连忙喊了两声 “师傅”， 老谭没
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他带着我外
出对案， 补充证据。 从此， 我成
了所里专管案件材料的人。

老谭的父亲是一名退休警
察， 子承父业的他， 工作上特别
认真较劲 ， 从他那走路风风火
火， 两只手直往后甩的架式就可
以看出。 老谭入警后一直呆在这
个所里， 从民警到所长， 一干就
是17年。

老谭很瘦， 心脏不太好。 所
长夫人经常买猪心回来煲汤给他
喝， 美其名曰 “吃啥补啥”， 我

这个单身汉自然有时也借机跑到
他家打打牙祭。

第二年， 老谭调到县局纪检
任职 。 我也调整到另一个派出
所， 后来又调至市局工作。 每次
回县局碰到老谭 ， 我都会喊他
“师傅 ” 。 而他每次都会笑道 ，
“你正规大学毕业， 我只是个高
中生 ， 不敢也当不了你的师傅
咧。” 老谭虽然比我大14岁， 但
我们之间没有隔阂 ， 每次看到
他， 我的心里总会有一种亲情般
的温暖。

2016年 12月 ， 突然传来噩
耗， 老谭走了！ 他负责县局一处
办案场所建设工程， 因工期紧，
天天守在工地， 连日的劳累引发
“老毛病”， 送往医院抢救无效，
因公牺牲。

人生经过的驿站很多， 老谭
是我心中敬重的一个人， 尽管他
从来没有承认过我是他的徒弟。
但他那矮小的身影在我的心目中
却一直很高大！

师师傅傅老老谭谭 □易裕厚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