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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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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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单位组织体检， 四百多职工
三分之二的人身体亮起了 “红
灯”， 特别是 “三高” 状况特别
普遍， 这是机关工作者的通病。
虽然大家平日在生活饮食上注
意， 但仍是控制不住身体的各项
指数变化 ， 好像 “喝凉水都长
肉”。 特别是有位同事突然英年
早逝， 让局长开始重视职工健康
问题， 要求工会主席想想办法，
促使职工加强身体锻炼。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困难 。
大多数职工住的离单位远， 每天
7点左右就从家里开车、 坐班车
或公交车往单位赶。 中午在单位
吃完饭， 工作忙得连休息时间都
没有， 直到下午6点下班， 大家
基 本 上 是 伏 案 工 作 。 下 班 回
家 吃 完饭 ， 辅导孩子作业 、 做
家务， 已经近10点， 累了一天根
本不想动， 也没时间运动。 虽然
有时出差 ， 但也是坐的多动的
少， 以至于 “少年发福”， 各个
都是大肚腩。 虽然单位也通过举
办运动会等方式提高大家锻炼身
体的积极性， 但收效甚微。 局领
导提出的要求， 让工会主席也犯
了难。

可是一周后， 从外地出差回
来的局长突然发现， 机关里的职

工都动了起来。 原本每天早上挤
得满满的班车一下子变得空荡起
来， 因为在班车出发前， 大家都
已经往单位赶了， 有步行的有骑
车的， 开私家车的也少了许多。
而中午在单位食堂吃完饭后， 大
家也不像以前在电脑前打游戏或
躺在沙发上休息， 都是结伴在单
位的花园里散步， 男男女女， 有
快步疾走的， 也有边走边聊慢步
悠闲的， 这样的欢悦气氛一下子
打破了过去机关死气沉沉、 除了
工作交集之外， 处室之间似乎都
不来往的局面。 遇到雨天， 室外
没法走路， 中午休息时间， 一些
职工便在办公楼道里走来走去，
一趟又一趟， 来来回回。

看到这样的局面， 局长很高
兴。 特别是那天去政府开完会走
出来， 只见等他的司机小刘一边
张望着一边在原地踏步走。 局长
很好奇， 上车后便问小刘， 为什
么原地踏步走。 小刘说， 他每天
要坚持走一万步路， 今天因为跟
局长出来开会， 没时间走步， 便
用原地踏步走的方式， 保证今天
的走步路数不减少。

月底， 工会主席跑到局长办
公室汇报 ， 说通过一个月的实
验， 经计步器测定， 机关四百多

名职工有近一百名职工走了三十
万步， 还有三百多名职工走了二
十 多 万 步 ， 大 家 通 过 走 步 ，
体 质 明 显有所增强 。 局长问 ，
你到底采用了什么办法， 让大家
喜爱运动了。

工会主席说， 根据医生的建
议， 工会出台了办法， 只要每个
职工一个月走够三十万步， 工会
就给奖励一盒牙膏或毛巾， 走够
四十万步， 就奖励一个水杯， 虽
然都是小礼物， 但极大地调动了
大家健步走的积极性和趣味性。
受此政策激励， 原本下班时间热
衷于打牌打游戏的职工都走起步
来。 有的离家远的职工甚至公交
车坐一半， 然后走一半路回家。
有人出差了 ， 当天没走够一万
步， 出差回来， 便想法将欠下的
步数补回来 。 通过一个月的锻
炼， 大家的精气神和工作效率明
显有了变化， 有的人甚至一天不
走浑身都不舒服。

第二年单位组织的职工体检
中， 大家的三高症状基本消失，
原来的大腹便便也没了踪影。 对
于这样的变化， 大家都是喜在眉
梢乐在心头， 连声说工会的这项
“福利” 政策比什么都好。 走路
的脚步也更加铿锵有力了……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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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现在是遗址公园，
畅春园则几乎消失殆尽， 仅剩
下两座寺门， 位于北京大学西
门西南， 部分地域现在成了北
京大学宿舍， 畅春园南部变成
了诸多商业设施， 畅春园的西
花园“变身”为海淀公园。 要知
道，历史上，康熙帝每年约有一
半的时间居住在畅春园， 直至
康熙六十一年病逝于园内清溪
书屋。

“三山五园”所在区域，主
要是北 京 海 淀 区 的 四 季 青
镇 、海淀镇 、香山街道和青龙
桥街道辖区， 伴随作为全国科
技创新中心核心区的中关村科
学城范围扩至海淀全区， 如何
处理好文化保护和发展的关
系， 无疑是横亘在城市治理者
面前的一道难题， 也是必须答
好的考题。

如今的三山五园地区，有
100多处文物点， 其中颐和园、
圆明园、清华大学早期建筑、碧
云寺、 景泰陵、 未名湖燕园建
筑、 十方普觉寺、 健锐营演武
厅、静明园等9处是全国重点文
化保护单位。 颐和园还是世界
文化遗产，还有双清别墅、梁启
超墓、李大钊烈士陵园等文物。

学者樊志斌长期从事红
学 、园林 、博物馆等方面的学
术研究，著有《三山五园研究》
一书。

“各名园空间遭到侵占和
破坏， 各园林内和各园林间的
河流和稻田，或被破坏，或被掩
埋，或被侵占……”他说，“如何
实现三山五园的整体保护和整
体开发， 是一个亟待在学理上
解决的问题。 唯有将其作为一
个整体空间进行恢复和改造，
才有可能实现文化的传承 ，进
而实现文化的传播、 旅游业和
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 为北京
带来‘综合实力’。 ”

建议 2020年在圆明
园建立 象征中华民族和
平复兴的纪念设施

将三山五园和老城并列，
源自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北京时明确了这座千年古

城的城市战略定位： 全国政治
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和国际交往中心。

从小在北京成长、 称胡同
里群众为“老街坊”的习近平总
书记说，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
“金名片”，要求“处理好城市改
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的关系”。

这一要求， 不仅适用于老
城，也适用于三山五园。

成立三山五园研究院，建
成三山五园文献馆、 数字体验
中心； 将三山五园划分为三个
文化功能区，即以清华、北大两
校为核心的文化创新区， 以圆
明园、 颐和园两园为核心的文
化展示区，以玉泉山、香山为核
心的文化休闲区； 开展以圆明
园、颐和园、香山周边城乡接合
部为重点的整治、腾退、改造工
程……近年来， 在三山五园文
化景区的建设上， 海淀乃至北
京下了不少功夫。

“‘三山五园 ’地区在1860
年惨遭英法联军摧毁， 又沉默
和消逝了157年之后，即将以满
怀文化自信的姿态向全世界人
民展现出它独有的文化魅力。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理性而清醒
地认识到，‘三山五园’ 地区的
保护现状距离新总规提出的目
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因此这
项建设任务充满了挑战， 给文
化遗产保护者和城市建设者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林业大
学朱强、王一岚、马小淞在《北
京新总规中“三山五园”地区的
保护规划研究》一文中指出。

（二十）

另一座北京“老城”
尚待引起进一步重视

北京秘密

李斌 主编

福 利
□易裕厚 文/图

■■家家庭庭相相册册

松松树树般般的的母母亲亲 □魏益君 文/图

每当看到生长于山崖峭壁上
的松树， 我就会想起母亲， 也许
因为， 她的性格里， 有与这孤傲
植物相类似的东西， 令我敬畏。

打我记事起， 母亲在我印象
中就没有多少性别符号。 在外，
她像男人一样耕种劳作， 回家则
缝缝补补、 洗洗涮涮。

当我们兄弟几个渐渐长大，
母亲就开始琢磨着给我们盖房娶
媳妇了。 可是， 父亲是个 “药罐
子 ”， 家里根本没有攒下积蓄 。
母亲盘算来盘算去， 其它的都好
置办 ， 唯有打地基的石头最头
疼。 别人家都是花钱雇人采石，
用车运回。可母亲掏不起这个钱。

那年冬天， 母亲买了条烟，
送给村里几个会开山放炮的人，
让他们在村东的石头山上放了几
炮， 大大小小的石头炸了一地。
母亲和姐姐天天带着钢钎， 推着
小车， 将石头一块一块推回来。
那个寒冷的冬天 ， 无论刮风下
雪， 总有两个瘦小的身影， 一个
推车， 一个拉车， 艰难行走在进
出村子的小路上。

母亲身穿的一件厚厚棉袄，
被石头磨得多处露着棉花， 打着
花花绿绿的补丁， 已经看不出原
来的颜色。

放了寒假 ， 我坚持要去帮
忙 ， 母亲不让 ， 说 ： “别担心
娘， 娘累不垮， 你好好学习吧，
你出息了， 娘就少造一座房子。”

一个冬天的劳作， 母亲累瘦
了一圈， 硬是采够了造一座房子
的石料。 第二年秋天， 三间新房

落成了。 上梁那天， 母亲买了一
挂长长的鞭炮。 当大红炮仗在房
梁上炸响， 母亲脸上露出从未有
过的舒心自豪的微笑。

后来， 我真的出息了， 走出
村子， 到了城里工作。 我刚结婚
那年 ， 本就多病的父亲又添新
病。 父亲那年一直发烧， 打什么
针都不管用， 烧一直不退， 到县
里医院检查， 也不能定性。 东拼
西凑了点钱来到市里医院， 确诊
了： 结核性胸透漏。 医生建议手
术， 手术费一万多。

昂贵的医药费没有吓倒母
亲， 母亲听说后， 就说了一个字
“治”！ 于是， 又是投亲告友， 又
是东凑西借。 钱筹措到一半后，
母亲就让我先去给父亲做手术。

手术很成功， 父亲的身体也
开始一天天好转。 同病室的病友
都说应该让母亲来陪陪父亲。 我
征求父亲的意见， 父亲说你娘不
会来的。

几天后我回到老家， 问母亲
愿不愿去医院。 母亲说： “手术
成功我就放心了， 我还是多干活
挣点钱还账吧， 不能让你们承担
太多的饥荒。” 我这才知道， 母
亲为了多挣几十块钱， 到石料场
像男人一样去搬石头了。 看来，
父亲真的太了解母亲了。

一个月后， 父亲出院了。 那
天， 母亲没去干活， 特地在家炖
了一只鸡。 当父亲看到母亲黑瘦
的身体， 眼泪流下来， 说： “真
不该为我手术啊！”

母亲嗔怪道： “说什么呢！
你在， 天就在， 你不在了， 我的
天就塌了。”

说来也怪，自从父亲手术后，
身体竟逐渐硬朗起来， 还能帮着
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 母亲
很高兴，日子过得更加有劲，没过
几年，拉下的饥荒就全部还上了。

近几年， 家乡蒙山大搞旅游
开发， 还在顶峰打造了世界罕见
的寿星巨雕， 引来天南地北的游
人络绎不绝前来拜谒。

有一天 ， 我也带母亲去拜
寿。 行至鹰窝峰时， 母亲看到峰
顶的那棵松树不走了， 说： “娘
不想去拜寿， 娘想拜这棵树， 这
棵树一定有神！” 母亲说着， 竟
跪下来， 虔诚地磕了三个头。

我知道母亲说的 “神” 是什
么， 那是树的精神， 那是树的风
格， 那是树的灵魂。

刹那间， 我感觉那棵树在母
亲的跪拜中， 突然高大起来， 高
大成母亲的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