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轻轻的
就像一片雪
大鹏振翅挣脱枷锁
洁白的羽毛随风飘落
羽化成巍巍海陀
王次仲用他铮铮铁骨
留下为国为民赤子传说

悠悠的
传承千载有薪火
长城脚下，海陀之侧
无数奋斗的日月
成千上万的你我
用奔跑——
续写新时代的追梦赤子歌

静静的
岁月不居匆匆过
时节如流恍如昨
转眼——
高山选址六个春秋
成功申奥三载杼梭

“The city of BeiJing”
依然响彻山岳
深深的
我依然记着
春暖花开的季节
高山选址的脚步开始漫山遍野
从此风雪作伴，一路豪歌

那七双磨坏的鞋子
见证过一步之外的万丈悬崖
记录着一百多次的艰难攀爬
你们——是海陀之子
流血流汗，从无半点泪花
却也曾因女儿那句——

“妈妈，爸爸去哪儿了，我想爸爸！”
潸然泪下

进场路的第一锹
唤醒了沉睡的海陀
轰轰烈烈，铁马金戈
顷刻间——
九重阊阖开天阙
十万神兵铸山河

拔地数千丈，凌空十八盘
能比海陀险，只有云贵川
高山顶上——
奔跑着最帅的“快递小哥”
他是力拔山兮的“挑山工”
也是一年四千趟的“急行军”
他是最原始的骡马队
也是最能干的“特种兵”
他是最笨重的挖掘机
也是最实用的“快餐车”
他们——
用奔跑，挺起了高山般的巍峨

大山深处——
美丽的故事在传颂

那是雪车雪橇最美的风景
赛道桩基，人工挖孔
车轮大小的口径
转个身，都磕磕碰碰
面对随时的险情
只有最可靠的搭档
才敢——托付生命
于是……
血脉相承的父子井
情同手足的兄弟井
相濡以沫的夫妻井
一千多个固若金汤的亲人井
铸起天地间最有温度的坚硬
飞天遁地——
超级工程锤炼超级英雄
山坡上攀爬着“蜘蛛侠”
逢山开路 遇水架虹
技术路完工，天堑变通途
深邃处奋战着“蝙蝠侠”
置身黑暗，心向光明
管廊昼夜抢工
生命之线贯通
模块上屹立着“钢铁侠”
混凝土喷射一气呵成
大国工匠巧夺天工
超级英雄锻造了超级工程
你们——配得上赤子美名！

祖祖辈辈守护
世世代代耕种
大山的子孙啊，
大山的百姓
大山的孩子，与梦同行
放下锄头，拿起雪杖
农民，变成了雪上精灵
一举拿下国际教练证
是绿水青山——
是冰天雪地——
为我们，带来无限光明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复兴路上，总书记说——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奋斗路上，总书记说——
撸起袖子加油干，
天上不会掉馅饼
追梦路上，总书记说——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
我们都是追梦人

号角声声，马蹄铮铮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要风雨兼程
有梦者事竟成，咬定青山不放松
一刻也不能停，
一步也不能错，
一天也误不起
拳拳赤子情，沙场冬点兵
京张自古多英雄
待明日，聚长城，五洲且看——
冬梦飞跃——天下惊！

美术涵盖多个艺术门类，其中有绘画、
雕塑、石刻、剪纸、刺绣、工艺等等，这里要说
的，仅是延庆地区绘画艺术的创作与传承。

从严格意义上讲，延庆美术创作的历史
是从明代开始的。最近几十年，通过墓葬挖
掘，曾出土过一些绘制精美、时代特色和民
族特色鲜明的唐代和金代的墓葬壁画，但这
些都是和延庆现代美术断代的艺术品，也不
是今天延庆人祖先们的作品。因此说，延庆
的美术创作是从明代开始传承的。

从目前延庆地区遗存的美术作品判定，
延庆的美术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明代至民国时期的寺庙壁画，第二阶段
是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为适应当时社
会形势创作的街头“语录牌”和以工农兵形
象为主的人物绘画，第三阶段就是上世纪八
十年代以后创作的美术作品。

明代至民国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延庆留
下了大量的寺庙壁画。从现存的古庙宇来
看，几乎是庙庙有壁画，有一些体量较小的
庙宇可能不设庙台，不供奉佛像、佛龛，但不
缺气势恢宏的壁画。延庆庙宇壁画存世量
大，有些艺术水平也很高。

延庆的寺庙壁画，以民国时期的数量
最多，清代的次之。明代的壁画仅发现三
处，一处是永宁三义庙壁画，一处是永宁火
神庙壁画，还有一处是团山关帝庙壁画。

以上三处壁画均有较高的艺术水平，特别
是三义庙壁画，以连环画形式反映三国故
事，通过刮骨疗毒、过五关斩六将、水淹七
军等情节展现关羽的艺术形象；壁画绘画
手法细腻、造型生动、技艺精湛，是不可多
得的明代绘画精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和文物价值。清代壁画也不乏精品，如下
营崇善寺壁画、董家沟佛爷庙壁画等，均属
上乘之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董家沟佛爷
庙壁画。董家沟佛爷庙，初为龙王庙，壁画
为龙王布雨图，其中有一个四只眼睛的神
仙，被当地人称为“四目神”，如果人们正视
其脸部，会产生奇异的眩晕感。后人再造
龙王庙壁画，也仿四目神像，但没了眩晕
感，只有四只眼睛。这些艺术品出自于延
庆当地的民间画师和相邻地区的工匠之
手，若想了解延庆历史上的民间美术创作
的水平、美术创作风格，从这些绘画作品中
可窥一斑。延庆历史上的美术创作，主要
以实用彩绘和生活妆饰为需，创作了大量
的宗教绘画和民俗艺术品，但没有发现卷
轴画和文人画传世，也没有保留下画师和
文人画艺术家的名字，这未免有些遗憾。
延庆的民间美术创作，正是通过这些不知
名的民间艺术家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延庆迎来
了美术创作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主要是

为了适应社会形势和政治形势的需要，创
作了大量的街头墙体壁画，也就是老百姓
俗称的“语录牌”。“语录牌”创作的内容，
多是临摹领袖形象和以工农兵形象为题材
的群众创作。这一时期倡导文艺为政治服
务、为工农兵服务。卷轴画的创作内容大
多也是以工农兵形象为主的人物绘画，也
有一些山水画作，并留存下一定数量的作
品。这一时期花鸟画被视为格调低俗的东
西，创作数量较少，也难登大雅之堂。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陆续有一些美
术院校的毕业生分配到延庆，他们或到学校
任美术教师，或到县文化馆担任群众文艺辅
导员，尽管人数很少，可这些人是延庆美术
创作的火种。最初，由于美术人才较少，被
分配到学校的教师主要从事学校美术教学
工作，而文化馆的群众美术创作员，按照当
时社会形势的需要，主要从事政治宣传、组
织群众创作等工作，没有条件开展普及性的
群众美术培训活动。这一时期的街头“语录
牌”，主要出自这些美术人才和他们培养的
学生之手。

随着美术人才的逐步成长和增多，进
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延庆开始了普及
性的群众美术培训和美术创作活动，延庆
文化馆开办过多期美术培训班，并组织美
术教师到农村开设书画班，教授农民和农

村青少年学习书画，使很多农村青年和城
市下乡知识青年拿起画笔，其中一些人从
此走上了专业或半专业美术创作之路，也
为延庆后来的美术繁荣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延庆的美术创作
进入繁荣时期。由于受艺术院校招生的影
响，延庆的美术培训活动逐步升温。最初是
以义务性的培训为主，培养对象多是准备报
考艺术院校的初高中毕业生。这一时期的
培训效果也十分明显。据白恩厚老师编著
的《延庆美术》记述：“1984年—1993年，是延
庆县美术辅导活动最为辉煌的阶段。之所
以称其为辉煌，因在这十年里，延庆县产生
了 52名美术专业大学生，60多名美术中专
生，这在延庆县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从而
有效改变了延庆县缺少美术人才的状况。”
不仅如此，群众性美术培训活动也全面展
开，少年班、青年班、老年班遍地开花，逐步
成为一种全民素质的教育。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延庆美术也从
单一的水墨画发展为水墨、油画、水粉画等
多种形式，并取得丰硕成果。目前，延庆美
术创作日益繁荣，各种展览、展示、比赛活动
频繁，参与美术创作人数众多；仅北京市级
美术家协会会员就有十余人，还有一部分延
庆籍或是从延庆起步的美术人才在延庆域
外大放异彩，成为专业美术人才和专家。

谈一谈延庆美术创作与传承
随笔

赵万里

亚运奥运，好运连连；邮
识邮趣，喜事多多。

有很多喜欢集邮的人都
喜欢收集体育邮品，特别是重
大体育赛事的邮品，更是受到
邮迷的热捧。而我，就是其中
之一。

现在，冬奥会就要在我们
自己的家门口举办了，可以
说，冬奥盛会，是我们邮迷的
春天，特别是喜欢收藏体育类
邮品的集邮爱好者的春天。

说起集邮，我开始于小学
五年级，记得最早是在一个旧
信封上看到一枚邮票，觉得挺
好的，就收在了一个纸盒子
里。以后，凡是看到贴有邮票
的信封我就放进去攒起来，等
有空拿出来看看，越看越喜
欢，越喜欢兴趣越大，慢慢地，
越攒越多。那段时间，积攒的
都是信封上的信销票，直到
1987年参加工作，自己有了工
资收入，买邮品就成了我最热
衷的业余爱好。那时，没有炒
邮品的，想买邮品很容易，记
得我在现在的人民商场前的
报刊亭就买过龙年、马年的生
肖票、四方联、小本票，还通过
当时的《北京日报》（郊区版）
青年联谊栏目结识了许多志
同道合的文艺小青年，经常通
信交友，互寄邮品，相互交流，
时至今日，不少好友还经常
联系。

1990年，第十一届北京亚

运会在我国举办，我开始主要
收集体育类的邮品。当年，不
仅收藏了全部亚运邮票，还收
集了许多纪念封、纪念币。更
令我高兴的是，那年，我县成
立了集邮协会，我有幸加入，
还成了中华集邮联合会会员，
并参加了延庆县集邮协会在
文化馆举办的两次邮展。我
的一部体育邮集，还获得了优
秀奖。这更激发了我的集邮
热情。

1984年，中国健儿在洛杉
矶奥运会上摘金夺银，促使我
开始收集世界上其他国家发
行的体育类邮品。2015 年 7
月 31 日，2022 年冬奥会举办
权花落北京，对我们延庆邮迷
来说，更是令人欣喜若狂。因
为我们家乡有赛场，我们终于
可以以主办地主人的身份，和
世界各地的邮友互通有无，交
换邮品了。从那以后，凡是和
冬奥有关的邮品都是我追逐
的对象，特别是申办成功（特
10—2015）和会徽（2017—31）
纪念邮品，我收集得最多。

现在，冬奥会已经进入北
京周期，场馆建设和赛事筹备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冬奥邮
品的发行也将进入多发期，作
为东道主，你准备好了吗？

邮迷朋友，冬奥盛会，我
们的春天来了，让我们为延庆
喝彩，为北京点赞，为中国
自豪！

冬
奥
盛
会

邮
迷
的
春
天

史
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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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延 庆
周李立

出北京城，往北，能看见山的时
候，八达岭就不远了。到八达岭就到
延庆了。山一登场，就收不住，开始
层叠，再层叠，在山的势力范围内，峰
与谷迅即更迭。尽管密集，山的站位
与布局也从不紊乱。细看，很像我们
照集体合影时，彼此默契地错开半个
肩头——山也会这一套。它们貌似
挤挤挨挨，其实自有章法。这章法是
祖上来的。山也有祖上么？我认为
有。不仅有祖上，山还有出生。延庆
这片起伏山峦的出生，是足够用“惊
天动地”来修辞的。“惊天动地”用在
这里，绝对毫不夸张。不过，学者们
谨慎命名这场诞生为“燕山运动”。
那阵子还是 2亿年前了，那阵子喜马
拉雅山脉还需漫长的 1 亿多年才将

“蠢蠢欲动”，继而迅速崛起，称霸全
球，那阵子北京延庆区的法定居民也
许还是恐龙？这个法定，不是人类的
法，而是自然的法，跟山的章法中的
法，近似同理。

所以去延庆基本就是不断进入深
山，不断进入老林的过程。老林之中，
还有更老的林，老到如前所述，当时延
庆的居民还是一群恐龙的时候。很多
人其实不能真正弄清中生代、三叠纪、
侏罗纪是什么，很多人听来也只会联
想起几款网游或外国电影。但大部分
人都知道，恐龙跟其中某个“代”或

“纪”有那么点关系，而人类跟其中哪
个都没关系，但人类就特别爱关心与
己无关的事，比如恐龙，比如单位老
王、老张近日是不是行踪诡秘。

恐龙就曾在延庆的石壁上留下足
迹，专家推测出这一只食肉，另一只食
草。你惊讶之余，也可以这样理解：足
迹已成化石，那就是全部恐龙的足迹，
它并不属于某一只特别的恐龙，就像
亿万年后，人类活动的遗迹还有多少
专属于某个特别的人类呢？

就是恐龙留下足迹的那些年里，
华北平原气候酷似今日岭南，草木葳
蕤，水云丰沛。今日北方人，冬有暖气
夏有空调，身体发肤备受宠溺，养成不
耐热不耐寒的肉身，怕是不能适应那
时气候的。但如今盛夏到延庆，就觉
得凉了，可以关空调开车窗，最好天窗
也开半扇，微风习习。

就是恐龙留下足迹的那些年里，
硅化木的故事开始了。延庆硅化木
有 57块，大部分都在公园内亭阁中，
受到尊贵的保护，仿佛它们为来世上
这一趟，受了太多劫难、吃了太多苦，
才换来如今养尊处优的地位。硅化
木是从劫难里生出的，九九八十一
难，生出一副金刚不坏之身，所以硅
化木的故事是有佛性的。再则，世上
可能仅此一物能霸占金、木、水、火、
土这五行了。

唐人的认识不太正确，我了解过，
陆龟蒙说，硅化木是“松木入水，历一
千年则化为石”。是天真了，水中之木
根本越不了千年，一千天便腐烂，化作
护花淤泥。

北宋才有了智士，大名鼎鼎，沈
括，你可以把他当成“北宋爱迪生”，什
么都懂，其实是不懂的事儿他不言语
罢了，比如，就硅化木，沈括只道：“松
化为石”，真正是只道寻常，云淡风轻。

科学上还是得从恐龙时代说起。
火山不断喷发，层层累积，葳蕤的树木
瞬间被埋葬，之后流水来袭，带来泥
沙，漫长的掩埋与冲刷，黑暗的没有氧
气的地下世界里，残酷的“抢车位”游
戏一直在激烈演绎、绝不停歇。“抢车
位”是粗浅的比喻，学者们有更好听的
说法，“交换替代作用”，简称交代作用
——二氧化硅中的硅分子，替代了树
木中的有机物。而且硅分子总是“抢
车位”的胜利方，毕竟整个过程中，硅
分子得到地下世界高温高压环境的大
力辅佐，形势于它有利。

就这样，木的形、石的身，几乎整
个沧海桑田，都用来完成这一场先上
天再入地的“偷梁换柱”。火山的火、
流水的水，还需土来掩埋，还需树木来
献身，期间数不尽的机缘巧合，终于成
就一块金石。

我的朋友林遥，生在延庆长在延

庆，童年时在延庆山乡小学读书，教室
的窗户是没有玻璃的，冬天用纸壳挡
风，教室用玉米秆生火。这是上世纪
八十年代，如今延庆最偏远的学校当
然也不至于此。贫寒说来心酸，幸运
的是，少年林遥闻着玉米秆的烟气，也
把天下书读了一肚子，只是皮肤变得
黝黑，所以我猜想那些纸壳窗户也会
被玉米秆烧出的烟熏黑。部分烟丝丝
缕缕飞出去，融入白云和白云下的青
山。林遥写东西，是作家，不过他的自
我介绍都说自己是一名延庆说书人。
一个地方多幸运，能有专属的说书
人？林遥口述的历史有多少与延庆有
关，又有多少与他少时在没有玻璃的
教室里的阅读有关，我不得而知。出
延庆，我只觉得一路都是白云青山和
袅袅的烟，这如今的烟，怕是山间的
雾吧？

周李立，女，1984 年生于四川，毕
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鲁迅文
学院第 34 届高研班（青年作家班）学
员。出版小说集《八道门》《透视》《欢
喜腾》、纪实文学《久别的人》。获汉语
文学女评委奖、17届百花文学奖、《小
说选刊》新人奖及双年奖中篇小说奖、

《广州文艺》都市小说双年奖一等奖、
《朔方》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等。现
居北京。

海陀赤子心
郎丰杰

诗歌

江山国旅旅游线路

江山国旅独立成团线路
新浙江——莫干山、中国大竹海、富春江小三峡、

诸葛八卦村、遂昌千佛山、遂昌大柯梯田、丽水神仙居
双卧 8日 全程无购物、无自费、往返中下铺、派全
陪 4月6日发

70周岁以上2860元 61-69周岁 3060元 60周
岁以下 3160元

朝鲜——丹东、平壤、开城板门店、妙香山双卧
6日 小包团、派全陪 4月23日发 3580元

国际路线
1.巴厘岛直飞7日 2999元
2.越南芽庄6日 2180元
3.泰国直飞7日 2980元
4.俄罗斯10日 4500元
5.长滩岛直飞6日 2290元
6.德法意瑞13日一价全含 8290元
7.英国一地10日 9399元
8.西班牙+葡萄牙12日 8200元
国内线路
1.华东七市双卧七日 1098元
2.江西婺源+景德镇双卧4日 1299元
3.成都+重庆双卧8日 1690元
4.湖南双卧7日 1699元
5.广西夕阳红全景双卧11日 2130元
6.贵州双飞5日 带全陪 1590元
7.新疆双卧10日 2280元
地址：延庆区高塔路56号
电话：61111806、61111808

编者按：鲁迅文学院是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从事作家专业培训的专业机构，2018年举办的第34届高研班
（青年作家班），共有5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参加学习。区文联多方协调，组织这些作家考察了延庆地
区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参观了八达岭长城、游览了千家店硅化木地质公园，近距离接触恐龙脚印化
石，很多作家为延庆留下了精彩的文字，带着读者，共同认识他们眼中、笔下的美丽延庆。本报特开设《青年
作家写延庆》专栏，现选登部分作品，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