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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延庆·我的爱
时宇

美丽延庆，我的爱！
爱你松山云海，四季花

海，情怀烂漫；
爱你海陀戴雪，群山滴

翠，碧波荡漾。
喜野鸭湖上，春雨初霁，

鸟儿嬉闹；
醉龙庆峡谷，阳光明媚，

空气清新。
也爱你长城蜿蜒，宝塔巍

峨，历史绵长；
也爱你公园广场，云蒸霞

蔚，纸鸢飞翔。
乐草原苍茫，夕阳薄暮，

纵马驰骋；
迷冰灯异彩，晴雪如花，

冰雪狂欢。
更爱你人杰地灵，民风淳

朴，热情好客；
更爱你钟灵毓秀，日新月

异，欣欣向荣。
赞自然之美，园艺之美，

感动世界！
叹人文之美，冰雪之美，

激荡人心！

我要从我做起，爱岗敬
业，诚信爱人；

我要从现在起，遵纪守
法，弘扬美德。

我要从我做起，爱护环
境，热心公益；

我要从现在起，知书明
礼，乐于助人。

让我们同心协力，添砖加
瓦，促文明进步！

祝家乡和谐富裕，人民康
乐，赴灿烂前程！

贺妫川儿女，世园冬奥，
今朝圆梦！

颂神州大地，共襄盛举，
华彩永传！

永远爱你，美丽延庆！
妫川
幼
苗

温暖的拥抱
李佳怡

温暖，是雪地里的火塘，
让寒冷的人们感到热气扑
面；温暖，是黑夜中的一盏明
灯，让迷失方向的人走向光
明；温暖，是沙漠中突现的一
眼清泉，让口干舌燥的人倍
感甘甜；温暖，是困境中得到
的关爱，让苦闷忧伤的心舒
展宽慰起来。

有一次，我去参加演讲
比赛。从报名参加到定稿，
再到比赛，妈妈一直陪着我。

这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演讲比赛。我演讲
的题目是《祖国在我心中》。
我第一次写稿时，妈妈给了
我一个拥抱，这是智慧的拥
抱，让我写出了人生中第一
篇演讲稿。那时，我还不会
写演讲稿，妈妈就教我写，一
步，两步，三步……

第二次写稿时，妈妈又
给了我一个拥抱，这是坚持
的拥抱，让我把400字的演讲

稿改成了 500字。妈妈看了
看，给我改了改，我开始背
诵，每天读五遍，背一点儿，
慢慢地，我把600字左右的演
讲稿背了下来。妈妈又给我
一个拥抱，这是鼓励的拥抱，
让我一次比一次自信。

离比赛的日子越来越
近，妈妈每天给我一个拥抱，
这是加油的拥抱。

比赛那天，妈妈很早叫
我起床。她又给了我一个
拥 抱 。 这 是 祝 我 成 功 的
拥抱。

比赛开始了，我是第五
个上台的。我在台下努力复
习，轮到我了，我也不紧张，
心情平静地走上讲台。

我开始激情地朗诵起
来，“每当听到歌唱祖国的
各种曲目，我都非常激动
……”宽大的教室，仿佛就
我一个人，我尽情地在那里
朗诵。

下台后，妈妈又给我一
个拥抱，让我的内心永远充
满温暖的阳光。最后，第一
名以 9.3分获得胜利，而我以
9.2 分获得了第二名，我很
高兴。

回家后，家里的每个人
都给了我一个拥抱，一个鼓
励我、爱我的拥抱。

现在，我仍然记得演讲
稿的内容，仍然记得妈妈的
每一个拥抱。我想说，我爱
您妈妈，是您的拥抱给了我
勇气，让我在比赛场上展示
了自我。

作者系延庆区第三小学
五年级（1）班学生，指导老
师：籍晓芳

元代“巡幸之路”寻踪

元朝（1271 年—1368 年），由蒙古族
建立，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
立起来的大一统王朝，史称北元，定都大
都（今北京）。元朝政权共传五世十一
帝，历时九十八年。从公元1263年起，元
世祖忽必烈便确立了元朝两都制的政治
框架，开启了元朝两都巡幸制的前奏，至
此，连接两都的“辇路”形成。

说起元朝的历史，就不得不提到延
庆；而说到延庆的历史，就不得不提到曾
经煊赫一时的元代辇路。历史上，这条
专为元朝皇帝们南北巡幸所开辟的专用
道路，不仅留下了数位帝王的车辙马迹，
成为元朝皇帝们往来于大都（北京）与上
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之间的必经之
路，也留下了无数的人文遗迹和精彩纷
呈的故事。

令人遗憾的是，关于这条“辇路”，因
史料中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文字记载，
从而让这条巡幸之路长期以来显得十分
神秘和陌生，也为后人留下了诸多的未
解之谜。经过史学家们多次的勘察、考
证，终于揭开了它神秘面纱的一角，让它
重现在了人们面前。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为复杂的
朝代，而正是这个看似复杂的朝代，却终
结了自唐朝以来中国政治格局分裂的局
面，奠定了近代中国的治理形态和基本
版图。因此，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
上启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贡献的
朝代。

元朝对中国的统治时间并不是很

长，前后不过百年，统治时间如此短暂的
一个朝代，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漫长的历
史长河中，堪称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
但它作为一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
的封建统治政权，却留下了属于自己的
历史印记。从这些或深或浅的印记中，
也让我们从中认识和了解了一个朝代在
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只鳞片甲。

公元 1263年元朝统治中国后，元世
祖忽必烈便确立了两都制的政治框架，
开启了两都巡幸制的前奏。所谓两都巡
幸制，即在每年初春的二三月间，由皇帝
亲率宗王贵族、文武百官及随员从大都
出发，历经一个月的车马劳顿到达上都，
然后开始在上都驻夏、狩猎、处理国家政
务。进入九月草黄风起之后，再携宗室
及文武百官从上都返回大都，这便是史
书中记载的“未暑而至，先寒而南。”

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元朝终结。
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在这样的巡

幸过程里，除了履行一份前朝确立的祖
制之外，其间也有着诸多政治上的考量。

大都与上都之间相隔千里之遥，在
当时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里，风餐露宿
的巡幸过程，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
的。于是，无论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量，
还是出于距离上的考虑，在巡幸路径的
选择上，有着严格的规定。据史料记载，
元朝皇帝每夏赴上都，“车驾多出西路居
庸，而使臣之往来，则古北口亦并繇之，
岁以为常”。“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有
四道焉，曰驿路，曰东路二，曰西路。东

路二者，一由黑谷（辇路），一由古北。”
（见周伯琦《扈从诗前序》）。

在这四条巡幸道路中，除“古北路”
之外，其余三条都与延庆有关，由此可见
元朝与延庆之间的紧密联系。

驿路，全长约 400余公里，从大都出
发，经昌平、新店、南口、居庸关、榆林、怀
来、统幕店、洪赞、桑干岭李老谷、龙门或
雕窝、赤城、云州、独石口、偏岭、牛群头、
察汗淖儿、李陵台、桓州至上都。从史料
中记载的地理名称可以看出，延庆作为
从大都到上都的必经之路，是一道绕不
过的门坎。

黑谷路，也称东道，全长约750公里，
是元朝皇帝们北入上都的四条路径之一，
也是当时北上最为重要的一条路径，史称

“辇路”。该路主要经过地点有大都、昌
平、龙虎台、居庸关。出居庸关后继续北
上，进入缙山县（今延庆）境内；再经大口、
黄堠店、皂角、棒槌店（今延庆帮水峪村）、
官山（今官厅水库）、车坊（今延庆车坊
村）、闫家庄（今延庆闫家庄村）、黑谷（今
延庆黑峪口村）、色泽岭、程子头、颉家营、
沙岭、牛群山、明安驿、李陵台、桓州等，翻
山越岭进入草原，抵达上都。 沿途设有
18处“行营”供皇帝及随行人员一路驻跸，
这也是元朝皇帝每年巡幸上都的专道。

另一东道，即出古北口赴上都的“御
史按行”东道。此道由大都出发，经顺
州、檀州、古北口、宜兴东凉亭（河北丰
宁），直赴开平。

西路是皇帝从上都返还大都行走的

主要路线，全长 1095公里，沿途设立 24
处“行营”。其经过的路线为：南坡店、六
十里店、李陵台、明安驿、盖里泊、昂无脑
儿、回回柴、忽察秃、兴和路、野狐岭、得
胜口、沙岭、宣德府、鸡鸣山、丰乐、阻车、
统幕店、怀来、棒槌店、龙虎台、皂角、黄
堠店、大口，以至大都。这条道路被称为
驿道正路，也被称之为“孛老站道”。

元朝皇帝每年巡幸上都的路线大多
采取“东出西还”的方式，即出发时由东
道“辇路”赴上都，返还时由上都经“孛老
站道”回大都。皇帝们之所以要舍近求
远，不惜多走数百公里的路程取西道返
京，除了遵循祖制之外，最主要的目的
是，皇帝们想借一年一度的巡幸之机巡
游各地，了解各地军事布防、地方政务以
及民情等，由此可见皇帝们用心的良苦。

元朝灭亡后，其残余势力退居草原，
上述道路逐渐荒废，取而代之的是南北
之间连绵不断的拉锯式的战争。其间，
元朝残余势力为了再次夺取中原，经常
借助上述路线对中原进行骚扰入侵，当
时的延庆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事频
发。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明末，持续时
间长达 200余年，直到清朝统治中原以
后，这种局面才宣告结束。

历史早已经翻过，但“巡幸之路”作
为当年元朝皇帝往返两都的古驿道，作
为一段历史的见证，被永远记录在了延
庆的历史当中，见证着一段历史的走向
与演变，也见证了延庆的历史价值。

（文章由区文联推荐）

杨东旭

儿童画 党是太阳我是花 李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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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国旅旅游线路

国际路线
1. 朝鲜双卧6日3580元
2. 蒙古国7日4299元
3. 日本九州3晚4日2999元
4. 宿务薄荷岛5晚6日3999元
5. 泰新马9晚10日3299元
6. 俄罗斯海参崴双卧7日2980元
7. 巴厘岛5晚7日4999元
8. 俄罗斯+贝加尔湖10日10399元
9. 德法意瑞4国12日9599元
10. 土耳其9晚11日9999元
11. 西班牙葡萄牙12日9999元
12. 北欧四国双峡湾10日13999元
13. 澳新12日 15900元
14. 肯尼亚7晚10日19999元

国内线路
1. 青岛、烟台、威海、大连、蓬莱、乳山高动6日 2450元
2. 希拉穆仁草原双卧4日 990元
3. 鹤乡—齐齐哈尔扎龙、五大连池、哈尔滨太阳岛、吉林龙潭山

公园、长白山天池、牡丹江镜泊湖双卧8日 2600元
4. 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湿地、根河敖鲁古雅、漠河、北极村、五大

连池、伊春三卧11日 5180元
5. 西安纯玩双卧5日 1650元
6. 华东卧飞7日 1690元
7. 长江传说号 三峡游轮上水双卧7日 2700元
8. 湖南张家界纯玩亲子双卧6日 2580元
9. 厦门双飞5日 800元
10.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珠海长隆海洋公园、国际大马戏、水上

乐园、珠港澳大桥双飞5日 成人：7000元 儿童价格现询
11. 新疆双卧10日 1880元
12. 西藏双卧12日2800元
13.东北夕阳红旅游专列 12日（朝鲜、漠河、阿尔山、海拉尔、满洲

里、延吉、长白山、牡丹江、哈尔滨、齐齐哈尔）硬卧上：3790 元
硬卧中：4490元 硬卧下：4790元

14. 西北四省笑夕阳专列14日（新疆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吐鲁番、
火焰山、坎儿井、阿勒泰、喀纳斯、吉木乃 宁西黄河楼、金沙岛、沙坡头、
青铜峡、甘肃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张掖七彩丹霞、冰沟丹霞、康乐草
原、黑河湿地、内蒙古通湖草原）软卧包厢上铺：4990 元 软卧包厢
下铺：5590元

地址：延庆区高塔路56号
电话：61111806、61111808

祖国，我与你同行
武光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我与祖国同
岁，我与祖国同行。

我的老家，背靠燕羽山（海拔 1247
米）。儿时的记忆，山是光秃秃的，那些
裸露的崖石就像龇牙咧嘴的怪物，凡是
可以用来做饭的，都被人们像剃头一样
割掉了，进了家家户户的“灶火堂”。家
里土改时分了几亩地，春天，母亲带着
我去地里干农活儿，就告诉我哪些野菜
可以吃，我便很快认识了“曲麻菜（苦
菜）”“波波丁（蒲公英）”，后来认识的野
菜名越来越多。地里主要种高粱，磨成
的高粱面吃起来很涩，也种一些谷子，
但产量低。菜是极缺的，顿顿以大咸菜
来下饭。旧中国给无数人留下的记忆
就是贫穷和内心深处对改变的隐隐
渴望。

后来，村里办起了合作社，国家对
粮食实行统购统销，除了吃高粱面、小
米之外，吃的粮食还有莜麦面，那是因
为当时隶属河北省的缘故，莜麦面自然
也是国家配给的。不管怎样，在吃上
面，已经开始好转。可吃上一顿白面饺
子，那就是非常奢侈的了，平时甭想，年
根儿也许能行。吃饭时，小孩子如果不
小心摔了碗，就会挨打，所以那时到地
里干活，碰到“达达碗”花，尽管很漂亮，
谁也不会摘，因为怕吃饭时“打碗（不小
心摔坏）”，当然，这是迷信。新中国成
立之初，真的就是一穷二白。现在的影
视剧描写旧中国，吃穿住行都按当今的
状况去设想，简直是对国人的贫穷历史
所知甚少。

那时，村里的所有住房都是石头垒
的，高粱秆儿做薄（屋顶），不管是几间

房，连一块儿砖也没有，一铺炕要睡五
六个人，“家具”更简单，有的家里置办
两节板柜，有的人家没有板柜，就把所
穿的用的都放在土炕上，有的人家连铺
的炕席也买不起，就糊一层报纸或牛皮
纸。冬天取暖靠“火盆”。谁家篱笆门
外面有一垛柴，就成了这家人日子“好
过”的标志。大人们一个人也就一两身
衣服，小孩子穿大人剩下的，或者把大
人衣服改改，没有手绢，小孩子擦鼻涕
就用衣袖，结果衣袖腌臜得很。大人们
出门“坐席”，因为没有像样的衣服，就
要舍脸到村里穿得稍微好一点儿的人
家去借，“坐席”回来赶快还给人家。“坐
席”时还要考虑到家里还有人没能吃到
席面上的东西，就趁人不注意用事先准
备好的一块布包起来，赶紧装进大夹袄
里，有的人连“肉蛋儿（肉丸子）”也装，
为的是带回家给没“坐席”的尝尝。那
时候，有的人到了五六月（阴历）还换不
下棉衣服，窟窿处露出的棉花就如同沾
了羊粪蛋蛋羊尾巴。那时，人们外出靠
双腿，条件好些了就骑毛驴，到县城还
要带上牲口草料。出门时要到稍微富
裕的人家借“捎马子”（搭在肩上的布口
袋），显得不丢份儿。

1959年受大跃进的影响和响应上
级层层要求，村里开始办食堂，开始时饭
菜管够，后来不行了，浪费严重，就按人
头、按劳力分饭菜。跟苏联闹翻了，加上
自然灾害，食堂开始吃“代食品”。所谓

“代食品”就是棒胎子面（脱掉玉米后的
棒心儿磨成）。尽管那时日子过得清苦，
可人们的思想很单纯，“跟共产党走”深
深烙印在脑海里，党和国家叫干什么就

干什么，没有二话。老百姓挂在嘴边的
话就是“现在不用闹怕了”“吃水不忘挖
井人”，群众对党的感情、对国家的希望、
对干部的信任，超出了“现代人”的想
象。那时，诈骗的人没有生存的土壤，犯
罪的人极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绝非
虚言。

村里人也在场边低头谈论共产主
义是个什么样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谁也没见过，反正
觉得很好而且肯定能实现。上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因为有了自留地来补充，
吃饱的问题有所好转。至于身上穿的，
大人小孩渐渐告别“大襟袄、大裤裆裤
子”。县城开办了“信托商店”，常有人
到县城买“估衣”，解决一家人穿衣问
题。上世纪 70年代中期，老百姓家里
衣服件数稍有增加，初步达到可以换洗
的程度。年轻人穿内衣、穿绒裤不再新
鲜，“的确良”布料风靡一时。女人实行
花头巾，后来改成编织的粉色毛围脖。
出门骑自行车的多了。县领导机关开
始有一两部吉普车，县域内大部分乡镇
还没有公交车。到北京城区（北郊市
场）也只有两趟公交车，砂石路，车行至
关沟时还要加水，到延庆需要两个多小
时。后来，原在县城东门口的汽车站搬
到了新址，车辆开始多起来。

上世纪70年代末，农村出现“盖房
热”。那时村民需要盖房，写个申请经
过大队批准，然后报公社“备案”即可，
不收宅基地费。首次出现“砖腿”“砖山
尖”“砖窗台”。窗户采用“上开下瞭（玻
璃）”。因为盖房是大事，一家盖房全村
人来“帮工”。“东家”只管吃喝就行。只

有木匠收工钱，因为木匠干的时间长，
而且跨村请来的木匠需要用现金到所
在的生产队“买工分”。因为情浓，谁家
盖房都有人“帮工”，最多时二三十口子
人，凡是来的人都卖力气干活，有的人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找不到了，原来
悄悄地回家吃饭了，让人很过意不去。

上世纪80年代，人们的生活状况迅
速改变。在穿戴方面，年轻人开始讲究
时尚，戴墨镜（墨镜的镜片上要带商标）、
穿喇叭筒裤子是“与时俱进”，女青年烫
发、涂口红、带耳坠、穿连衣裙较为普遍，
曾经一度时兴的方格子上衣“隐退”了。
有工作的时尚男青年喜欢穿四个兜的呢
子中山服。至于村里的人，不管上了年
纪还是年轻人，大都不再穿“甩裆裤”，改
穿“制服”了。盖房全部改成砖瓦房，叫
作“硬山到顶”。不过“帮工”的少了，因
为生产队解体，一家一户“单独结算”，所
以请人干活儿是要主动付工钱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电视机、录音
机才开始在农村出现。一台彩色电视
机的价格等于五间北房，只有“万元户”
享受得起。1983年，我已经调到县城
工作 4年了，在乡亲们眼里，属于半农
半非的“公家人”。就在这一年，我才买
了一台手提录音机，当时村子里很少有
人买，买了录音机我很高兴，常把声音
调得稍大一些，村里人知道后，纷纷来
看，说这个东西不赖。我的心里自然很
美。没过多少日子，我又添置了沙发，
是从北太平庄市场那儿买的，托人情给
我运到县城的工作单位，我又找村里的
大马车运回来，偏偏那天有一个乡亲进
城，正好搭车回来，他坐在沙发上，那叫

一个美，连口说道：“这个东西挺好的，
坐上去颤悠悠的还挺软，比咱们的木板
凳好多了，多少钱？”我告诉他70块钱，
他说“也真够贵的”。回家后，我刚把沙
发安顿好，村里就有许多人来看，他们
甚至不知道沙发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
长什么样儿。因为刚刚盖了大瓦房，又
有了钢管床，还置办了大衣柜、高低柜，
房间又大，村里人纷纷到我家“参观”。
当然，很快，村里人也都有了这些东
西。连洗衣机也进了“寻常百姓家”。

上世纪 90年代的农村，发展走上
了“快车道”，且不说村里人的衣着变
化，就说“吃”这一项，顿顿白面大米，吃
不饱的问题彻底解决了。各类生活用
的票证接连退出了“历史舞台”。进入
21世纪，农村盖房也开始水泥打过梁，
房间越来越大，窗户越来越大，地铺瓷
砖。免除了农业税，农民种地不仅不交
税反而还有补贴，这是做梦都不敢想
的。尤其是2010年以后，村子“日新月
异”，过去从衣着上区分城里人和农村
人的眼光过时了。经过翻新的红瓦房
越来越多，有的人家盖起了“小洋楼”，
不仅样式非常漂亮，功能越来越现代，
居住越来越舒适。和过去相比，简直就
是两重天。老百姓出门坐公交车（老人
免费），不少人还买了小轿车，在过去连
想都不管想。

过去人常说“靠山吃山”，那是一句
俗话。近几年还真换了方式应验了。
自从2005年确定了生态文明战略以后，

“贫穷”的大山忽然吃香了，受人待见
了。区、镇两级政府把山区绿化作为头
等大事儿，村里人都兼职护林员，每年享

受“看山”补贴，还有“山场”补贴，日子真
是一年比一年好。这还不算，村里有十
多户人家开办了农家院。原因是大山
招来了众多“驴友”（登山爱好者），有时
成群结队。他们看山景吃农家饭呼吸
新鲜空气，为山村也带来了活力。有的
民俗户到了节假日，光门口停放的大轿
子车就有十多辆，客人鱼贯而下到民俗
户用餐，有时还要买走一些山货。我曾
悄悄地问过一个开农家院的“老板”，像
这样，一年下来能挣多少钱？他笑而不
答。我远望群山无尽感慨：“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正在家乡变为现实。

退休了，人总是情不由己地“遥想
当年”，回忆所有走过的路，我们困苦
过，为了改变面貌我们奋斗过，我们的
奉献也得到了肯定，我们的命运时刻都
和祖国紧紧连在一起。当年，在我成为

“吃粮票”的“公家人”的时候，在我第一
个从北京买回沙发的时候，人们是多么
羡慕。而今，这种差异不仅没有了，反
而开始被人家超越，有的还是跨越式超
越，大门口停着小轿车，富裕的人家还
有车库。村子的街道硬化了，路边有路
灯、有花草，所有房屋都做了保暖，体育
场有健身器材，村委会是二层小楼，卫
生室就建在旁边，公共浴池定时开放，
文化大院还经常有“星火工程”演出，每
家每户取暖做饭都用上了天然气，就连
吃“低保”的农户也由国家补贴盖起了
新房，实现了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
少”，我也真真切切体会到了这句话的
意义。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托谁的福？托共产党的福，因为党的宗
旨是“为人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