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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梦想不是等
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
的。”掷地有声的话语，揭示了创造“中
国奇迹”的朴素哲理，宣示了新时代改
革开放再出发的坚定意志。今天，我
们纪念改革开放、讴歌改革开放，最好
的方式就是激扬拼与干的精气神，将

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只有拼与干，才能杀出筑梦圆梦

的“血路”。弄潮儿向涛头立，留下的
一定“是奔湍，是弹丸，是惊雷”。位列
世界500强的青岛海尔，曾在改革开
放之初一度濒临倒闭。1985年，掌门
人张瑞敏当众抡起大锤，砸烂76台劣
质冰箱，拉开了管理革新、技术创新的

帷幕；20年后，面向互联网时代，他又
抡起改革大锤，试行“人单合一”模式，
推动海尔连续多年蝉联全球白色家电
第一品牌。敢闯敢试、敢拼敢干、顽强
打拼，从学步到健步、从跟跑到领跑、
从制造到创造……一大批中国优秀企
业不甘落后、不甘平庸，在改革开放的
历史进程中杀出血路、浴火重生。无
论何时，我们都需要赓续这种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的锐气，不畏险阻、奋勇
搏击的硬气，敢为人先、独占鳌头的志
气。

只有拼与干，才能闯过筑梦圆梦

的“险滩”。创业是披荆斩棘的开拓，
创新是九死一生的攻坚。四十载波
澜壮阔，一批批拓荒者、先行者、攻关
者，闯关夺隘、攻坚克难，把一个个

“不可能”变成“可能”，让一串串惊世
奇迹横空出世。兰渝铁路工程是旷
世罕见的“硬骨头”，其中胡麻岭隧道
的最后173米因特殊地层，足足耗了
6年仍难以“啃”下。德国专家曾带队

“应战”，却以失败而告终，并留下冷
酷结论：“不可能在这种地层中打通
隧道！”面对困局，中国建设者不迷信
权威、不惧怕艰险，逐个破题、逐项创

新，终于研发出“九宫格挖隧道”等独
特工法，破解了世界性难题。迈步新
征程，砥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的拼劲，永葆“千磨万击还坚劲”
的勇毅，我们就没有迈不过的沟坎、
攀不上的高峰。

只有拼与干，才能书写筑梦圆
梦的“传奇”。回望 40年不凡征程，
中国人民靠勤劳和智慧，干出了一
片片新天地。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
珠澳大桥，在高温、高湿、高盐和高
空、高难、高端的施工条件下，被中
国建设者标定了 6 个“世界之最”。

而每一个“之最”中，皆有“筚路蓝缕
辟海疆”的拼搏故事，皆有“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实干赞歌。神舟飞天，
蛟龙潜海，“天眼”傲世……今日之
成就，为开创未来铺就了前行之路，
激励着人们时刻赓续勇立潮头、实
干苦干的精神。

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新年贺词
中说：“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
追梦人。”奋进在“愈进愈难、愈进愈险
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新征途，
让我们不断砥砺拼劲、干劲，用实干拥
抱伟大梦想。 （据《人民日报》）

〖趣说〗

伟大梦想是拼出来干出来的〖接力奋斗〗

“辉煌成就来之不易啊！感天动地的奇迹，是党带领人民拼搏奋斗出来
的！”一位创业者在参观“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时，
激动得眼眶湿润。

对联是一种特殊的文体。一般来说，对联
要求：上下联字数相等，字的声律相对，即平仄
协调；一般上联最后一字为仄声，下联最后一
字为平声，它们要音节一致，词性相同而意思
相对或相迎，并且忌讳上下联出现重字；上下
句句式一样，但句意要相互独立而且有联系。

◆一副绝对

相传，后蜀广政二十七年，在春节前夕，一个
学士在寝门左右两块桃符板上题写联句，以迎新
春。五代十国时期后蜀末代皇帝孟昶帝看到后，
认为学士的题句不工整，便亲自在桃符上书写了

“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吉祥联语。这是我
国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最早的一副对联。

古代的文人喜欢聚会，他们在一起切磋，
吟诗作赋。有一年中秋节，有几个秀才聚在一
起赏月，一边吃月饼，一边谈些时事。

到了半夜，月亮又大又圆，有一位秀才来
了兴致，出了个对句让大家对：

“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
这上联很巧妙地将人间天上联系起来：每

月月圆时，人间都是一月之半。
秀才们个个苦思冥想起来，可是直到天

亮，还是没有人对得上。大家没有办法，只好
各自回家睡觉去了。

到了年底，除夕之夜，这几个秀才又聚会
聊天。说来说去，想起中秋的上联还没对上来
呢。大家又苦思冥想起来。过了一会儿，原来
出联的那个秀才站起来，又对出了下联：

“今夜年尾，明日年头，年年年尾接年头。”
上联以中秋为题，下连以除夕为题，成了

一副绝好的对联。

◆史上最难对联

对联有嵌名联，即在对联中嵌入姓名、地
名、楼名或其他特定的字。明代某地书院有一
上联：“李阳生，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这出
句很久没人对出来。后来大学士杨大年对出
下联：“马援死，以马革裹尸，死而后已。”上联
嵌入李阳名，下联嵌入马援名。

有嵌字联，包括嵌方位、季节、名称等。比
如，乾隆年间，工部衙门失火，特命司空负责督
工修复。纪晓岚做上联道：“水部火灾，金司空
大兴土木。”但一时想不出下联，正巧看到一位
中书内阁，于是马上有了下联：“南人北相，中
书令什么东西！”

有嵌数联，就是在联中嵌入数字，表达意
思。比如，冯梦龙《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
士”说，王安石出了三条上联，难倒了素以善对著
称的苏东坡。三句上联是：一.“一岁二春双八
月，人间两度春秋。”；二.“七里山塘，行到半塘
三里半”；三.“铁瓮城西，金玉银山三宝地”。据
说，此三句到现在还没有下联，可见其难度。

◆唐伯虎的一副对子

有一天，一个富商带着唐伯虎一位朋友的
信，来求唐伯虎为他新开的一个店铺写一副吉
祥对联，以装点门庭，招徕顾客。这个富商是
个胸无点墨、见钱眼开、偏又喜欢附庸风雅的
势利小人。唐伯虎实在不愿为之费力，但又碍
于好友面子，只好勉强写了一联应付：

“财源似流水，生意如春风。”
岂料富商一看，面露不悦之色，认为“春风”

“流水”这些词太文气，太含蓄，未能把“发财”的
意思点明，要唐伯虎重写，并要突出强调财源广
进之意，句子粗俗点也不要紧。唐伯虎无意与
他争辩，稍加思索，一挥而就，又成一联：

“门前生意，好像夏夜蚊虫，输进输出；柜
里铜钱，恰似冬天虱子，越捉越多。”

富商这才眉开眼笑，叩谢而去。谁知对联
一贴出，围观的人差点笑掉大牙。

◆“五步成联争优胜”

明朝正德年间，广东南海县有个叫伦文叙
的人。上京赶考，科场考试之后，在评卷的时
候情况复杂了。有一派支持取湖北的柳先开
为状元，这些人有主考赵仕德，还有武宗皇帝；
另一个主考梁储比较公正，坚持以才学为录取
标准，又念跟伦文叙有同乡之谊，就支持伦文
叙。大家争执不下，只好以“五步成联争优
胜”。 当时梁储有感东边林中鸦一声。出联
曰：“鸦扑丫枝，丫折鸦飞丫落地”，这联有实
词、虚词,又有叠音，同时又有动作描写，有些
难度。柳先开对曰：“豹过炮口，炮响豹走炮冲
天”。伦文叙接着对曰：“鹄立菊叶，菊垂鹄去
菊朝天”。两个人都对得不错，还是解决不了
问题，只好以写诗定状元。伦文叙吟诗云：“潜
心奋志上天台，睇见嫦娥把桂栽。偶遇广寒宫
未闭，就将明月捧回来。”这首诗写得好，连柳
先开都不得不承认，只好认输。武宗皇帝不得
不选伦文叙为状元。 （据《文摘报》）

对联中的古人雅事

紫禁城里的过年习俗
春节将近，年味儿越来越浓了，过去人们是

怎么过年的？紫禁城里清朝皇帝又有哪些丰富
多彩又充满政治内涵的大年习俗？

〖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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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

按照北京春节的习俗：刚进腊月人们就开
始忙活准备年货，人们盼望已久的“年”又将到
来。杨信也将这一天天有说讲的情景收入笔下
——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
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
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
二十六，割猪肉；二十七，宰只鸡；二十八，把面
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
一扭一扭。”一首早年间妇孺皆知的民谣，道出
了北京人对过年的期盼和向往，也道出了老北
京过大年的隆重和热烈。

“到了腊月二十前后，街上多了卖‘门神、
挂钱儿、黄表纸’的摊儿。老北京民间买‘贴
了’，其实就是买‘挂钱儿’，千章、金元宝、银元
宝，刘海戏金蟾等纸做的祭神用品。门神是老
北京的木版印稿，再手工上色。传说唐秦琼、
尉迟恭是贴在大门上的守护神；挂钱儿是大红
棉纸刻的吉祥图案，种类很多，贴于大门、中院
及屋内。老北京过年的气氛，没有这些是万万
不行的。”

您如果想了解老北京的三十、初一年俗，
杨信的作品可以让您一目了然、大饱眼福——
这幅《大拜年》，就是表现大年三十晚上的情景
——全家要行“拜年”的仪式，年长者坐在最中
间的位置上，晚辈们依次按照辈分给长者“磕

头”，这时也是孩子们获得“压岁钱”的时机，当
年的“压岁钱”充其量就是一毛钱两毛钱，在老
辈的带领下，小不点儿的孩子往往跪拜的姿势
是全家欢笑的开端。

在年俗里品京味，在杨信笔下找记忆……
杨信，实力派民俗画家。毕业于河北师范

学院美术系。师从著名画家王式廓女儿王娣
娣和国画大师吴传麟先生。杨信是土生土长
的老北京人，幼时受到家庭熏陶开始学习传统
文化，受到大量的老北京文化熏陶，对传统文
化心生敬畏，坚定了用艺术创作保护老北京文
化的这种信念。 （据《北京晚报》）

黄
瑞
鹄
《
迎
春
图

舞
狮
年
画
》

【年禧伊始】 腊八，即旧历十二
月初八，系汉族的传统节日。自佛教
传入中国后，每年腊月初八，京城各
寺院都用香谷和干果做成粥来供
佛。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十
二月初八日为浴佛日，各寺观煮粥供
佛。”届时，清帝会派王公大臣到雍和
宫现场看视，煮粥时众多喇嘛围锅念
经。粥成后一面供佛，一面先将粥进
奉内廷，首先祀祖，然后分赐各宫及
内外臣工品尝。所以《燕京游览志》
也有“十二月八日，赐百官果粥”的记
载。民间亦争相效仿，除供佛祀祖
外，也把腊八粥作为亲友间相互馈送
的礼物。

【御笔书福】 赏赐福字是清宫
里过年的一项重要活动，按照先远后
近的顺序分次完成。先是腊月初一
开笔书福，清帝先到北海的阐福寺行
礼，取“阐扬福德”之意，然后到重华
宫用“赐福苍生笔”书写福字。第一
张福字要挂在乾清宫正殿，其次或悬
挂于宫中各殿及圆明园等皇家苑囿，
或赏赐地方的将军、督抚等人，以联
络君臣感情。到腊月十五、二十六等
日子，皇帝还要分别召集御前大臣、
内廷翰林等官至重华宫和乾清宫分
别赐予“福”字。届时，皇帝亲洒翰
墨，书“福”字于龙笺纸上，王公大臣
等依次进至案前，叩头领赐。

【封宝祭灶】 封宝就是腊月二
十日前后，清帝择吉日在交泰殿举行
封宝礼，由内阁学士将象征皇权的玉
玺洗毕，皇帝拈香行礼，以求来年吉
祥，然后二十五宝入匣收藏，名曰“封
宝”。京内外各衙门亦照例封印，接
着是欢聚畅饮，以酬一岁之劳。这也
就是说：官方的春节年假正式开始
了。腊月二十三祭灶，是年禧到来的
信号，老北京谓之“过小年”。清宫亦

重视此俗，并有隆重的祭祀礼仪。到
时坤宁宫要设供案，供放神牌、香烛、
燎炉，及跪垫等用具，并供陈黄羊一
只，各种祭品三十二种，包括关外进
贡的麦芽糖，亦称关东糖。皇帝和皇
后在主管太监的引领下，分别到佛
前、神前、灶神前拈香行礼。

【贴春联与上灯】 老百姓过大
年家家都要在街门、屋门两边贴上吉
祥对仗的红色春联。除对联之外，还
要贴门神、贴年画和贴挂钱。所谓

“挂钱”就是用红绿色花纸刻成各种
象征吉祥如意、四季平安的图案，过
年时贴在门楣上当装饰品。过年前
清宫里也贴春联，但与民间又有许多
不同。如封宝的前一天，翰林院官员
要奉命书写宫内各门庭的春联进呈，
因为宫廷门柱均为红色，所以对联用
白绢子，黑字书写，与民间用红纸不
同。另外，按惯例是腊月二十六张
贴，二月初二摘除。有时皇帝也写春
联赐王公大臣。

腊月二十四在民间是所谓“扫房
日”，但在宫中却是安灯的日子。这
一天乾清宫丹陛上左右各安设一座

“万寿灯”，丹陛下左右各放一座“天
灯”。四座木杆上又各悬金字万寿宝
联八幅。除夕时，皇帝至保和殿筵宴
前，内务府再派员役将宝联取下，换
上五色八角圆灯，并于两廊及甬道石
栏上安灯。除夕夜，随着营造司首领
一声“上灯”，台阶上《火树星桥乐章》
响起，紫禁城三大殿五百余灯同时亮
起。一时间悠扬清乐、灯火辉煌、宫
殿巍峨、气象万千。

自二十四日起，清帝在宫中行
走，每过一门必放爆竹一声，意在除
邪驱鬼，这在民间是没有的。宫廷里
的年味儿日渐浓厚，从腊月十一起，
重华宫的连台戏也开始上演了，每日

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民间祭祖与岁暮大祫】过去老

北京人家常年供有佛龛或神像，到过
年时不仅要供佛，还要祭祖。按满洲
人的习俗，祖宗的影像或牌位，要供
奉在屋内西墙（西墙为尊贵方位），供
桌上摆放月饼、水果及各种蒸食炒菜
之类，配以香炉、红烛等，极具尊敬之
意。清帝以孝治天下，祭祖更是年禧
的重头戏。除夕前一日，清帝在太庙
（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前殿举行大祫
礼，祫即合祭祖先的意思。也就是将
太庙中、后殿存放的努尔哈赤高、曾、

祖、父和努尔哈赤及其以下历代帝后
的牌位都请到前殿，一起受礼。大典
非常隆重，不仅清帝与陪祀官员于前
三日就要斋戒，而且到时，午门还要
陈设皇帝的法驾卤簿，鸣钟鼓，皇帝
乘轿出宫，文武百官齐集午门之外。
典礼中，礼部和太常寺官员向神主献
太牢、太羹等祭品。皇帝在列祖列宗
神位前上香，行三跪九叩大礼，场面
庄严肃穆。

【欢度除夕】 除夕日是过年的
第一个高潮，宫内外鞭炮齐鸣，到处
喜气洋洋。这一天皇帝要举行封笔

典礼，面向代天行政的御笔致敬，以
谢一年之劳。从除夕封笔到元旦开
笔，这期间皇帝是不能动笔的。午
后，皇帝一家的团圆饭在乾清宫举
行。皇帝专用金龙大宴桌，皇后与妃
嫔各分等级落座。席间几十品美味
佳肴，琳琅满目，并有乐曲及南府承
应戏等助兴。先冷膳，后热膳。进膳
毕，上奶茶，继上酒宴。酒宴毕，进果
茶。果茶毕，音乐再起，后妃退席，皇
帝离宴回宫。休息片刻后，皇帝又赴
保和殿再赏亲王大臣及年终来朝的
蒙古王公等宴，席间乐曲悠扬，君臣
同乐，赏赐有加。

【元旦典礼】 除夕夜，民间有守
岁的习俗，意在元旦伊始迎接各路神
仙。宫中皇帝并不守岁，但他却比谁
都要起得早。如乾隆帝在午夜时分
就要起床，元旦子时，他要在养心殿
举行开笔仪式。开笔后，皇帝乘轿先
到钦安殿拜真武大帝，到斗坛祭斗
母；复至奉先殿祭祖，乾清宫等处拈
香；接着到御药房“药王”等影像前磕
头。寅正，即凌晨四点钟，乾隆帝乘
大礼轿出乾清门，到长安左门外的

“堂子”祭祀，然后到中正殿、建福宫
等处拜佛。

六点半左右，乾隆帝率王公大臣
等到皇太后宫行庆贺礼，给老太后拜
年。辰初七点，乾隆帝先至中和殿，
受内大臣、侍卫等官员行礼，然后乘
舆至太和殿，接受诸王、贝勒等文武
大臣及来京朝贡的蒙古王公等行庆
贺礼，文武百官在太和殿广场按品级
立于御道两侧。皇帝升座，乐起百官
跪，鸿胪寺主官宣读新年贺表，奏丹
陛大乐，百官行三跪九叩礼。礼毕，
皇帝于殿内赐王公大臣及来华使节
茶。这就是一年中为数不多的大朝
礼。 （据《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