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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欢 香 椿 ， 单 这
“椿”字，就讨人喜——木
字傍春，一棵树长在春天
里，饱含满满的绿意和春天
气息，让人瞅一眼就心生欢
喜。想来老祖宗是偏爱椿
的，天下那么多树，单把这
一美名授予了它！

椿在春分、清明时节开
始生发、萌芽，橙赤、红嫩
的椿芽倦曲如孩儿的粉拳，
后慢慢舒展。但是，局外人
并不易见识这一进程，通
常，椿的嫩枝丫还没在枝
头上踢腾开，就已被纷沓
而至的袭扰摧折个净光，
人们拗其头、折其脑、采
其叶，无所不用其极。结
果 ， 兴 匆 匆 赶 去 采 椿 的
人，见到的永远是一幅光
溜溜枝干支楞在明媚春光
里的景观，与滴翠凝绿的
三月形成鲜明反差。

椿因其美味和极高的营
养价值而广受青睐，自古是
人们尝春、咬春的野菜之
一，可谓风行东西，南北通
吃。民间所谓“春八仙”
者，其中之一就是香椿，有

“一箸入口、三春不忘”的
说法。香椿在老北京人爱吃
的 炸 酱 面 里 也 扮 演 重 要
角 色。有一首关于制作炸
酱面的歌谣是这样唱的：

“青豆嘴儿、香椿芽儿，焯
韭菜切成段儿；芹菜末儿、
莴笋片儿，狗牙蒜要掰两
瓣儿……”

椿的香颇奇特，类似于
香菜或臭豆腐，好之者谓芳
香，恶之者闻之掩鼻。这跟
口味没关系，更多是习惯。
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说：

“香椿拌豆腐，到处有之，
嗜者尤众。”康有为有首
《咏香椿》的诗，曰：“山珍
梗肥身无花，叶娇枝嫩多杈
芽。长春不老汉王愿，食之
竟月香齿颊。”汪曾祺也曾
在 《人间滋味》 中写道：

“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
上上品。嫩香椿头，芽叶未
舒，颜色紫赤，嗅之香气扑
鼻，入开水稍烫，梗叶转为
碧绿，捞出，揉以细盐，候
冷，切为碎末，与豆腐同
拌，下香油数滴。一箸入
口，三春不忘。”可见香椿
香郁独特，但还是好之者
多。香椿拌豆腐可能是中国
菜里面最有人缘的一道，从
普通食客、文人到美食家、
文化大师，不知多少人为之
心心念念，究其缘由，还是
香椿的缘故。

我幼时不好香椿，非但
不觉其香，甚而觉其臭。后
来多吃吃，就习惯了。邻家
院子里栽着几棵香椿，几支
侧枝隔墙斜逸到我家院子，
每年清明前后，叶梗透着鹅
黄色的嫩绿，叶尖则呈玛瑙
色的淡红，晶莹剔透，煞是
好看。母亲总是让大哥踩把
凳子上去，把椿芽细细采
了，捆成一匝，给邻家送

去。可是每次，邻家总是原
封不动把椿芽退回来，说伸
到你们家的椿芽就是你们
的，只管采了炒鸡蛋或凉拌
了吃，不用客气。过一年，
我们两家总又要过一遍有关
香椿芽的客套情结。我不
解，说送来送去的，麻烦。
母亲道：“椿芽发了不及时
采，长成枝，遮阳，自家院
子太阳会越来越窄；邻家栽
的树，邻家的椿芽，长多
大 ， 隔 多 少 年 都 是 邻 家
的 ， 关 系 再 好 也 不 能 随
便。”这是母亲通过椿芽告
诉我们兄妹几个一个朴素的
做人道理。

好东西往往是最纯粹
的。香椿芽除了拌豆腐，基
本就剩炒鸡蛋、凉拌和腌渍
几种吃法，且做法都极简
洁：第一步淖水，第二步即
进入实质的炒、拌、腌阶
段。老北京有种椿鱼儿，把
淖水后的椿芽儿挂上蛋糊油
炸成金黄色，貌似一尾尾
小鱼儿。这吃法个人不推
崇，想这么嫩生的椿芽儿，
要经受热火重油的煎熬，不
是味儿。

香椿营养丰富，富含
钙、磷、钾、钠等微量元
素，民间有“常食椿巅（椿
芽），百病不沾，万寿无
边”的说法，被称为长寿
菜。椿本身也是种长寿树。
《庄子·逍遥游》载：“上古
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
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
所以古时常用带椿的词来形
容福寿绵延。且椿芽生发极
快，欣欣荣荣，古人也把香
椿当做吉祥树，种在庭前屋
后，既可年年迎春尝春，又
寓意家宅兴旺。

椿年年要为人类奉献几
茬葱嫩幼芽，成材率极低，
我们见到的椿永远是关节暴
突扭曲、一身斑疤、一树沧
桑样子，但这不妨碍它成为
一种优质木材，其木心红
褐，纹理通直，花纹美观光
润，且清香宜人，被誉为

“中国的桃花心木”，并有
“辟邪木”“百木之王”之
称。

一棵椿站在春天里，成
全了人们对一棵植物的审美
和景仰，也成全了人们对自
己味蕾的一次次放任。

春天的椿
寒 石

在法国叔叔家一个周日的早
晨，叔叔说：“走啊，咱们出去走
走。”“去哪里？”叔叔笑着说：“普
罗旺斯。”我笑了。一家人说说笑
笑驱车前往，哥哥边开车边哼着
歌，我也不示弱，吹起了斯卡布罗
集市口哨版。叔叔拉着我的手，眼
瞧心爱得合不拢嘴。叔叔一家人
来法国三十多年了，已经是地道
的法籍华人，老人家想我了，就电
话呼我过来看看他。

在琼瑶的小说里，普罗旺斯
是个很浪漫的地方。这里的确很
美，浪漫的意境让人陶醉，紫色的
薰衣草让人难忘。普罗旺斯不仅
薰衣草美丽，那里的烤羊排也十
分美味，堪称一绝。

午餐时刻，哥哥说带我去吃

好吃的，我才不管吃什么，玩美了
就好了。烤羊排是普罗旺斯的特
色菜，哥哥告诉我：“这家餐厅羊
排处理得非常好，没有膻味，况且
他们用的酱料很好，来普罗旺斯
不尝尝这里的镇店之宝烤羊排，
你会遗憾的。”我听了哥哥的话，
试着尝了一小块，“嗯，真的不错，
鲜、嫩、香，果然是美味。”特殊的
酱汁调料，特殊的制作过程，让烤
羊排的香味满溢在唇齿之间。吃
肉质食物，讲究要喝红酒的，我不
喜欢喝酒，就要了一杯果汁。我喜
欢吃甜食，哥哥又给我点了蛋奶
酥和冰淇淋。

来到街头，哥哥说：“法国的
小吃玫瑰香肠，一定要尝一尝。”
这是一种选用中等猪肉，普罗旺

斯的香料做成的干肠。在国内我
就喜欢吃腊肉、腊肠这些食物，
所以绝对不会错过。这种食品极
具地方特色，也是法国人野餐、
旅行必备的一种便捷食品，这个
香肠切开就像玫瑰花一样，层层
叠叠，含苞待放，肥瘦适中，吃起
来醇香可口，是法国国宝级别的
香肠。

尼斯索卡也是法国南部的一
种小吃，形状很像披萨，另外再加
上肉或蔬菜，烤至边缘微焦时出
炉，热乎乎的尼斯索卡吃起来咸
香焦脆，非常好吃。

法国的美食的确在制作和烹
饪上非常考究，味道独特，因此我
也爱上了普罗旺斯的烤羊排、玫
瑰香肠，令我回味。

爱上普罗旺斯的味道
马瑞华

邢海滨 图
书法 尹立宪

我的高中同学子轩农大毕业
时，阿兰也正好技校毕业。阿兰分
配在市里一家国企上班，子轩分
配在县里一个企业。为了和阿兰
在一起，子轩申请调到市里一家
效益很差的企业，两年后，两人喜
结良缘。婚后，子轩对阿兰疼爱有
加，洗衣做饭，包揽了所有家务
活。一年后，子轩单位很快破产，
面临下岗。

下岗以后的子轩，很快南下
广州打工。他能吃苦，头脑又灵
泛，瞄准一个商机后，果断离职创
业，利用大学所学，短短几年，便
积累起近百万财富。日子过得红
红火火，婚后第二年，阿兰为他生
了个大胖小子，子轩感觉命运对
他真是眷顾有加，爱情事业孩子
三丰收。

两地分居的日子，让阿兰感
觉孤独、寂寞，于是对子轩抱怨不
断，要求他回到身边。子轩为了更
好地照顾妻儿，请了自己的妹妹、
妹夫到广州帮忙，实行遥控指挥，
自己只是偶尔回广州。妹妹、妹夫
不懂经营之道，很快因为经营不
善，生意一落千丈。生意失败，子
轩心情烦闷，夫妻俩常常为一点
小事就大吵，几天甚至一个月都
不和对方说一句话。生意的失败，
家庭的不安宁，子轩心灰意冷，从
此萎靡不振，关在家里打游戏，与
外界很少联系。他常常叹息：“要
是当年不听老婆的，我现在的身
家可能上千万了！”

建锋是先生的高中同学，八
十年代初，中专毕业后分配在县
里一家国企做财务，头脑灵活，人

脉关系好，很快就调到县里财政
局，接着仕途顺畅，一路当上了局
长。半辈官居要职的建锋，怎么也
没想到，在快退居二线时，被人告
发婚外情、受贿，一时间闹得满城
风雨，很快被停职检查，开除公
职。建锋为了躲避别人的冷嘲热
讽，毅然南下广州，独自创业，经
过五年的打拼，事业又蒸蒸日上，
风生水起。

有诗人写过这样一段话：
“别在树下徘徊，别在雨中沉
思，别在黑暗中落泪。向前看，
不要回头，只要你勇于面对，就
会发现，此时的阴霾不过是短
暂的雨季。”

过往的岁月也许美好、也许
坎坷，无论多么难以割舍，一切终
究已经过去了。人的一生，回望那
一场场春愁秋凉的往事，凄冷，困
顿，泥泞，委屈，挣扎，只有不停
歇，放下负累，轻装上路，不怨天
尤人，才能曲折生韵，走得圆全，
安详。

换个角度看人生
刘满英

我是农民的女儿，是读书改变
了我的命运，是书卷给了我人生最
温柔的陪伴。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
期，那时物质匮乏，基本上没有什
么精神生活。如果能拥有一本小人
书，那简直是天下最幸福的事。

我看的第一本小人书是《铁道
游击队》。那天去外婆家，遇到年
长我八岁的舅舅正在看此书，我一
下子就被封面上的芦苇与船桨吸引
住了。我眼巴巴地守在旁边等舅舅
看完，然后央求他送给我。回到家
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读到天黑，
点起煤油灯，接着读。薄薄的几十
页，很快就读完了，我翻来覆去反
复读。每一张图片，每一句文字，
都仿佛散发着诱人的芳香，令我欲
罢不能。当晚，我就是抱着这本小
人书入睡的。

有这本小人书做身价，我在小
伙伴中有了“崇高”的地位。好多
人为了一睹《铁道游击队》，百般讨
好我。我是不会轻易给人看的，除
非是交换。我用这本小人书与人交
换读了《小兵张嘎》《血染葫芦湾》

《刘胡兰》《杨七郎打擂》《单刀会》
《武松打虎》……这些小人书以连环
画的形式，给我以视觉和心灵的享
受，也让我有了最初的是非观。

中考后的暑假，父亲给我五块
钱，让我去镇上买一条百褶裙。我
握着这笔巨款一头扎进新华书店。
当时正流行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
我贪婪的目光舔舐着花花绿绿的封
面，最后锁定了刘心武的 《班主
任》和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
人》，回到家就天昏地暗读起来。

《班主任》 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深，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对我的冲击
是颠覆式的。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我正
处于懵懂的青春期。第一次读到关
于两性关系和身体的描写，隐秘的
冲动和莫名的兴奋交织在一起。我
迄今记得张贤亮描写章永璘抱着黄
香久，“身体开始往下沉，沉到月
亮透进窗户照进来，听到水底深处
有一种声音在叫他……”我难以言
传那漫过我身体的颤栗，以及对异
性的神往。

师范三年，我都是在阅读中度
过的。《包法利夫人》《红与黑》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
《巴黎圣母院》《百年孤独》《飘》
《人间喜剧》《忏悔录》《浮士德》
《少年维特的烦恼》 ……都是在那
个时期读的。

这些书给予我正面的能量和道
义的支撑，也促使我拿起笔来抒写
自己的情感与憧憬。师范第二年，
我就当上了学校文学社的社长。从
此，阅读与写作就成了伴随我生命
的热爱。

在人到中年的今天，我家里最
多的东西是书，我每天大部分的时
间都在阅读和写作。历经世事沧桑
和人情冷暖，我倍加珍惜读书时的
单纯和宁静。确实，书卷是最长情
的故人，晨昏忧乐最相亲的爱人。

最长情的故人
熊荟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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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教师节那天下午，丽
日蓝天，阳光灿烂而不灼眼。从
至善楼开完会出来，张书记提议
班子全体成员在校内守敬花园北
部的草地上，以至善楼顶的警钟
和下面的“明明德，日日新”校
训为背景合影，大家异口同声表
示赞成。后来毕业生也租借了铁
艺阶梯在此拍纪念照。这里的草
皮已经过了 5 年，像斑秃的头
发，需要重新绿化美化，于是我
想索性在此建一个固定摄影台
阶，一来方便师生拍照，二来借
此彰显校训。“明明德，日日
新”是我在2017年学校教学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标题，后经学校教

代会通过确定为学校发展新时期
的新校训。

“明明德，日日新”来源于
四书中的《大学》，其中有蕴含
着 中 华 民 族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精
华——“三纲八目”。“三纲”即
明德，新民，至善，学校的三座
教学楼由西至东也分别以此命
名。“三纲”其实不是并列的，
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明德、新民
是路径是举措，至善是目标是结
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至善，
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美。马
克思说：“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
对美的追求的结晶。”所以，给
照相的梯型台阶取了一个“臻美

行台”的名字，“臻”即达到，如日
臻完善，百福并臻；“行”即行动，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臻美行台”直径19米，面
积 361 平方米，一色是红砖铺
设，仿佛印在花园里的太阳。北
部约五分之一处，起三级台阶；
南面是凹型三级台阶，北面是凸
型三级台阶，俯视如三个叠加的
浅粉色弦月。日月合在一起就是
明字，明明德，日日新。周边有
红叶石楠、南天竹、丁香、月
季、海棠等鲜花簇拥，再远则是
国槐、金叶榆、高杆女贞，朴树
间或几杆翠竹围观，更远的校园
周边有市政建设的拥抱校园的环
形花园。不论是由远及近，还是
由近及远，这里都是焦点闪光
点。中经路就像纵坐标，中纬路
就像横坐标，把美丽的校园恰好
分成了四个象限。至善楼在第一
象限的下端，“臻美行台”在第四
象限的上端，一路之隔，紧密相
连，在拍摄的影像里就是浑然一
体的完美画面。如果把校园比做
一朵花，这里就是花蕊；如果把
校园比做一首诗，这里就是诗眼。

美的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
对满足人生理需要对象的肯定性
评价。如美食美酒，良辰美景。

这里的美是自然美，是“好”的
意思。二是对人符合道德规范的
言行，先进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
肯定性评价。这里的美是社会
美，是“善”的意思。我国传统
文化中就有“美与善同意”的观
念。至善的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
理想就是人类追求的社会美。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校
名是郭沫若题写。郭沫若写过一篇
穿越小说《马克思进文庙》，孔子
问马克思，你的理想世界是怎样的
呢？马克思回答说，我的理想世
界，是万人要能和一人一样自由平
等地发展他们的才能，人人都各能
尽力做事而不望报酬，人人都各能
得生活的保障而无饥寒的忧虑，这
就是我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
需”的共产主义社会。

啊哈，是的呀！这回连庄重
的孔子也不禁拍起手来叫绝了。
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
竟是不谋而合。请让我背一段我
的文章给你听罢。“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
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
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
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
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

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
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
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不
是和你的理想完全是一致的吗？

马克思是通过对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科学研究，以严密的逻
辑推理求证美好的共产主义社
会；孔子通过对人心的烛照洞
察，以感性的文字描述至善的大
同社会。马克思写的是抽象的政
治理论论文，孔子写的是形象的
政治抒情散文。

或说，这是圣贤们的事情，
与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关系。习
近平在今年五四运动100周年讲
话中指出：立志而圣则圣矣；立
志而贤则贤矣。我们不是圣贤，
可以学习圣贤。虽不能至，心向
往之。圣贤之道，臻善臻美，至
善至美。不臻不至者，寻之觅
之，追之求之，创之造之。习近
平在学校思想政治课教师座谈会
上要求，“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
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我们要在校园里营造
适合真善美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的水土空气与阳光，先实训
实习，动起来，操练起来，将来
学生走到社会就会勇敢地去追求
美创造美。

臻美行台记
傅恒杰

美丽邢台美丽邢台

王永刚不慎将位于沙
河市文谦大街西段南侧、兴
农路南侧缔景城小区 13#
住宅楼2-502、储藏室21的
不动产权证书丢失，不动产
权证号为：冀（2019）沙河市
不动产权第 0000768 号,声
明作废。

声 明

胡锐敏不慎将医师执
业证书丢失，证书编码：
110130503000316, 声 明 作
废。

声 明

灭失声明
张兰青名下机动车冀

E62229，车辆型号：松花江
HFJ6350，车辆识别代号：
LKDA152201AS03934，发
动 机 号 ：1103029- B- 3。
由于本人不了解机动车注
销登记的相关政策规定，
已将此车辆自行解体，由
此产生的一切纠纷和法律
责任由本人承担，同时该
车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
牌照已丢失，现申请办理
注销登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麒麟湾7号楼2单元102
房主杨林翰不慎将2份收款
收据丢失，按揭放款收据号
码：0072979，金额：790000元
整，开具日期：2013年3月19
日、房款收据号码：0072357，
金额：541198 元整，开具日
期：2013 年 3 月 6 日,声明作
废。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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