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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赵庆礼

其一

同是十年寒窗苦，
从政经商各自值；
天生我才必有用，
琴棋书画诗酒词！

其二

盛夏微风劲飞扬，
中外琼浆尽飘香；
人生百年思往事，
红黄名酒皆需尝！

其三

昨夜小酌入梦迟，
醒来已是大暑日。
是否闻蝉高鸣声？
微风送凉迎秋至！

人 生
袁华贸

一块红石
又一块红石
硬生生垒就一座山峰

每一处石岩
都砌入一个故事
王恩石义的故事已写进《聊斋》

“金马驹”从洞中跑出来衔草的故事
诱使几代人找寻开启山门的钥匙

“开开大寨门，好过四川人”
民谚依然诠释着这一带山民们
追求幸福美满生活的向往
还有熊洞和巨蟒的传说
白大官人“凿窑”寻宝的辛劳……
石头几度被汗水泡软
石头又几度在錾子下火星迸溅
叩闻石头中的马蹄和雄心
莫不是山民奋进的执着和坚毅

1942年日本鬼子“大扫荡”
为掩护抗大学员们迅速转移
八路军小分队和附近几十名村民
在山腰的“保险栈”与敌遭遇
弹尽粮绝后一名战士扑向一个敌人
和着血的膏药旗滚下山崖
大寨山惨案发生的地方
半挂山壁雨夜突然崩塌
笃信红石的内心
已垒进了民族的魂魄

“材林梢，干果腰，水果脚”
山脚下的寨上，水门，前南峪村
如今已是太行优质苹果，板栗基地
石头里的故事强劲发芽抽枝
老区的日子在怀念里愈加茂盛葳蕤

白云山头白云飘

海拔950米
在这一带并不多么雄伟
但却是放眼远眺的好去处
站在东顶几人合抱的迎客松下
北望凌霄山，不老青山，内丘寒山
南瞰小西天，映雪湖，沙河北武当
西越烽火台山，周公山，黄榆岭……

“荡胸生层云”，层云畅辽阔
一波一波白云裹着厚实的松涛
感觉有些东西直撞胸口
甚至是直捣胸臆

“云窝”在何处
白云是从何而来的呢
沿白玉的石阶一步一步找寻
南麓玉女峰释怀的是细细深情
北川香炉寨放飞的是缕缕期盼
西坡大戈寥演绎的是生态文明
东厢抗大路蜿蜒的是时代新声
还有路罗川星火点点的渔村
还有浆水镇愚公精神的传承
老区的故事里祥云悠悠
太行的胸腔中热血沸腾
不妨轻轻撷一枚枫叶
顿时又见闪闪的红星
白云原来也是一条条柔软的汗中
搁在岭头的一群叽叽鸟鸣里
等待舒慰谁的心灵

说到白云山
必须回到“白云遮日”的故事
在中华浩浩大地上
侵略者始终掩不住伪善和胆怯
在全民抗战的硝烟岁月里
白云会遮住太阳旗的愚痴迷信
成为我军民团结消灭鬼子们的战机
白云深处敌人鬼哭狼嚎
草木皆兵鸟鸣也是枪声
白云山上白云飘
白云不可欺，白云也是国土

●百泉诗行

大 寨 山
（外一首）

郑江峰

一日，拜读了临西县作家协会主席郭桂
杰的一篇随笔《老孙来也》，我感触颇深。
特别是“文学养心”一句，着实触动了我的
记忆神经。

打小，我就喜欢读文学类书藉。当兵之
后，又喜欢上了文学创作。半个多世纪，文
学一直与我结伴而行，切实体验到了“文学
养心”的力量。

对“文学养心”力量体验最深的一次，
是1999年春。那个时候，30载的军旅生涯
即将结束，一个“退与走”的问题蓦然横亘
于眼前。一下子，我茫然无措了，仿佛置身
于无边无际的沙漠之中，整个心空阴云密
布，辨别不清前行的方向。有人劝我：“退
休吧，工资不少拿，还可以干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挣点外快。”有人劝我：“不能退，走
出去吧，前面是一片明丽的天空。”

思考再三，使我沉寂的心湖泛起希望浪
花的是后者。我似乎看到了漫漫长夜里的一
缕曙光：“对，走出去！”

走的命令很快便下达了。从那天开始，
已经卸任的我，便匆匆地独自穿梭于几座熟
悉而又陌生的城市。面对那一个个陌生的面
孔，我无奈地推荐着自己，为的是能在茫然
的未来中，给自己找一席安稳真实的空间。
然而，吉凶未卜的结局，使得一向自信的
我，心情忽然间变得郁闷起来。加之闲居在
家，百无聊赖，那种漂浮、寂寞、孤独、无
助的氛围，更是浓浓地包裹着我、缠绕着
我。尤其是更深夜静时，杜甫那“一片花飞

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的诗句，一次又
一次地跃入心际，使得原本就少睡的我，更
是彻夜难眠了。

躺在床上，我漫不经心地阅读着文学类
书藉刊物。蓦然，一则故事闯入眼帘。故事
讲的是一位百岁老人，自小喜欢浪漫，无论
生活中有多大愁苦，工作上有何等困难，她
都能笑对，始终保持一种清净透明的心境，
每天的日子犹如阳光般灿烂。这则故事深深
地触动了我的心：何不像老人那样，去浪漫
地生活，开朗地思索，幸福地遐想？这样一
想，心里便豁然开朗，顿时摒弃一切烦恼和
忧伤，只是想方设法使自己振作起来、快乐
起来。

这是一个云霞绮丽、桃红柳绿的春三
月。我和文友怀着无限的痴迷与欣喜，醉身
于参天古柏之下，秀丽景色之中，如海人流
之内。去欣赏那雄伟、厚重、幽雅、古朴、
特色独具的建筑风格；去领略那秀丽、雅
致、圣洁、壮观、悦目赏心的山水风光。披
着暖暖的春风，迈着轻盈洒脱的步子，我们

边并肩同行，边摄影留念。累了，坐在凉亭
下，小憩片刻，一杯白水解渴，一袋干粮充
饥，随心所欲，悠哉、乐哉！此时，没有寂
寞，没有烦恼，没有忧伤，有的只是任情恣
性的说笑，温情脉脉的话语，甜美愉悦的记
忆，永恒难忘的故事！心情，如小河流水般
欢畅，只觉得温情四溢，景色如画。啊，久
违了，这份惬意！

月色柔美的夜晚，我们惬意而自在地漫
步于街心，边观赏霓红闪耀的夜景，边回忆
儿时的桩桩趣事。突然，一枝伸出墙外的红
杏，映入眼帘。朵朵争奇斗艳的杏花，在莹
莹的月色中，显得更加妩媚动人。我禁不住
低吟道：“一段好春藏不住，粉墙斜露杏花
梢。”那柔媚的芳容，那馥郁的清香，令我
沉醉、令我遐想。

散步归来，我打开床头台灯，随手翻阅
起《唐诗宋词鉴赏辞典》来。当读到温庭筠
的“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门
外草萋萋，送君闻马嘶。画罗金翡翠，香烛
销成泪。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一首诗

时，情感丰富的我，不禁又陷入“人间离别
尽堪哭”的悲伤记忆之中。我赶紧扭转心
绪，含泪合上书本，拧开小录音机，调到最
佳音量，让时重、时轻、时缓、时急的音
符，雨打梧桐般在月夜里流淌，在心底里流
淌。优美的旋律，似行云流水般感染着我、
陶醉着我。慢慢地、慢慢地，我枕着温馨进
入了梦乡。

鸟语啁啾的清晨，从甜美的梦中醒来，
我揉揉惺忪的眼睛，推开门窗，一股清新的
空气飘来，顿觉神采飞扬。我乘兴走出室
外，信步来到花园中，沐浴着云霞，吸吮着
花香，任凭自己的身心惬意地徜徉在大自然
中，一直到忘我的境界。我发现，沉重与忧
伤已荡然无存，充溢在周身的是无以掩饰的
喜悦。

返回家中，我兴致勃勃地铺好稿纸，
手拿钢笔，一气呵成了散文 《换一种心
情》。寄出去不久，便相继被多家报纸发
表，并在全国“人生第一次”文学作品征
文大赛活动中，荣获三等奖，收录由中国
文史出版社出版的 《生命的风景》 一书。
这篇文学作品，为我修养心性，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文学养心”，使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多
了一分坦然，少了一分忧怨；多了一分洒
脱，少了一分拘泥；多了一分坚定，少了一
分犹豫；多了一分成熟，少了一分稚嫩。

“文学养心”，阳光与歌声也随之飘飘洒
洒充溢了我生活的每一个空间。

●人在旅途

养心的文学
王友明

鸡 枞

鸡枞乃学名，吾乡四川，叫法
多种。因亭亭大如伞盖，川西名山
大菌，川南曰斗鸡菇。菇与鸡斗？
风马牛不相及。大概意为味比母
鸡，突出高营养价值。

鸡枞野生，田间地头，腐木白
蚁，逢雨方生。众里寻他千百度，
踏破铁鞋无觅处，蓦然回首，也许
就在小路旁，得来全不费工夫。能
食鸡枞者，信一个字——缘。

鸡枞腿长，以伞盖将舒未舒
为最佳，华盖繁开后藏虫。手撕，
鸡枞美腿脆而有丝。猪油少许爆
香，掺米汤，米汤之绵纯与鸡枞相
得益彰。得鸡蛋加盟，味更醇。有
烙饼一二，饼一口汤一口，较陕西
羊肉泡馍有过之无不及。

至于共青椒丝滑炒，却是视
鸡枞为茶树菇等，贱了鸡枞，暴殄
天物。近年品过松茸、竹笋等，均
需荤配。一切菌类，能清水出味
者，窃以为，唯鸡枞。

木 耳

木耳之形状颇似人之耳朵。
如今市面上的木耳已与木关联甚
少。木屑被填入塑料袋，点上菌
丝，生出木耳，肉厚死结。粉碎后
的木头早没了木的形与意，还能
算木头？

木耳还应长在木头上。枯而
未倒之木终还在以木的姿态站
立，枯木上长木耳，方名正言顺，
是为野生。

无论凉拌滑炒，木耳只可
取脆。凉拌仅需白水焯熟，入泡
野山椒水，弹牙酸爽；配得上与
木耳同炒的，均是清爽不糊涂
之物——青笋、西芹等片片根根
绝不粘连。即便与山药同锅，可
烂乎成泥的山药此时也得收起
性情，十几秒即出锅。物以类聚，
彼此清清白白。

早年，乡间小路的草丛里藏
地耳，薄薄的一层。许是餐风饮露
之故，味独具一格。如今，小路拓
宽，成了能跑车的水泥路。地耳
呢？大概躲到更深的山里去了。

猪 蹄

广东一带，猪蹄被称“猪手”，
确实是抬高了猪的地位。

据说欧洲人不食猪蹄，也就
错过了胶原蛋白。国人食猪蹄也
以男士居多，女士浅尝辄止，与对
胶原蛋白的向往相比，自己身上
看得见的赘肉更让美女戚戚。蜀
地男人的早餐从猪蹄开始，一大
碗老干饭，一根清炖耙猪蹄，蘸红
油葱花，管一上午不饿，用成都话
说——“巴适（舒服）！”

炖猪蹄宜清淡，加海带丝或
雪豆等，拍老姜几颗去腥，诸香料
一概弃之不用，自成美味。

周庄“万三猪蹄”是名品。沈
万三系当地首富，和朱元璋有过
节。“万三猪蹄”的出名我在另文
已有详述，此处不展开。其卤料秘
而不宣，食之有嚼劲，味回甜。

多地美食节均有烤猪蹄一
席之地，先卤入味，再上火烤至
皮焦黄，撒孜然粉、葱花、双椒
（辣椒花椒）面再烤，为看足球男
士必备下酒菜。卤、烤猪蹄吃法
豪放——整只啃食，虽斯文扫地
也无所顾忌，即便切块而食，也
还骨肉相连，味在人与猪蹄一番
搏斗的“啃”中。

云南酸菜猪蹄汤算是雅俗
共赏之杰作。猪蹄加老姜、精盐
白水煮至七分熟，捞出，蜂蜜里
一滚，入油锅炸，候冷，剔骨切
片。油锅爆香老酸菜、姜葱蒜，掺
高汤，下猪蹄片煮入味，肉软而
不烂，汤酸爽！酸解油腻，如此搭
配，中庸随和。

老外不食之物，我邦弄得有
滋有味，为猪蹄自豪！

●闲情偶寄

鸡枞·木耳·猪蹄
宋 扬

书墨飘香，尽染芬芳，盈满
岁月，醉了时光。

师者，传道授业，答疑解
惑，自然少不了书的相伴。在这
个电子信息快速更新的时代，
我更喜欢捧读散发着淡淡油墨
香的纸质书，指尖轻触在微黄
的书页上，摩挲着微微凸起的印
痕，心中便会涌起莫名的情愫。一
缕书香已悄然潜入我的生命，像水
中波纹一样荡漾。

喜欢文学，因而更喜欢泛泛地
阅读。周末的午后，沏上一杯清茶，
斜倚在阳台的摇椅上，沐浴在暖暖
的阳光中，读一本心仪的书，静静
地开启一段心灵之旅，让思绪随着
文字飘荡，任时光在茶韵中袅袅，
书香阵阵中缓缓流淌。俯下身来，
嗅一嗅馨馨墨香，体味书香的温
情。沉下心来，品一品悠悠书韵，去
除尘俗的烦躁。

喜欢读书，喜欢李白的浪漫，
苏轼的豪放，李清照的柔婉，鲁迅
的犀利，郭沫若的奔放，林语堂的

儒雅，泰戈尔的淡泊，汪曾祺的随
意；向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想像李娟
笔下阿勒泰的辽阔……在与先贤
对话，与诗人共语中，安静的心，
多了一份空灵释然，少了一丝黯
然神伤。

喜欢读书，喜欢与自己的灵
魂共舞。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文
字，似甘醇的美酒，令人沉醉；似
悠扬的曲子，悠远流长。在书中行
走，常常羡慕作者笔下行云流水
的语句，落英缤纷的意境，真挚动
人的情感，感动着，伤感着，心情
难免随着文字跌宕起伏，时而舒
缓，时而激扬。

喜欢在细雨纷飞的夜里，柔和

的灯光下，慵懒地斜靠
在床头，从枕下抽出早
已备好的书，娴熟地翻
开，不紧不慢地接着昨
日的品赏。若是名篇小
说，自然舍不得放手，
一口气读上三五十页

也不足为奇。若是优美的散文集，
也会读上几篇才肯罢休。这一刻，
是平淡生活中最温馨、最惬意的时
光。尤其喜欢朱自清先生的文章，
那如琼浆般细腻的感情溢于笔墨
间，朴实中彰显睿智，清新中蕴含
启迪，犹如一幅意境悠远的中国
画，醉了心田。

喜欢读书，也喜欢独处时，用
稚嫩而粗拙的文字记录生活的点
点滴滴。若遇编辑垂爱，小文见诸
报端，总会寻一份纸质版留存，只
是贪恋那纸墨书香，感悟纸上那些
有温度的文字。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
通神。那就伴着氤氲书香，静静享
受简生活、慢时光吧。

●烛窗心影

书香一缕醉时光
庞丽英

他姓黄，叫黄土。他呱呱坠地时，当了
一辈子乡间私塾先生的爷爷，高兴得胡子一
抖一抖，掐着手指，子丑寅卯后，说，五行
缺土，就叫黄土。

黄土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那是一个
饥饿为主题的年代。“不得了呀，不得了，
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被贫穷困顿煎
熬的人们，发出了沉重的叹息、苍白的忧
伤。听着黄河永不疲倦的涛声，悠悠扬扬天
籁一样的民歌，喝着黄河浑浊的流水，嚼着
贫瘠黄土地芬芳的草根。黄土，竟顽强地一
点点一寸寸长大了。尽管还小，在他清纯稚
嫩的眼中，厚重的高原，纵横的沟壑，与雄
浑沧桑的大河，像从大地深处、灵魂深处发
出的激越的鼓声与呐喊，让他心驰神往。当
人们看到一群突出饥饿重围活活泼泼的孩子
时，仿佛看到一轮冉冉升起鲜艳无比的旭日
在奔跑，如释重负：“了不得！了不得！”

一晃，爷爷走了，随着黄河如泣如诉的
歌声走了。又一晃，黄土20岁，参加了两次
高考，因偏科，名落孙山，寂寞孤独地回到
村里。村人担忧：“不得了，不得了，这
娃，细皮嫩肉的，能干农活吗？”听了这些
善意的叹息，他赌气似的，和父亲母亲参加
劳动。确实，对父母来说轻松的活，对文弱
的他来说，堪称牛马般劳作，手上磨了许多
泡，骨头像散了架。那时，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刚刚实行，他完全不必要这样拼命。在
黄河边散了两天心，他醍醐灌顶，把地交给
父母，开始做生意——贩服装百货。不到两
年，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受到了县、
市、省的表彰，春风得意，上了报纸、电
台。山丹丹飘来醉人的芬芳，黄河仿佛也大
珠小珠落玉盘叮叮咚咚在歌唱。他还收获了
甜蜜的爱情，娶了一个如花似玉乖巧伶俐的
媳妇。

村人炸开了锅。“不得了，不得了，万
元户！一万元！”“咋会挣那么多钱呢？”“一
万元能办多少大事？”黄土听了，淡淡一
笑，勤劳致富，你们也会的，不是啥神话。
真让黄土说中了，几年间，村民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陆陆续续成了万元户。他们再说起
昔日风光一时的黄土时，神态平静得就像黄
河弯道缓缓流淌的河水。

黄土骑上第一辆摩托，安上第一部电话
时，村人一如既往地惊呼——不得了，不得

了。一夜之间，村人又都“了”啦，优雅自
信：骑摩托，潇潇洒洒，旗帜一样飘；拨通
电话，联系着生意，温习着亲情，链接着友
谊……

又是第一个。黄土手握诺基亚，随时随
地打电话，引爆了铺天盖地的“不得了”的
惊呼声。时间是一滴水，一瞬间被蒸发，又
都“了”啦。很快，手机人人一部，快捷方
便，是最时髦的现代千里眼顺风耳。

一辆崭新的小车悄然驶入村子，门一
开，出来儒雅俊朗的黄土，村人目瞪口呆了
半天，继而不到一分钟，消息扑棱棱飞到远
方。村边，黄河水哗哗地流淌，也流淌着村
人源源不断的疑惑。流着流着，“魔术师”
来了，巧手绘锦绣，小车“飞”入了寻常百
姓家。能不“了”吗？

在市里，第一个买三室两厅两厨两卫的
单元房……

当 2020 年疫情、水灾纷至沓来时，年逾
花甲的黄土神情坦然，没有啥，会过去的。
多难兴邦。同时，他积极投身募捐活动中，
以一个赤子的热情奔走呼号……

黄土曾满脸自豪地说，他是黄土地的儿
子，更是“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的儿子，
要像黄河那样，大气磅礴，百折不回，开拓
进取，自强不息，会当水击三千里！

这，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民族基因！

●市井故事

绝 唱
秦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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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艮旺:
邢台仲裁委员会(以下

简称本会)已受理河北隆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申请人)与你之间的合
同纠纷一案 (案件编号为
2020 年邢仲字第 107 号)。
申请人请求:裁决你给付代
偿 款 及 利 息 ，其 中 截 止
2020 年 6 月 1 日代偿款本
金 16020.01 元;仲裁费等其
他费用由你承担。因采用
其他方式送达不能，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员和
仲裁庭选定书、授权委托
书、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仲裁风险责任告知书、当事
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本公告送达期满
后 5日内提交答辩书、仲裁
员和仲裁庭选定书、证据材
料等。答辩期满后 3 日内
到本会领取组庭、开庭通
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10 个工作日上午 9点 00分
在本会办案中心仲裁庭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本会地址:邢台市红
星街 139 号市政府机关对
面邢台仲裁委员会办案中
心 邮政编码: 054001 电
话0319-3288737)

邢台仲裁委员会

公 告

公 告
郭会营:

邢台仲裁委员会(以下
简称本会)受理的河北隆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
之间的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 邢仲裁字第394号
裁决书。一、被申请人郭会
营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日内向申请人河北隆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
代偿款39828. 90元(如不按
本裁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二、驳回申请人河北隆
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其他仲裁请求。三、本案仲
裁费 796 元，由被申请人郭
会营承担(该费用申请人河
北隆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已预交，被申请人郭会营
在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直
接支付给申请人河北隆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本会地址:邢台
市红星街139号市政府对面
办 案 中 心 邮 政 编 码:
054001 电话0319-3288737)

邢台仲裁委员会

李树龙,郭红不慎将
滨河上品家园 3 号楼 1
单元 203 室的手续费收
据 丢 失, 收 据 号 码:
9096558, 金 额:7610 元,
开具日期:2014年8月20
日，声明作废。

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