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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榆钱鲜
刘明礼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
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阳春三月，春暖花开，绿柳花
红，榆树上也冒出了新鲜的榆钱。那肥美娇嫩的榆钱，
有些嫩绿，有些浅黄，满枝满杈，一嘟噜一挂，在和煦的
微风中轻轻摇动，散发出诱人的清香。

榆钱轻摇，摇醒我尘封脑海中的记忆；榆钱串串，
串起我流年岁月里的时光……

儿时，我家院里就有一棵大榆树。它似乎已经很
老了，有一搂多粗，黝黑的树皮上疙里疙瘩，布满裂纹，
就像邻家老奶奶那张写满沧桑的脸。夏日里，它巨伞
般的树冠荫盖起半个小院，是知了和鸟儿们的乐园。
冬天时，它虽卸下了一身戎装，却依然像一位英勇的战
士，在风雪中傲然挺立。当律回大地，它又像一位报春
的使者，早早便从冬的睡梦中醒来，给萧疏的世界献上
一抹新绿，也为人们送来鲜美的榆钱。

榆钱，又名榆荚，是榆树的种子。《本草纲目》载：
“榆未生叶时，枝条间生榆荚，形状似钱而小，色白成
串，俗呼榆钱。”中医认为，榆钱有清热润肺、化痰止
咳、健脾安神、清心降火、清热利水的功效，能治疗神经
衰弱失眠等症。当然，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采食榆钱
并不是图其功效，除了尝鲜，过去更主要的还是充饥。
我小的时候，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很多人家靠粮
食难以裹腹，不得不想方设法寻找替代之物。而榆树
浑身是宝，无疑是一种救命树。榆皮面能吃，榆树叶能
吃，榆钱更是口感极佳，且吃多了也没什么不良反应。

春分时节，榆树结出一串串的榆钱儿，青翠欲滴。
这是榆钱儿最肥美、最鲜嫩的时候。母亲“慢着点，别
摔着”的嘱咐声还没落，我已像只敏捷的猴子骑上了院
里那棵大榆树的树杈。把挎着的布兜挂在树上，迫不
及待地先捋一把榆钱塞进嘴里，“呼嗤呼嗤”大快朵颐，
直吃得满口生津、唇齿留香。接着爬到高处，找个榆钱
最多最厚的地方，一只手腕套好布兜，抓牢枝干，双脚
一前一后选好着力点，另一只手顺着一枝枝细枝，向外

一捋就是一大把。待到布兜再也装不下了，才恋恋不
舍地从树上一步步挪下来。

母亲拿出一个大盆，坐在明媚的阳光下，用水把榆
钱儿洗干净，捞出放到筚帘上，把水控干，然后加入少
量的玉米面、适量的盐，把蒸馒头用的大篦子铺上笼
布，将榆钱儿均匀地平摊上，放大铁锅里大火蒸上十来
分钟。随着锅中冒出的热气，我嘴角的口水早已不由
自主地流了下来。母亲掀开锅盖的瞬间，一直守在灶
旁的我迅即将手中的大碗递到她手中。母亲盛出榆
钱，浇上一点醋蒜，把碗递给我，却说：“去，先给你姥姥
吃。”我极不情愿地把榆钱端到姥姥跟前，姥姥笑眯眯
地接过去，用筷子夹起一口，送进我的嘴里。就这样，
我一口，姥姥一口，一大碗榆钱很快就吃完了。

母亲还会用榆钱来熬粥。用榆钱熬的粥，青中带
黄，黏糊糊的味道格外爽口。长大后书读多了，才知道
榆钱粥并不是母亲的“发明”。清人郭诚就喜食榆钱粥，
还将其中之乐写入了《榆荚羹》中：“自下盐梅入碧鲜，榆
风吹散晚厨烟。拣杯戏向山妻说，一箸真成食万钱。”

榆钱可食的日子，大概也就一周光景。慢慢地，
榆钱由绿变黄，又一天天见白。这时候，榆钱变成了
干透的种子。风起处，那白色的圆片儿如蝴蝶般漫天
飘飞，散落成一地诗意。这时，姥姥会颠着她那双小
脚，用笤帚、簸箕把它们收集起来。她坐在蒲团上，仔
细挑拣出里面的杂质，然后上锅用小火反复翻炒。炒
至微黄，出锅晾凉后掺上盐粒，用擀面杖在案板上来
回轧碎，就做成了“榆钱儿盐儿”。用它蘸干粮吃，在
玉米粥里撒上一层就着喝，极其鲜美的味道，深深地
植入我的味蕾之中……

如今日子好了，生活越来越富足，可榆钱对我的诱
惑却一如从前。春风又绿江南岸，三月榆钱格外鲜。
上个周末，我去山里采回些榆钱，做了道榆钱豆腐汤。
一片片云绿，混着如软玉的白，浮在半透明的汤汁中，
让人心意朦胧，愰若神仙。

清明的纪念
赵殿奎

中华民族每个传统节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纪念意义，清明节也是如此。
清明节前十天和后十天，主要活动是扫墓。扫墓，就是清扫坟墓，使坟墓干干净
净、庄严肃穆，这是对先人祭奠的一种形式，是后辈应尽义务，也是中华文明的
一种传承。

扫墓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是集体扫墓，一是各家各户扫墓。我在学生时
期和参加工作以后，多次参加或组织集体扫墓，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在芦台
一小工作，曾带领我班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为于方舟烈士扫墓，也曾参与组织
北辰中小学生到杨连弟公园为杨连弟塑像清洗灰尘，为杨连弟展览馆做卫生，
听取烈士事迹介绍，观看烈士遗物展览，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各家
各户扫墓，也是清明节的规定项目，但我国地域广阔，城乡差别较大，在扫墓做
法上又有不同。在城市，因墓地相对集中，祭扫人群、时间也相对集中，给交通、
安保等工作带来巨大压力。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清明节我想回武清老家扫墓，
然而，北辰到武清所有交通要道全部堵死，开车转了两个小时没能走出北辰
区。在农村，坟地都是建在自家地上，以姓氏得名，依辈分按序，坟头从大到小，
清明什么时间扫墓，谁去扫墓，各户自由选择。

扫墓，在农村叫添坟，坟地里一年来风吹雨冲，杂草丛生，加之狐狸、獾、野兔
等做窝，坑洼不平，非常荒芜。扫墓，就是要彻底清扫坟墓，铲除坟头上的杂草，把
坑洼填平，坟头上盖一层新土，压上纸钱。扫墓是对先人的尊重和思念，也表示后
继有人。我小时候常在清明节跟父亲去扫墓，我们赵家坟在村西南口，离家一里
多地，父亲扛着铁锨和扫帚，我挎着盛有祭品的小筐，到坟地后先从祖坟开始清
扫，十几个坟头挨个进行，铲杂草、填空洞，坟头换新土、压纸钱，需要两个多小时
才能干完。之后，要在祖坟前摆祭品，就是五盘饺子，每盘5个，点上一炷香，磕头
祭拜，等香着完了，再磕头抄走祭品。那祭品就成了对扫墓人的奖励。

以前，农村扫墓只有儿孙，女人是不参加扫墓的。现在，不仅儿孙要参加扫
墓，儿媳妇、孙子媳妇，出阁的闺女都参加扫墓，把扫墓变成怀念亲人，亲情温暖
的一次聚会。

扫墓怀念故人是痛苦的。唐朝诗人杜牧在《清明》诗中写到：“清明时节雨
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生动地展现了扫墓人的痛苦心情和精神状态。当然，
扫墓对一个家族来说，也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后辈们平日或忙于事
业，或远居他乡，只有义不容辞的扫墓才能把大家聚到一起。扫墓后，或居家设
宴，或聚会酒家，在温馨气氛中举杯把盏，增进了亲情。

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我，从记事起就是父
亲给我理发，直到上了大学才打住。起因还是母亲的
一句话：儿子懂得要好了，让他出去理吧，再说寒暑假
才回家啊。父亲其实不甘心，临走前还是给我理了一
次，在我和母亲的坚持下，才将那把用了多年的手推子
上油包好束之高阁。

放寒假回家前，在母亲来信的提醒下，我在宿舍里
把平时用发胶定型的蓬松头发重新洗了洗，梳成父亲
爱看的样子。回到家里，父亲前后瞅了瞅倒是没说什
么，他大概知道自己的审美观应该与时俱进，也就不再
对我的发式进行“干涉”。只是可能手推子再也派不上
用场，还是有些不大爽快，于是总想给我的小侄儿理理
发。母亲就劝导说：“你岁数大了，眼神儿跟不上，手一
哆嗦，把孩子小脑袋弄破了怎么办？”权衡利弊后，父亲
不得不放弃了给孙子辈理发的念头。

说起那把手推子，父亲用了多年，哥哥和我的头发
都是他理。他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们披着门帘，坐在
椅子上由他来摆弄脑袋。他喜欢拿起推子，听着咔咔
嚓嚓充满韵律的声音，看着头发簌簌落地的样子。看
着儿子们头上的利索短发，父亲总会哼哼起京剧老生

唱曲儿来。父亲的手很巧，每当推子夹住头发时，我都
会哎呀叫一声，他就马上把零件调整一下，随后笑着
说：“坚持啊儿子，邱少云大火烧身，都没动一下，你得
向人家学习。”母亲用温水给我们洗发时，他就打扫地
面的头发，然后满足地坐下吸上一支烟，边抽边小声嘟
囔：“这小子的头发又硬又黑，随我。”

现在父亲已年过八旬，我家的手推子也休息了不
少年，早已无声无息退出“历史舞台”，成了家里多余
的物件。去年春天时，我看到父亲的头发长了，由于
特殊原因又不能到小区出口处“五元一位”的小摊上
去理，多年耳濡目染也敢“整”两下子的我，便自告奋
勇要为他理理发。母亲帮我找出来“养在深闺”的手
推子：在父亲的精心保养下，看上去还是光洁如新。
我拿起推子有些生硬地为父亲理发时，从镜子里看
到他的昏黄的眼睛亮了起来，嘴角自然而然地露出
了笑容。

以往是父亲给儿子理发，理了不到20年，今天轮
到儿子给父亲理发了。我知道父亲对发式其实相当挑
剔，他也肯定会对我这“三脚猫”工夫不屑一顾，但还是
欣然接受了。父亲坐着一动不动，用这种方式增加我
的信心。看着父亲花白、稀疏的头发，我的心里一阵阵
酸楚。每天工作忙忙碌碌，从来没这么近距离地端详
过父亲。父亲真的老了，白白的头发似乎累了，每一根
都趴趴着少了生机。我尽最大的努力认真地为父亲理
完发，他对着镜子说还行。我顺势撒娇地说：“爸爸，等
我的头发再长些，您也给我理一理吧，就理我小时的那
种样子。”说至此，我们爷儿俩充满仪式感地拥抱了一
下，同时呵呵笑出了声！

今年的春天来了，虽说“五元一位”处已开门营
业，我还是想亲自再给老父亲理发，为此还特意在抖音
上恶补了些时尚技巧呢！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94周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融媒体中心
共同举办第二届“曾在军旅”“百年百文 军魂永驻”有
奖征文活动。

曾经军旅生涯，每一步离不开党的培养。“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军魂永驻心向党，我为人民
立新功。曾在军营的你，现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工作
着，奉献着。希望你拿起手中的笔，抒发广大退役军人
对党的忠诚热爱，展示广大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继续
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的情怀和决心，献礼党的百年华
诞。歌颂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展现中
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励精图治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
成就，讴歌优秀的党员、军人事迹，颂扬北辰英雄，讲述
北辰故事，永远铭记和传承人民军队的光辉历史、光荣
传统，牢记党的嘱托，建功立业。

一、征文主题：百年百文 军魂永驻
二、征文要求：
1.作品应为作者原创且未经公开发表，题目自拟。
2.征文题材讴歌党讴歌军人，围绕服役退役角色

转换初心不变，积极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内
容积极向上。

3.体裁不限。择优发表。
三、征文邮箱：cengzaijunlv@163.com
四、征文对象：
1.北辰区籍退役军人
2.工作在北辰的退役军人
五、征文时间：即日起到2020年5月31日

北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北辰区融媒体中心

北辰区文联
2021年3月22日

在我心中，云南省丰富的自然旅游景点中，最吸引
我的当属洱海。大理的风花雪月与苍山洱海的浪漫传
说一直令我心驰神往。带着这种憧憬，我和妈妈来到
了下关镇——洱海公园。
“哇，好漂亮的彩云，似乎在流动！”顺着妈妈的手

指，向窗外望去，果然，天上彩云映射着落日余晖，流动
的云彩用她温柔的身体遮住了强烈的光照，看上去好
柔和。那一刻我在梦想云朵为被，天空为床，像个神仙
一样在上面睡一觉该有多美。一边向往着，一边催促
妈妈快点离开客栈到外面散步。

傍晚，云朵好似成为晚霞的衣衫，我拉着妈妈，急
急忙忙来到洱海公园。一路上，各种各样的花在路边
绽放，仙人掌、三角梅、兰花鲜艳夺目。

不大会儿，天色慢慢暗下来，太阳倐也似的跳进
了洱海。坐在街边的长椅上，传来阵阵清新而淡雅
的花香。这陌生而又熟悉的味道，引起了我的好奇，
到底是哪种花香的香气呢？就在我疑惑时，阵阵微
风吹来远处客栈的琴音，梦一般，撩拨着我的心弦。
这种花香，陌生是因为在我们华北地区不常有，熟悉
是因为甜品里有这股味道。难道是桂花？“好清雅的

桂花香。”妈妈在旁边陶醉般的闻着，小声赞叹着。
此情此景，倒让我想起曹靖华先生的诗：“下关风，上
关花，下关风吹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照
苍山雪。”没想到作家笔下的风花雪月竟是这般浪漫
而真情。我翻开书包，找到那罐在大理古城买的啤
酒，一饮而尽。这酒里似有花的味道，仔细一看，瓶
上写着：风花雪月，茉莉花味。不禁大笑，生活在彩
云之南的大理人是有多爱花呀！可谓：街街流水，户
户养花。
漫步在洱海边，更觉得苍山与洱海更像是一对情

人，相互映衬，相互慰藉，一山一水，一俏一美，一静一
动，似乎他们之间永远有说不完的话，而他们的低调与
内敛却造就了一城人的淳朴与友善。
大理人惜花、爱花，更擅长用花装点他们的生活，

丰富他们的味蕾。玫瑰花做的鲜花饼，桂花做的茶点，
茉莉做的奶茶……永远与花，与风，与月和谐相处。
回到客栈，问了老板，得知门前摆放的正是金桂

花。我们来的月份是十一月，刚好是开花的季节。那
甜甜的、淡雅的桂花香阵阵飘来，一簇簇的小花蕊更像
一个个懵懂的小女孩儿，清新，活泼，透亮。
如果说云南之美在于梦幻，大理的美在于洱海，那

么洱海的美便在于那美妙的花香。旅行中的一切都可
以带走，但唯一带不走的是气味——那大理满街的桂
花香、玫瑰香、绿草香。
漫步在洱海边，我真想做个贪心的人，把全部的美

景带回去，连同那气味，还有那美妙的琴音全部带走，
带到北国去，浮现在梦的烟雨中，缕缕缭绕在心头，也
不枉到此一游噢。

剪纸张学仲

人勤春早 百业兴旺

父子情深
说理发

刘荣昌

百年百文 军魂永驻

第二届“曾在军旅”

“戎威杯”征文启事

漫步洱海边
谭金子

摄
影
王
香
菊

这个校训，是杨连第人生中第一次听到的做人大道理，新奇而又深奥，博
大而又精深，令他反复思索，为他日后为人做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学生生活是多么美好啊！但杨连第却只断续读书1年多便辍学了，原因
还是一个字“穷”。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父亲杨玉璞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十
二三岁的杨连第不得不为父亲分担一份责任。在其后的日子里，杨连第努力
帮着父亲挑担卖菜、推车卖鱼，割草喂猪、拾柴暖炕，有时也到村上卖苦力，为
人帮工种地。每天起早贪黑，过早地体会到了人世的艰辛。

三、14岁成亲
杨连第的父亲杨玉璞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农历正月，是个地道的庄

稼把式，种着18亩河滩薄地，还不时做些买麦小鱼儿的生意添补家用。1918
年31岁那年才与本村小他14岁的姑娘丁义珍成婚。

杨玉璞为人厚道，诚恳待人。1919年春节前的一天，他与好友、杨连第妻
子阎福珍的父亲（已难觅其名）小聚，酒酣耳热之际说起即将出生的孩子，很
为家中又要添丁进口而忧虑。阎说：“过日子就是过孩子啊，祖宗十八代不就
是这样拼死拼活延续到今吗！我倒有个建议，不知老兄愿听否？”杨说：“你我
兄弟，但说无妨。”“我家小女福珍，今年1岁，你要是生个丫头咱就做个干亲，
要是生的男娃咱就做亲家吧！”杨玉璞说：“那有何难？为兄我也高攀了，今后
你闺女就是我闺女，如果哪天遭了难，如果有一口干的，就绝不会让咱闺女喝
稀的！”就这样，杨连第尚未出生就定下了“指腹婚”。

杨玉璞的长子是1919年正月初四（2月4日）出生的。虽然贫寒，但对于
百姓人家，添丁进口毕竟不是小事，因此也不免请来亲朋好友庆贺一番。酒
足饭饱之后，应众人之邀，杨玉璞宣布为孩子取名叫“连弟”，连弟连弟，希望
他能“连着”带来更多的弟弟，以接续杨家香火，实现家族“人丁新旺”的梦
想。果然，在以后的日子里，杨连第的4个弟弟连奎、连生、连坡、连金相继出
生，其间还多了两个妹妹，真正为这个运河人家带来了
“多子多福”的欢乐，也让乡邻羡慕不已。 （未完待续）

英雄杨连第的故事
杨光祥

连 载

穆成宽传
胡曰钢 胡曰琪

第十二章德厚流光

悼词中提到：“穆成宽同志是一位历
经沧桑的爱国民主志士，长期从事体育
事业，致力于中国游泳事业的振兴和发
展。培育了大批人才。他为中国游泳
事业的发展献出了全部智慧和力量，直
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穆成宽同志于1956年在天津创建了全国第一所游泳业校，先后为国家培养和
输送了一大批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根据他生前的多次申请入党的要求，以及他
的功绩，由河北省体委党组织报经河北省委批准，追认穆成宽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
1988年1月9日《体育报》在头版头条刊发消息：培育游泳人才功绩卓著，穆成宽追
悼会在石举行“他那种不为名、不求利，只图为国争口气的精神，唤起后代人们对他
的无尽思念。在石家庄的追悼会上，人潮拥至，肃穆庄重，望着他的遗像，随着哀乐
的低徊，泪流成河。”远在各地的亲朋好友、弟子、教练们得知噩耗，悲痛泪下。很多
弟子、学生和穆成宽的感情已经胜过了师生关系。

穆成宽为了游泳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他的弟子、学生遍及世界各地，成为游
泳事业的栋梁。为了表达对穆成宽的追思心情，1988年6月 5日上午10时，全国
游泳工作者在天津市第一回民公墓，为穆成宽重修墓碑举行揭幕仪式。碑铭由勾
真撰文：

穆成宽同志，天津市天穆村人，回族，中共党员。自幼习武，酷爱体育，擅长
游泳。三四十年代，曾多次获天津和北平的游泳公开赛、自行车赛多项冠军。
在天津市万国游泳比赛上战胜西人名振泳坛，为华人吐气，并打破过四百米自
由泳的全国纪录。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任游泳教练工作，在津创建了全国第一
所业余游泳学校。在天津市和河北省为国家培育出一大批青少年优秀运动员，
有世界纪录创造者、世界冠军、全国冠军、优秀教练员、裁判员等，均已成为我国
泳坛的栋梁。桃李满天下，含笑在九泉。穆公的一生，为振兴中华体育，发展我
国游泳事业呕心沥血，献出了全部智慧和力量，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精神高
尚，我为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