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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草花苑

最后的法国梧桐

职工篆刻

冶炼厂 张勇

有记忆的时候， 我家老房子门前有两棵法

国梧桐，它们有着很粗大的树干。 奶奶说是父亲

从铜山口矿路边的树上掐下两枝，插泥生根，植

土成活。 它的枝叶， 已经密密匝匝覆盖了奶奶

家、我们家和细奶家黑瓦的半边屋顶。 那时夏天

没有电扇，我们家常常放了竹床于树底下，姊妹

几个和母亲常常端了饭碗来，边吃边聊天。 我有

时中午平躺在竹床上听着蝉鸣， 仰望浓密的树

叶，想着一些小孩子的心思。 天空是看不到的。

母亲也常坐在树下的门槛上把豇豆掐成一截一

截的，把辣椒剪成一片一片。

灰白的树干上，有小刀一刀一刀刻下的字，

估计是哥哥信手拈来，什么字记不大清楚，似乎

是个 “肖 ”，一道道的刻痕 ，使树有了沧桑的感

觉。 有一年，树叶飘落的季节，我掉进了村口的

池塘，一身水淋淋被带回家，母亲在树下用树叶

燃了一堆火起来，不知何故。 小时候，我们要是

哪个掉进了茅厕的粪池子里去， 母亲就要去别

人家“化米”煮来吃。

我们湾子那一片，除了我家，我几乎没有看

见过梧桐树。 我出嫁后的不知哪一年，因为两棵

树太高大，危及了老房子的生存，就被砍了，砍

时很费了一番周折。 当我突然想看看时，已经没

有了机会。 前几年拆了老房子做宗祠，两棵树的

记忆更是无所依附。

那些年， 铜山口矿的几条宽阔的水泥马路

两边，都有着两排高大的法国梧桐树。 炎热的夏

季，从烈日里走到俱乐部旁边那条大马路，高大

梧桐树的浓荫下，空气凉爽无比。 知了一阵高过

一阵的鸣叫很热烈， 其中一棵大的梧桐树下有

一个蓝色铁皮小房子， 是铜山口矿冰棒的兑换

点。 当时的铜山口矿，是大冶陈贵、刘仁八、灵乡

那一带的中心，它有一个俱乐部，还有文化室、

澡堂等生活娱乐设施， 更有来来往往穿梭于梧

桐街道上的采矿工人， 他们南腔北调的语调使

得这片土地漂荡着一股不同于乡野的气息。 飘

落于地上的梧桐树叶，日日有清洁工清扫。 铜山

口矿虽然被山和村庄包围， 可是它看起来更像

个小城。 我想，大冶有色的几大矿山大体都有着

相同的格局，有着同样的法国梧桐大道。 这些矿

山的存在， 给偏僻濛昧的乡村带来了思想和心

灵的冲击。

新下陆的下陆大道两边， 我开始新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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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也有着很多的梧桐树，高高大大，夏

日时一片绿荫。 车站的站牌上方，总有梧桐树大

大的树冠，为南来北往候车的人遮风挡雨。 秋风

飒飒时， 梧桐叶飘落在深夜的街上时有着很响

的声音，秋天就是在那个时候不经意地来的。 下

陆沿街的房子，多是涂着那种土黄的颜色，身影

隐约在梧桐的叶子里，倒是别有景致。 位于下陆

大道繁华路段的大冶有色办公楼， 现为黄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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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历史建筑之一，恍惚记得，它的正门两边，

以前也都是法国梧桐。 足球场旁边的东村小区，

四处也是梧桐树。 设若有“梧桐居”或者“梧桐

街”的名字，仿佛在中国一段年代的很多城市里

都会很合宜，也很诗意。

后来，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善，法国梧桐

的满城飘絮和一地残叶使它们在城市建设中逐

步淡出。 下陆大道那一块， 梧桐树被砍伐完以

后，因为新种的树木还没有成材，每每夏天于下

午三点钟去上班的路上， 人真的是要晒脱一层

皮，这样惶惶过了几个夏天，十年树木之难终于

深有体会。 梧桐树消失以后的街道，终究来了香

樟树，来了玉兰，还来了别的不知名的树种。 有

一种树，树干修长挺直，在秋冬季节里也有着很

漂亮的叶子，那是一种精致的漂亮，把整个市郊

公路都燃得亮闪闪， 不会让人在秋天里引发愁

绪。

然而，我还是怀念那种叫法国梧桐的树。 一

条老街，一排陈旧的红砖楼房，或者一堵灰色水

泥的围墙外，三两棵老的梧桐树下，一地飘落的

蝴蝶般的落叶，走过三五个提着菜的老太太。 那

是一座老城几个时代的记忆， 过往的隧道之门

也会在梧桐树下开启。

有一次， 我惊喜地在黄石市内的船码头那

一带发现几棵高高大大的梧桐树。 一个下雨的

黄昏，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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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灯红酒绿之后，突然想去

看一看船码头， 没想到就看到了一条路边的几

棵梧桐树。 居然有一片几十年前的老地方，几座

老房子， 高大的梧桐树当然是有的。 冷雨梧桐

下， 一地飘落的红的黄的落叶， 厚厚的湿了一

层，一段很久很久以前的老时光，就那样撞入眼

帘， 一座老城的记忆突然就像一滴浓墨落入白

瓷的水碗里，一点一点地洇散。 船码头依然旧时

容颜，上了锁，隔着铁的栅栏，可以看见一条客

船。 它连同船码头，连同高大的梧桐，蜷缩在历

史的角落， 在我面前纵横成一个城市庞大的记

忆根系。 一座城市，让古老和现代共存，可能更

有底蕴和温度。

再也难以看见法国梧桐，在南京，却有一条

令人深醉的“梧桐项链”，环绕了整个南京东郊

风景区。 在秋日阳光下，这条巨大的“金色项链”

把南京紫金山缠绕得妩媚动人。 据传，法桐实名

“悬铃木”，有一铃、二铃、三铃之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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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由法国传教士在南京石鼓路种下第一棵“三铃”

悬铃木，后逐渐被广为栽植。 为迎接孙中山先生

的归安大典， 当时南京市政府修建了从下关码

头到中山陵的迎宾大道， 种植两万棵法桐以示

纪念。 深秋时节，空中俯瞰南京紫金山，六朝古

都的南京郊外， 一条举世无双的金色 “梧桐项

链”迂回绵延数里，令人惊叹。 三两棵的法桐，在

秋日的冷雨里，会给人沧桑寂寞的感觉，而栖满

了秋意的大片法桐，在秋日的光芒里，却似凝固

的浪漫和美丽的爱情表白，精美绝伦。

如果要看梧桐的美艳，非得去秋日的南京。

而我， 更想在一处冷雨梧桐下看一地飘落的红

的黄的叶，让蓦然的心思，寂寞了一场梧桐雨，

从而让一些陈年旧事和一些老地方在某处浮

起。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 梅晓艳

生于乡野间的蚕豆 ，处理一下便有一个

十分风雅的名字———兰花豆。

怎么处理成兰花的样子，有讲究。

我还记得小时候 ，母亲常常自己制作兰

花豆，为父亲佐酒。 将干蚕豆以水浸之，待吸

水泡胀后 ，清水漂净 ，再用剪刀将豆瓣尾部

剪开。 沥干水后，下油锅炸。 蚕豆一入油锅，

在油中翻滚 ，剪过的豆瓣渐渐炸开 ，翻成花

形。 炸至色泽微黄，捞起出锅，晾凉后撒上盐

抖匀即可。 夹一粒兰花豆入口 ，嚼得满口酥

脆，味道颇不赖。 市井间的小菜，点缀着寻常

人家的饭桌。

父亲年轻的时候酷爱以兰花豆就酒 ，母

亲也常做 ，泡豆 、挑豆 、剪豆之类的活儿 ，我

做得十分熟稔。 每每晚间，或工作结束，或打

鱼归来 ，父亲困乏的时候 ，母亲除弄上几个

小菜， 再给父亲端上一碟自制的兰花豆 ，倒

上一盅酒。 甚至有时候就只有一碟豆子 ，父

亲坐在桌前，有滋有味地就豆下酒 。 还故意

冲我们咂么嘴 ，豆子嚼得嘎嘣响 ，红黑的脸

上透着陶醉、惬意。 那神情，仿佛尝到了什么

无上美味。 蚕豆本就平常，兰花豆也不是什

么稀罕吃食，再好吃也不过如此 。 何况剪豆

子时间长了 ，手指被剪刀磨得痛 ，实在不是

什么好体验，更加不觉得这平平无奇的蚕豆

有什么格外吸引人的。 我不禁怀疑 ，老头这

样，怕是故意“欠”我们。 再“欠”也吸引不了

我们，通常，我们姐弟仨齐齐瘪嘴回应父亲 ，

以示不上当。

那时不懂得生活的艰辛 ，体会不到父亲

故作轻松背后的辛劳。 用兰花豆解乏下酒 ，

也是条件所限。 而后求学、工作、结婚 ，我们

姐弟仨相继离开家 ，分散各处 ，难得聚在一

起，陪父亲用兰花豆下酒的机会越来越少。

有一次去卤菜店买菜的时候 ，看到制作

好的兰花豆 ，一袋袋包得整整齐齐 ，和花生

米一起，摆放在柜台靠墙的位置。 不像卤鸭、

鸭脖 、卤猪蹄 、牛肉 、鸡翅等 ，放在显眼的位

置，甚至不及那些卤藕、千张等有地位。 不由

想起当年和母亲一起给父亲制作兰花豆的

情景，遂买了一包。

回家倒在盘子里 ，尝了尝 ，应该是给了

不少调料 ，味道很浓 ，却不复记忆中自家做

的味道。 人到中年，为生活奔波，渐渐理解了

父母亲当年的不易。 兰花豆就酒解乏 ，不过

是物质匮乏时的选择。 而他们用假装很好吃

的满足感 ， 让我们心安理得地去吃更好的

菜。

豆子很脆 ，嚼得嘎嘣响 ，偶尔吃到一颗

稍硬的豆子，我的牙齿竟然败下阵来 。 猛然

想起回娘家时，父亲基本上不碰那盘油炸花

生米，从前那可是仅次于兰花豆在他心中地

位的下酒小菜。 明明炸得刚刚好，又脆又香，

他却非要吃炸得很枯的花生米 ，我还嫌他饮

食不健康 。 是我疏忽了 ，父母老了 ，牙齿松

动，吃不了硬东西。 而久已不上餐桌的兰花

豆了 ，因为比花生米更难嚼 ，而早一步被冷

落。

吃不动兰花豆没关系 ，苦日子早就结束

了 ，不需要它来忆苦思甜 ，总有更好的东西

替代兰花豆给父亲下酒。 贵也没关系 ，还有

我们姐弟仨。 我们要做的，就是常回家看看，

多陪伴， 给他们做又软又酥的美食下酒 ，替

代兰花豆。

再见，兰花豆。

兰花豆

笔下风景

提到“匠人”，你想到的是什么？ 德国和日

本两个国家的工匠，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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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大国工匠》，对于当前的我们来讲，或许是

遥不可及的。 但是在人人皆可创新的时代里，

其实匠人离我们很近。 从湖北工匠宋幸福的

“匠心”中，我看到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

新时代最优秀的匠人。

黝黑的面庞，瘦高的个子，笔直站立在台

上，脸上始终是带着微笑，将学员们亲切称呼

为“师弟”“工友”，不停歇和学员们进行互动，

分享着一个个故事，巧妙灵活运用着生动形象

的手势，鼓舞着学员们坚守工匠之心勇做敬业

之人，立志成为新时代最优秀的工匠，积极努

力为企业发展增添亮彩。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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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

日的公司

新型学徒制培训班开班典礼上，宋幸福谈及个

人“匠心筑梦”的历程，令我感触颇深。

作为一个真正的匠人，必然是要永葆一颗

精益求精向前看的“匠心”。 简单来讲，我们可

以理解为“初心”，为国家、企业、社会发展创造

价值，为前进路上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为人

类明天更美好而不懈努力奋斗。 关于“匠心”的

理解，在《匠人》这本书中是这样说的：“它是一

种持久的、基本的人性冲动，是为了把事做好

而把事做好的愿望。 ”在生活和工作中，我相信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把事做好而把事做好的

愿望，但更为重要的是，诸位一定要付诸实践

行动去完成，不要因为害怕困难和想到失败而

畏惧前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成功只会留给

带着“匠心”做到知行合一的匠人。 湖北工匠宋

幸福在讲到个人“匠心筑梦路上”的初心时，谈

到很重要的三点：一是要有严谨细致的工作态

度；二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三要有攻坚克难

的劲头。 在一个多小时的开班典礼会上，宋幸

福一刻也没有停过，将每一个荣誉路上的艰难

历程，满腔热忱地同我们分享。 当他每一次谈

到困难的时候， 总是不忘嘱咐我们要勇往直

前，多钻研多思考。 他说当问题迎刃而解的时

候， 那一种成就感和享受感会让人感到幸福，

并且相信我们以后一定会感受到的。

作为一个真正的匠人，必然是要拥有一颗

热爱生活、脚踏实地向前走的“匠心”。 借用我

们常说的一句话，生活来源于艺术，而艺术高

于生活，那么生活是什么呢？ 生活是指人在自

然界的一切活动，例如我们每天的吃饭、工作、

休息等等。 那么艺术又是什么呢？ 艺术是通过

一定的手法或巧妙的构思，给人带来的美的感

受，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齐白石画虾，以及文

与可画的竹子，他们都是从生活中去探索发现

而运用到艺术层面上来的。 不得不说艺术贯穿

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每个人要做到的

是热爱生活，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只有当我们

去品味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生活才会赠予我们

一分一毫的奖励，才能够让我们在脚踏实地的

工作中愈发走向成功。 在湖北工匠宋幸福的

“匠心筑梦路上”，发明银锭浇铸捞渣勺是看见

母亲煮饺子灵机一动想到的，实现中频炉升级

换代和发明银电解槽尾阀加阳极保护方法是

每日每夜团队辛苦努力付出，各种深钻书本理

论知识、结合生活中的经验完成实现的。 “行百

里者步九十，愈是最艰难的时候，愈要坚持走

下去。 ”在那天下午，宋幸福讲得最多的一句

话。 他将大冶有色比喻成为大浪奔涌，勉励在

场学员要具有澎湃激情和英勇向前的动力逐

浪前行， 告诫在场学员在遇到穷途末路的时

候，要不忘初心攻坚克难，在逢着最难最苦最

累的时候，要相信前头万木必然逢春，在获得

累累成果名誉的时候，要坚定不移行走在改革

创新发展道路上。

作为一个真正的匠人，必然是要拥有一颗

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勇于创新向前

冲的“匠心”。 那么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我们

如何能够更好地实现这个愿景？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

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

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

新。 ”可以说，创新活跃因素就存在于我们身边

每一个有人的地方，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而创

新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挖掘的。 谈及宋幸福创

新工作室时， 宋幸福和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

在开展电银粉质量攻关阶段，中间有一个环节

让宋幸福团队百思不得其解，这时候车间里面

有一名员工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解法，宋幸福团

队攻关组试验后果然是正确的，最后这个员工

留在工作室，用个人的聪明才智，屡次贡献出

独特的见解和看法，帮助团队更好更快走在创

新发展的道路上。 正是因为宋幸福秉持生活处

处皆有创新，人人皆可创新，他们才能够在这

条路上走得这么远，其实每个人在生活和工作

中也可以做到的， 只要我们带着发现美的眼

睛，就不难发现创新其实也是一件小事，哪怕

是微不足道的，你认真将其做好，在慢慢养成

时时创新的习惯时，那么大的创新找到你的时

候，你自然而然不用害怕，因为答案就在你的

心中。一星陨落

,

黯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

,

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失败，不能够阻挡你

向前创新的脚步，努力向前冲，做我们自己人

生的工匠。

君可见，湖北工匠宋幸福，在冶炼行业中

屡次精益求精，用勤劳双手打磨缔造一个又一

个“匠心制造”，优秀成果惠及国家、企业、社

会、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驶向全面改革创新发

展的深水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也能够勇做有

色“弄潮儿”，当好守正创新排头兵，誓为有色

工匠状元，以匠心铸造有色万里长空。

○冶炼厂 邱超

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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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

珍惜粮食

○冶炼厂 肖爱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