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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死亡的威胁，动物都有求
生的本能，或反抗，或躲避，以保全
性命。植物有这种本能吗？常识告诉
我们，没有。然而，有一件事改变了
我这个观念。

前些年，生态城市的概念刚刚
引进国内，南方某大城市率先提出
“大树进城”计划，耗资数千万元从
郊区和邻近地区移植数万棵大树进
城，装点新建的城市广场。一时间各
地纷纷跟风，不知有多少古树大树
千里迢迢从深山老林运抵繁华都
市。这些在城市落户的大树似乎也
给城市带来了某种风韵，既营造出
了古色古香之美，又能快速产生绿
化功效。

家乡那个小城也准备建一个城
市广场，领受了任务的有关部门，立
即派员在境内四处打探，寻找够资
格进城的大树。功夫不负有心人，果
然找到了几株比较理想的“农转非”
对象。其中在某山中发现一棵宋代
的榔榆古树，树高20多米，树干直径
将近一米，树冠密实阔大，犹如一柄
巨伞，真是天赐的吉物。听着“树探”
们绘声绘色的汇报，领导们喜笑颜
开，似乎已经看到了大树进城后给
城市风貌带来的可喜变化。

当时，民间已经出现了一些不
同意见，有的说“大树进城”是官员

们追求政绩，急功近利；也有的说
“大树进城”违背了“树挪死”的规
律，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更有生活
困难的老人感叹：做人不如做树，做
老人不如做老树！也有专家撰文指
出：成年大树适应能力低，在移植过
程中主根和根系以及主枝树冠大部
分被切断，如果水土不服，加上移植
技术不过关、管理不善，极易死亡。

于是，家乡的父母官们及时指
示：一是要严格遵照有关法律政策，
为大树进城办好相关手续；二是派
人到南方有关城市考察，学习有关
经验做法和移植技术，确保成活率；
三是如果因移树给当地农民造成经
济损失，应适当给予补偿。
领导指示自然被一一认真落实。

在做好了大量、细致、周密的准备工
作之后，大树进城工程启动。头天晚
上，有关领导亲自考察了各项准备工
作的落实情况，看到城市广场中等待
大树到来的树坑已经挖好，大型挖掘
机、大吨位吊车和拖车、洒水车有条
不紊地排列着，包扎树根的塑料膜和
绳索等等也一应俱全，参与人员也都
作了必要的培训，只待第二天出发去
移植那棵古榔榆树。

怪事，或者说是奇迹，就发生在
那个无风无雨，既没有电打，也没有
雷劈的平静夜晚。

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可察，当夜，
那棵巨大的古榔榆树自焚而死。焚
烧得相当彻底，从树干到树枝树叶，
烧得干干净净，只在靠近地面的地
方留下了一圈烧焦的树干的轮廓。

据人们事后分析，火，应该是从
古树的内部烧起来的，因为现场散
落着一些粗糙的未被烧掉的树皮。
还因为焚烧进行时无声无息，无人
听到什么，也无人看到什么，只有一
缕淡淡的青烟，在夜色的掩护下飘
散而去。

于是民间就有了很多传说：说
那棵千年的古榔榆已经成了树精，
知道自己难逃此一厄难，就想，反正
是一死，与其死在空气污浊、人声嘈
杂、环境恶劣的地方，与其死前还要
经受挖根、断肢的痛苦，与其慢慢死
去，与其死后还要遭受不可预知的
种种羞辱，还不如干脆利落地死，死
在这风景秀丽的山中，死在自己出
生和生长了一辈子的地方。所以就
平静地选择了自焚而死。

另有一种说法：那天夜里，其余
那几棵被选定了的大树，一起来找
这棵树中长者，跪在古树面前，求他
给指一条生路，他老人家（指古榔
榆）沉思良久，捋着长髯缓缓说道：
各位这次均无虞，大可放心回去。大
树们还不放心，追问：是何办法？古

榔榆曰：天机不可泄漏，明日
就有消息。结果他老人家选择
了以自己一死来发出警示的方式，
阻止了这次大树进城工程的继续实
施。

事实也确乎如此，古榔榆自焚
之后，无人下令，大树进城的工程停
止了，后来家乡的城市广场上栽种
的是一些幼年小树。如今也已经是
绿阴匝地了。

我偶尔听到这个故事，是在这
事发生两年之后。我回老家看望老
母亲，顺便去探望在文物保护和旅
游部门任职的几个老同学，吃饭时
谈起了这事。听着讲述，我眼前似乎
看到了那位焚烧自身以救众生的古
老树精。正巧在场的一位朋友刚刚
领人去过那个地方，我当即要他带
我去现场。

几个人驱车在乡间小路上东拐
西折之后，来到东南县境上的一座
山中，然后下车步行，拐进山阴处的
一个山坳，眼前顿时一亮：光秃秃的
山中竟然藏着一处面积不小的林
阴。这山不高，也就海拔两百多米，
没有峭壁，没有飞瀑，舒缓的山势环
抱着这片绿阴，自然，娴静。驻足环
顾，有凉爽的清风迎面而来。

朋友指着一处灌木丛说：那棵
古榔榆就在这里。

虽已过两
年，火烧的
痕迹仍历
历在目，
在靠近地
面的地方果然留有一圈烧
焦的树桩的轮廓，几片烧焦的树皮
散落在近旁的地上，很是醒目。

我走近观看，突然有了新的发
现，那片稀疏的灌木是从烧焦的树
桩上生发出来的！

我惊喜地招呼朋友：你来看，这
灌木的叶子是不是榔榆的叶子？

朋友摘了一片叶子在手，细细
地看着，说，那边还有一棵同年代的
榔榆树。边说边跑过去比对，果然是
榔榆树的叶子！那棵千年古榔榆树
重生了！他用自焚其身这种极端的
方式为自己留下了生命之根。

此情此景，让人不由想起壮士
断腕求生的惨烈，想起那只浴火重
生的凤凰。古榔榆壮烈的自焚，是对
人类愚昧行为的抗争？抑或大自然
赋予古榔榆的本能的生存智慧？

环立于新生的榔榆树丛前，大
家静默着。

德国波茨坦有一座著名的磨
坊，在它背后隐藏着一段著名的故
事——— 18世纪70年代，德皇威廉一
世在波茨坦建了一座行宫，这座磨
坊挡了他的视线，赎买不成遂下令
拆除。磨坊主一纸诉状将德皇告上
法院，法院竟判德皇败诉，并要其
将磨坊恢复原样。这段故事被称为
世界宪政史上的经典案例。

以中国历史之悠久，任何一件
好事，都不会让外国人所专美，于
是有网友撰文称，在公元8世纪初
的中国唐代，也曾发生过一件磨坊
案例，可说是德国磨坊故事的姐妹
篇。其实，这案例哪里是什么“东方
姐姐”，简直就是“东方姥姥”，中国
的磨坊要比德国早上 1000 年。

有了这样的报道，少不得又要
费一番搜罗爬梳的稽古功夫。果不
其然，《旧唐书·李元纮传》的确就
有这样一段故事。为免失真，照录
如下：

元纮……累迁雍州司户。时太
平公主与僧寺争碾硙，公主方承恩
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纮遂断
还僧寺。窦怀贞为雍州长史，大惧
太平势，促令元纮改断，元纮大署
判后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终无
摇动。”竟执正不挠，怀贞不能夺
之。

这个故事与德国的磨坊故事
的确有点像。首先，双方争执的标
的都是磨坊。“硙”即“磨”，“碾硙”
也可称为“碾磨”，太平公主强占僧
寺的这个“碾硙”，疑似“磨坊”。其
次，双方当事人位高权重，一位是
德国皇帝威廉一世，一位是权倾一

时的太平公主。再次，双方都碰到
一位刚直不阿、不畏权势的执法
者，一个是波茨坦法院的法官，一
个是雍州（唐代长安及附近地区）
司户李元纮。然而，两则故事的区
别似乎更明显。

不知上面所说的威廉一世，是
不是曾担任过普鲁士国王和德意
志皇帝的威廉·弗里德里希·路德
维希？当时的普鲁士或德意志虽然
也是封建国家，但有议会，有宪法，
带有君主立宪性质。而唐王朝就不
同了，当时中国封建社会正如日中
天。唐王朝虽然也有堪称完备的
《永徽律疏》，但在专制政体下，既
然“朕即国家”，国法无异于皇帝家
法，所谓“口含天宪”、“言出法随”，
即此之谓。这太平公主更不是等闲
之辈，她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
女儿，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的胞妹。
此人不光生活上极其奢靡，政治上
更是极其强势，一度朝中“七位宰
相、五出其门”，故有人称其为“武
则天第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别
说她不会把法律放在眼里，就是皇
帝也如同衣服，说换就换，她曾亲
手将殇帝李重茂拉下龙椅，甚至差
点废掉太子李隆基、毁了后来的
“开元盛世”。二则德国的磨坊案是
通过法院审理作出的判决；而中国
的磨坊案，则是由地方当局分管户
口的部门领导李元纮作出的行政
处理，这在制度设计上与法治根本
没有关系。在中国古代，地方政权
似乎是行政司法合一，没有如今的
“一府两院”、“五大班子”；地方官
很重要的一项职责就是升堂问案，
不 似 今 天 的 书 记 县 长 更 关 心

GDP。三是双方对处理结果的态
度。引文称，在法院将磨坊判归原
主后，败诉一方的德国皇帝说了一
句掷地有声的话，那就是：“风能
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段话
虽然不知原始出处，我总认为是一
种误引，网络搜索的多数指向，系
出自18世纪一位英国首相威廉·皮
特之口）然而，中国磨坊案处理后
“败诉”一方的反应如何呢？李元纮
的顶头上司——— 长史窦怀贞惧怕
太平公主之权势，逼迫李元纮改变
决定，李元纮义正词严，在“判决
书”后面写下了一句豪言壮语：“南
山或可改移，此判终无摇动。”已经
成为历史成语的“南山可移，判不
可摇”，的确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
与法制价值，尽管李元纮的行为并
非当代意义上的法律判决，但它所
追求的公平正义应当高于权力、地
位的从政理念，向为世人所称道。
李元纮的理念是坚定的，他的顶头
上司“怀贞不能夺之”，由于李元纮
的决断丢了面子的当朝最有权势
的皇太妹太平公主是否“夺之”，史
书不载，就不好妄下结论了。

作者感叹，这座磨坊历经几代
统治者，像纪念碑一样屹立在德国
的土地上，至今给世人留下深刻的
启示。而我们的磨坊———“碾硙”
呢？实物是找不到了，为什么不能
把它从古书中请出来，并让它闪亮
登场呢？这意味着公然呼吁地方官
制造假文物。然而，一些地方官可
以批量制造包括西门庆在内的假
人物、假古董，却不愿制造李元纮
这样无视官场规则、鼓励权力制衡
的另类“楷模”。

老树求生记

中德磨坊之异同

□刘亚伟

生活直击

已经成为历史成语的“南山可移，判不可摇”，的确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与法制价值。

古榔榆壮烈的自焚，是对人类愚昧行为的抗争？抑或大自然赋予古榔榆的本能的生存智慧？

闪友

关于“友”的分类是越来
越精细了。益友、损友，这是孔
夫子的分法，牌友、赌友、酒
友，大概就是传统的“狐朋狗
友”的与时俱进型。都是友，说
不定在必要的时候还能派得
上大用场。人在江湖，老实说，
没有几个两肋插刀的朋友，还
真 混 不 开 。近 来 又 得 新 名
词——— 雅友。就一个“雅”字，
其意不言自明。我想我也该为
“友”做点贡献，比如创造个
“闪友”，如何？由“闪婚”派生
而来。婚姻都可以像闪电一样
发道光就没有了，朋友就更应
该再加上一个“闪”。

而今交友的途径多得没
法说，撇开现实世界，网络为
我们交友可是提供了不小的
便利。就因为太便利了，人总
是希望得到最好的，不合胃
口的理所当然地要闪到一
边。网络是虚的，虚也可以发
生质变，约定见一个面，这就
是来实的了。要么见光死，要
么见光发出异样的光芒，网
恋无疑属于后者。网恋一开
始不就是从“友”那个染缸里
打了一个滚儿，随后互相娱
乐，再就是海誓山盟一阵，尽
管心知肚明那是假的，高兴
就好。结局也基本相同，能闪
电一样与你生生死死一番，
为什么就不能与别人重复同
样的情节？又凭什么就相信
你出于一分真诚，要真诚，就
不该擦出不该擦的火花。

该闪的可能还不仅仅是
能不能对上胃口，感觉不那么

新鲜了，换一个吧，反正现在
搞歃血为盟的事情大概绝迹
了，像桃园结义那类故事，也
只有从经典里去找了。朋友是
什么？既不共一个锅台，又不
会共享钞票，想起来了，打一
个电话，过来一块喝杯酒聊聊
天，也就是在大脑里出现的频
率比普通人多一点。在我看
来，时下的朋友，区别于非朋
友的，可能就是要多担一点来
自于朋友的闲话。你能保证没
说过你朋友的一句闲话？你说
你没有，那才叫真虚伪。

那也就是说，交朋友不
是什么了不得的庄重的事，
不管人品如何，先交了再说，
没有承诺，不必对什么负责，
离婚还有点财产什么的纠
纷，开除一个朋友，就没有那
么多繁琐的程序。其实用“开
除”显然言重了，不理睬就行
了，或者口头说咱俩是朋友，
心 里 一 连 串 地 说 着“ 呸 呸
呸”，当初又没有订一个协议
什么的，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吧。我发现有不少人都是这
样做的。一根筋认死理的人
想必也是不多了吧。这世上
最不靠谱的关系莫过于朋友
关系了。是亲戚，你想不来
往，在理由站不住脚的情况
下，那你就得准备着接受舆
论的谴责。和朋友变成普通
关系，就一个字：闪！你想这
么做，肯定没有谁来找你的
麻烦。你想这样做，就是想少
一点麻烦。别让自己绑住了
自己的手脚，闪开吧，你！

□范方启

闲情偶寄
风过留痕

□安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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