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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古树树比比母母

沈欣

我见过的古迹不多，去过烟
台宫家岛的张桐人故居。作为书
法家、慈善家的桐人先生，只留有
一处匾额为“邀月”二字的墨迹，
其余尽遭破坏。桐人先生为宫家
岛小学捐款助教，所立石碑惨遭
破坏，残缺的碑石早已做了民宅
基石。还是在桐人先生的后人张
寿基先生的指点下，我花费了半
下午才找到汉白玉做的石碑的残
块。虽然村民每天都从这里经过，
却熟视无睹。

我看见了刻在碑上张桐人先
生的名字，打量着，思索着，如果
没有张寿基先生的留心，村民根
本早已忘却，一切的功德都被埋
进了岁月的沙土里。作为后人谁
会感恩戴德去纪念一个曾慷慨解
囊的慈善家，恐怕校史上也没记
载吧！我们的孩子知道吗？我们心
安理得地接受给予，叩问我们的
良心还能安宁吗？看看碑上的字
迹，没有因为风霜侵袭而灰暗，相
反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晶莹的

光泽，依然洁白如玉。
再就是笔者到莱山区远陵夼

采风，听说那里有白姑塔的遗迹。
还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冷雨扑面，
寒气逼人。我踩着土路一个人上
山，正不知道去向，碰巧遇到一位
初姓老人，就住在山坡下的平房
里。老人问我：“你是来给老家树
碑的吗？”听说我的来历，老人拿
着手锯，锁上了门，就带着我往山
上走，一路是荆棘和杂草，老人的
背虽然有些驼，但走起路来步伐
矫健。

我一路跟随着老人的足迹，
看样子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
熟悉。雨时缓时急冷冰冰地落在
头发上、脸上。我给老人打着伞，
老人说不用。老人拿着手锯，在前
面给我开路，遇到挡路的枯枝藤
蔓都用手锯割断，真有些披荆斩
棘的气势。到达目的地，白姑塔的
遗迹已显现在我的眼前，几方土
堆，一堆乱石。老人逐一给我介
绍，哪块石条是进大殿的台阶；哪
处是正殿；哪一处坑是关老爷塑
像的底座；哪是过去后院种菜的

地方。走到一棵扁柏树下，老人告
诉我，这棵碗口粗的扁柏有三百
多年了(经笔者验证不是如此)。

多次和老人交谈，老人听力
不好，但谈起白姑塔来，还是兴致
勃勃地说，村里到牟平赶集，出了
牟平城西就能看见此塔。过去年
轻后生赶集迷了路，随行的老人
就会提醒，顺着远处的白点(白姑
塔)，就能走回家。一传十，十传百，
大家都知道白姑塔的名气了。

老人送我下山，我说：“咱村
都建新小区了，您怎么不去住
呀？”老人说：“跟这习惯了，刚才老
伴还给我蒸的干粮呢，你进来看
看这里什么都不缺！”进了院子，
有好几个拼凑起来的玻璃房，种
着一畦一畦绿油油的韭菜。一进
老人的家门，就看出好久没人拾
掇了。家里用品简陋，炕上连一个
像样的铺盖都没有，虽然冬天刚
刚过去，我不知道古稀之年的老
人是怎么熬过这一冬的！老人指
着马路对面那片地，无不骄傲地
说：“这是我开出来的地，今年又
可以种花生和地瓜了。”走到一个

水坑边，老人说：“这是我养的鱼，
都有一尺长了，这个水坑怎么旱，
水源也不会枯竭……”

当我想告别老人，老人把他
老伴的手机号码给了我，说有事
还找他。老人送我走远了，我向后
回望，还能看见白姑塔遗迹的那
棵扁柏，葱葱郁郁地挺拔着，想着
老人说：“等过上半个月，这里
梨 花 白 ，桃 花 红 ，可 好 看
了……”如果那塔还在，这里
就不会是这样寂静，有许多脚
印会踏平此处。不知道生活在
城市边缘的老人，守着无塔之
塔能守多久？他所记忆的有几
个人能了解，老人唯一的心愿
是能够把塔修起来。随着时间
的推移，塔没了，扁柏又将何去何
从？守着无塔之塔，老人是否更加
孤独？我不忍继续猜想……

我们的大脑储存的东西越来
越少，可以忘记的越来越多，我们
的家园需要更多的烙印。本土的
历史文化，要在我们每个人的心
中有印迹的，让我们懂得接受的
同时能学会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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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松

龙山，位于蓬莱市区东南方
向三十余里。海拔高度不过四百
米，却是方圆几十公里的最高点，
是一个一山望三县的地方。东看
虎山风电，南观艾山山脉，北看蓬
莱、长岛仙境，西眺黄县、渤海。

山脚下村庄密布，多安详静
谧，透露着一股乡村生活的恬美。
碧绿的池塘，探出墙头的柿子树，
挂满扁豆佛手瓜的藤架，突突作
响的手扶拖拉机，闻声而出的老
妪，熟悉的场境更是添加了些许
温馨的回忆。通往龙山有很多成
熟的山径，南部更有石板铺成的
机动车道。我们选择了自东北方
向沿山梁子上山，初始没有找到
路，吃尽了荆棘遍布的苦头。

事实上，小时候我们经常去
龙山，或者去游玩或者去割棘子，
因为棘子好烧火做饭。我们附近
的小山都已经被割尽，所以不辞
辛苦去距我们村约5公里的龙山
收割棘子，不仅仅是割棘子，更为
重的是赏景、钻龙洞。那时候，我
们只感觉意趣盎然，无比兴奋，豪
情满怀，自有一种别样滋味在心
头。

现在，龙山顶已经架设了电
视塔以及信号塔等，从而极引人
注目。

一路上坡，周围村庄稀疏，到
四公里处，山路两旁树林见稠，松
林不时显露着它峭拔的身影。越
走林色愈浓，茂密苍劲的树林北
风吹得呼呼作响，到处是林，满眼
是树，只有顺着跃上的山路向前
瞅才略见晴空。我们被绿色的世
界包围了，仿佛自己融汇其中。

山顶四周被高大浓郁的针叶
云、松林所屏围，郁郁苍苍，像堵
碧色城垣挡得严严实实，这是在
山下不易见到的景观。因此只能
抬头看天，望断云霄，碧落灵透，
伫立凝视，颇有点飘飘乎凌空登
山的味道，在这里观光周围的山
川形胜，那是办不到的。真没想到
会当凌绝顶，却不能舒展一下一
览众山小的情怀。我想：只缘身在
此山中，不见龙山真面目嘛！这实
在是一种与常规反差极大的新经
历。

于是，我们在这山顶开始遨
游。空气益显新鲜，林下杂草野花
丰茂，蜂蝶竞舞。静静躺在那儿不
言不语，谁曾想到这就是当年石
破天惊愤怒喷射过黑黑的熔岩。
正当游兴方酣，突然乌云压过来，
谷风乍涌，山雨飘洒，雨林中的龙
山碧黛妩媚，沙沙鸟唱，另有一番
姿色和韵趣，但为时不久，又是云
淡晴空。清新的雨露促使我们颇
浓的游趣猛增几倍。

站在主峰绝顶，眼前境宇开
阔，蓬莱城的高楼大厦及周围山
村尽收眼底，甚至能隐隐约约听
到渤海的滚滚涛响，但见碧峰如
屏，千嶂逶迤。我们沿着崎岖潮湿
的草径下到陡坡下面，找到了一
股山泉。泉眼数点，周围为草丛植
被，三面为云、松林拱卫。山高泉
涌，自然奇功令人惊叹。面对祖国
这大好河山，我们信心满怀，自有
一种慷慨在心头。

龙龙山山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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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那片海
尚英卉

四年前，我怀着对海的无限
憧憬来到了烟台，开始了我的大
学生活。

军训过后，我和两位舍友来
到了海边，亲近我期待已久的大
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无
边无涯，一望无际。我迫不及待
地脱下鞋，挽起裤脚，走进大海。
海水很温柔，她轻轻地抚摸着我
的小脚丫，弄得我痒痒的；大海
也很调皮，她不时溅起的朵朵浪
花，打湿了我的裤脚，凉凉的。

大二那年，我们社团组织了
一次看海上日出的活动。我们一
行二十几个人，租了八个帐篷，
在夏季的傍晚来到了海边。我们
分工合作，有人扎帐篷，有人摆
物品，有人负责点火，准备烧烤。
暮色降临，我们躲过了巡警的检
查，正式开始海边烧烤。这是我
第一次见到夜晚的大海，没有

“海上生明月”，也没有“滟滟随
波千万里”，夜晚的大海是恐怖
的，海浪翻涌，海风呼啸，似乎要
将一切吞噬，我们互相提醒着不
要靠近海。大约午夜时分，海风
渐息，海面变得异常平静，有的
同学已经进入了梦乡，此时的大
海是静谧的，好像刚刚发完脾气
的君王，他在酝酿，在等待。这时
的大海令人毛骨悚然，看似平静
的海面不知何时疾风暴雨就会
席卷而来，让人措手不及。海上
无边的黑暗让我们不敢高声语，
唯恐惊了天边睡熟了的海的儿
女。到了凌晨三点多，有些同学
渐渐醒来，我们谁也没有忘记来
时的初衷，一睹海上日出的风
采。四点多，东方天边开始泛白，
不一会儿开始有些许红晕。此
时，海水落潮，我们光着脚丫走
出好远，清晨，海鸥精神饱满，不
时在海上盘旋。过了好长一段时
间，我们都等得不耐烦了，太阳
渐渐露出了头顶。我们谁也不敢
眨眼睛，盯着太阳慢慢升起。我
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在心里默
念：出来了，出来了，多一点，再
多一点，宛如在迎接一位刚出生
的婴儿。很快，太阳露出了半边
脸，在海天相接处，不是有几只
海鸥飞过，像是在给太阳助威。
当太阳露出大半边脸时，好像看
见了我们许多人在看她，躲回去
也不是，藏起来也不行，竟僵持
了好久。最终，太阳还是鼓足了
勇气，跳出了海平面。这一次海
边之行，大海教会了我什么叫

“黑暗之后就是黎明”。
如今，四年过后，要离开了，

恍然间才发现，我已爱上那片
海。

綦宝林

土生土长的我，小时候就听
说相距不足五公里的邻镇佛台
子村头有一棵奇特的古树，但由
于平时很少走到那里，所以始终
没能前去看一看，即使偶尔路过
村庄，也只是顺着村西边的大路
匆匆而行。

阳春三月的一个双休日下
午，年逾八旬的老母亲感觉身体
有些不适，我便带她去看了医
生。回家的路上，忽然产生了一
个强烈念头——— 古树比母，母亲
老了需要有人照看，而那棵闻名
乡里，始终与我未曾谋面的古
树，我也该去朝拜一下了。

将母亲送回家中，我骑上摩
托车，不足十分钟的光景便到了
佛台子村北头。面前是一座小山
丘，岩层裸露，碎石点点，松柏泛
绿，银线穿空。小丘的最高处，矗
立着一座高大的亭子，六角飞
空，雕梁画栋，甚是气派。亭内安
坐着一尊金身大佛，旁边朝拜时
的香炉还安放在那里。佛爷庙！
这是村民于去年六月十九庙会
前刚刚修建起来的，也许是为了
寄托美好夙愿吧？听说这里的香
火从来没断过。亭子的北面有一
块较平坦的地方，一对母子正一
起开开心心地放着风筝。噢，狭
小的空间，短短的线绳，矮矮的
高度，悠然自得的神情，好一幅
乡间醉人图！

我走上前去询问古树在哪，
可否有什么传说？大嫂嫣然一

笑，用手指了指，说：“传说肯定
有，自己去看嘛，碑上有记载。你
顺着村中央的大街一直向东，很
快就到了。”

听了大嫂的一番话，更加激
起了我的好奇心，不觉间加快了
车速。就在驶出村子的一瞬间，
我的眼前一亮，一棵千年古树的
雄姿就呈现在了我的眼前。紧挨
宽宽的沙土路北边的麦田里，一
棵占地约一亩多地的古树傲立
其间，苍劲古朴，昂首云天，枝柯
交错，凌空飞动，在蓝天下，似乎
正演绎着一幕幕凄美的华章！我
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拿起照相
机不停地按动快门，试图能从
各种不同的角度解读自己心
中的“英雄”，让时光留下永恒
的记忆。

从碑文中得知此树名为
黑弹树，是北方稀有植物，原
产地四川省宝兴一带。此树是
明初洪武年间王姓移民立村
时栽培的，距今已有630多年。
更为难得的是历经六百多年，
古树仍生机盎然，型貌其美，
实属罕见。

我们可以想象到当年，王
氏先人被迫来此居住时，是何
等的伤感！亲人的别离，故土
的眷恋，顷刻间凝聚在了这棵来
自故乡的小树，亦或是树种身
上。主人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满
怀深情地种下了这棵寄托着情
愫的树，这一种就是六百多年。
时光荏苒，沧桑巨变，物是人非，
而不改的是后人对故乡的无限

眷恋之情。同时，也让我们高兴
地看到古树及王氏的后人历经
漫长的六百多年时光，已将这片
热土当做了自己的故乡，把全部
的情，全部的爱倾注了进去。

古树啊，你让我们感动，让
我们骄傲！尽管现在还是初春，
时光没有让你尽展枝繁叶茂、
勃勃生机的风姿，但怀抱里的
我还是依然能从你刚劲的粗壮
枝干中真切地感受到青春的韵
味，永不低头的抗争精神。我想
这不正是天下所有的母亲那种
骨子里所具有的品格吗？虽然
无情的岁月在你的躯体上蛀蚀
了两个不小的洞，需要人们细
细地为你弥补，甚至用铁架支
撑起那些低垂欲裂的枝条，但
这一切丝毫不减我们对你的敬
仰与爱戴！每逢过年过节，或遇
到解不开结的时候，周围村的
人们都会给古树挂红，以求平
安，得到心灵的慰藉。

铁柱搀扶着的老树啊，看到
你就想到了我年迈的母亲，依偎
你就如同拥入我母亲的怀抱，是
多么温暖，多么幸福！古树，母亲；
母亲，古树！一直以来在我心中
有个奢求——— 能够时时刻刻看
到你，每时每刻抚摸你！

历史悠悠东流水，岁月跎跎
西边雨。夕阳古树炊烟，小桥流
水人家……我多么渴望永远陪
伴母亲左右，静享远离喧嚣的平
淡生活……

愿古树常青！愿母亲健康长
寿！

【品味生活】

【名木古树】

【寻山访水】
【守护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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