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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的挂历撕到了公历 6 月，农历闰四
月也将结束，好像还没认真出去溜达过。遥望
雨后山色深翠，想起那位曾拄杖走过桂北的徐
霞客。

1637 年，距今 383 年前的闰四月初八，
五十出头的徐霞客溯湘江而上，舍舟登岸，踏
上湘桂走廊的古驿道。要知道，徐与随行者此
前才在湖南遇强盗，盘资尽失，然不惧狼狈困
窘，又洒脱入桂。徐记中云全州“四山叆
叇”、“大松夹道”，如丹青册页。徐老先生
所见夹道大松，大抵是洪武年间任全州同知而
擢知府的章复倡导下植的路树。方志载章知府
颇有政绩，“常树松通衢，亘百余里，修耸茂
荫，行者便之”(章复知全州时，为本邑历史
沿革中唯一置“府”的那几年)。

游记中所书山岭川流名，个别称呼除了写
法上有所讹化，沿用至今，印证了陆游那句
诗：山川不为兴亡改。我所质疑的是记称“西
岭曰黄花大岭”，黄花大岭实在湘江东岸，属
都庞岭余脉，应是他笔误。当然，瑕不掩瑜。
这位江南望族子弟行程万里，走到哪记到哪，

在当时条件下，非常人所能为。明末江山已不
平静，中原烽烟不断，湖湘岭南一带当时还没
波及，成全了徐老先生羁旅生涯中最后几年的
壮游。

他沿古道访砻岩洞，时有普润寺，宋碑诗
文犹在；继而南行，有福寿庵，柳山北有慈慧
庵，狮子岩南有清泉庵；尤为称道的是，“柳
山有阁，曹学佺额，为柳仲涂书院。又上为寸
月亭，亦曹书。亭前为清湘书院，有魏了翁
碑。此山为郡守柳开讲道处。院为林岜所建，
与睢、岳、嵩、庐四书院共著”。此段涉及全
州诸多人文：其一，柳山书院规模不小，有宋
明两代大臣学者题匾额碑文，几与江南四大书
院齐名；其二，书院开山鼻祖柳开，中兴者顾
璘、林岜，皆全州一州之长，儒家名宦，兴学
有功，岭南荒州一时文风蔚起，邑人学而优则
仕者纷纷，遂成后世佳话。

而今，这些古迹早已湮没，不知所踪。现
在仅有湘山寺尚可追怀。徐记“登大殿，拜无
量寿佛塔。无量寿佛成果于唐咸通间，《传灯
录》未载，号全真，故州以全名。”无量寿佛

在湘山脚下开基布道时，湘源县城址在他的
净土院门前的罗水上游数里，现在的州城还
是一片荒芜之地。徐老先生拜过的湘山寺，
7 年后朱明朝变，风雨飘摇的桂林靖江王府
里出逃一位幼年王孙，遁入寺中剃度，就是
后来的画僧石涛。石涛是佛界的异数，艺术
界的天才，一如徐是富家子弟中的异数(不
事科举功名)、旅行者中的奇才。

徐老先生这位“超级驴友”，在越城岭
山脉穿越了从天湖附近的真宝顶到五湖之上
的宝鼎岭，现在通称“两顶穿越”，这是众
多驴友的殿堂级路线，华南版的“鳌太穿
越”。徐是“两顶穿越”的开创者。他在山
上绕行七日，自南洞村钩挂山而上，转经越
城岭两面的今全州、资源两县地界，从苦炼
庵而下，山中美景为他一一走遍，在游记中
逐个道来，兴致盎然，文采斐然。一路上采
食竹笋、野菌，途中则仅啃冷饭团，夜宿山
村或破庵荒寺，时而迷途，时而遇阻，山中
阴晴不定，雨雾更是家常便饭，艰辛险远非
常人能及。我在 2014 年秋国庆期间与大拨

驴友体验过“两顶穿越”，当时有向导、帐
篷和食物，专心走路，还耗去了三天三夜，
我走到腿抽筋、头发昏，幸有队友相助才走
完全程。而穿越途中，奇峰怪石、幽谷深
溪、林竹山果，亦颇有所得，且体会了徐记
中“就裹巾中以丛竹枝拨而餐之”的味道。
王安石云：“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
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
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
志者不能至也。”

徐霞客在全州游历 12 天，旅行路线大
致为：庙头-黄沙河-永岁-县城-龙水-才湾
-绍水-咸水。此后经兴安到桂林，一路南
下，再折行至云南，染病乃返故里，第二年
去世，用他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了一生，真
“侠客”也。其煌煌数卷《徐霞客游记》，
跨 21 省市，历时 30 年， 60 余万字，科考
方面比肩《水经注》，人文价值近于《山海
经》，地理价值在《禹贡》上。我等凡夫，
为庸常生计所累，有空静下来读读他的游记
已经不错了。

想起徐霞客
□邓跃华

春

骀荡的天风抖擞着精神，像一匹脱缰的烈马，它
嘶啸着，一溜风地从江南跑到了小兴安岭，大口地喘
着气，或许是跑累了，就在小兴安岭腹地一个被誉为
“祖国林都”的伊春小城歇下了脚。

阳光日渐煦暖，像一位慈蔼的母亲，用它那温柔
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小兴安岭的每一寸肌体，就像抚摸
自己的孩子。它的手真神奇，林都伊春被它抚摸过以
后，竟然从沉睡中渐渐地苏醒了。

倔强的小草慢慢地睁开惺忪的眼睛，它不肯向命
运低头，顽强地从冬的桎梏中挣扎出来，露出一点儿
头，张着小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它真调皮，明明看
见它身穿着绿绒绒的衣衫在远处，走近了却不见它的
踪影，跟捉迷藏似的。

清傲的冰凌花在尚未解冻的泥土中萌动着生命的
气息。它可真勇敢，在百花还沉浸在春梦之时，竟然
不顾料峭的寒风和冰冷的残雪，毅然地探出娇弱的身
子，宛如处子般亭亭玉立，羞答答地绽开黄澄澄、金
灿灿的笑靥。它是为了报春，却不争春，所以在百花
争艳之时它便悄然隐退身影。

高洁的红松傲然挺立在小兴安岭的山岗上，在大
雪的重压下，它伟岸的身躯从来没有屈服过，它像一
位坚强的战士，高擎起一面绿色的旗帜。它抖落一身
的冰雪，生命的本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醒目。

久盼的春雷轰隆隆地一声炸响，仿佛敲开了春天
的大门。丝丝细细的春雨随风潜入夜里，悄无声息地
滋润着万物，就像母亲用那甘甜的乳汁哺育着她的孩
子。一夜之间，桃花红了，河柳绿了，梨花开了，再
看那山，被这雨水洗刷掉一冬的尘埃，变得愈发青秀
了。消融的雪水流进了山谷，汇聚成溪，叮叮咚咚欢
快地唱着春天的歌。

你看那达子香，无论是在山坡，在林间，还是
在崖壁上，一团团，一簇簇，漫山遍野，红彤彤的
一片，远看就像燃烧的红霞。阵阵的山风还徐徐地
送来了它的清香，沁人心脾，令人心旷神怡。其
实，达子香并非名花，是小兴安岭常见的一种多年
生的野花，尽管它朴实无华，但不畏寒霜残雪，也
要绽放出生命的美丽，给人以启迪和激励，叫人怎
样去追寻生命的真谛。在北方，是它把林都的春天
装扮得姹紫嫣红，绚烂多姿。

夏

雄鸡叫醒了黎明。太阳像长了脚，慢慢地爬上了
东山头。灿烂的朝霞照映在小兴安岭上。汤旺河水湍
湍地向东流去。

河的两岸是大片的黑土地。许多山里人生活在这
里。清早，家家户户的烟囱冒着乳色的炊烟。站在山
顶从远处望去，那里的上空笼罩着一层白色雾状的烟
云，朦朦胧胧地连成一片。

吃过早饭，勤劳的山里人扛起农具，说笑着走进
这片土地，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小兴安岭的夏天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到了。
这个时节，山上草木欣欣，林间溪水潺潺，野花

竞斗芳菲，苍翠挺拔的红松，披着祖母绿的衣裳，浑
身散发着松香。美丽的林都迎来了旅游的旺季。

嘉荫的龙骨山，有出土的史前恐龙化石，让人禁
不住遐想，仿佛穿越时空，回到遥远的白垩纪；茅兰
沟的瀑布，飞流直下，遥看似少女脖颈围系的银白色
细练；汤旺河的石林，奇峰秀丽，怪石突兀，形态各
异，惟妙逼真；五营的原始森林，莽莽林海，天风抖
动，绿波涌起，松涛滚滚，似天籁之音，荡气回肠；
美溪的回龙湾，传说有条“黑龙”诞生在这里，引人
去探秘；大丰河的漂流，时而跌宕，时而平缓，时而
心悬一线，时而激情澎湃，好不尽兴，两岸的秀美风
光则让人目不暇接，就像人在画中游；西林的龙泉
湖，在晚霞的照耀下，烟波浩渺的湖面上泛起粼粼金
波，还有几只野鸭从空中掠过……

要说林都的夏天，最美不过绿色。那满眼的绿
色，不知迷醉了多少人。林都迎宾不用酒，捧出绿
色都醉人。走进小兴安岭，就走进了绿色的童话王
国。那里的森林是绿色的，田野是绿色的，城市是
绿色的，山峦是绿色的，就连风都是绿色的。而这
绿，尤以红松的祖母绿最显贵气，它是大自然赐给
林都的一份特别而又神奇的礼物。林都是红松的故
乡，红松是林都的骄傲，也是林城人的魂。因为红
松四季长青，所以又叫青松。著名诗人郭小川曾在
这里激情放歌：“青松哟，是小兴安岭的旺族；小
兴安岭哟，是青松的故土；咱们小兴安岭的人啊，
与青松亲如手足……”然而，曾几何时，一株株红
松悲壮地倒下，哽咽地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与濒临灭
绝的苦痛。“决不能让红松故乡变成红松故事”，
觉醒的伐木人终于放下了手中的斧。为了保护这片
神奇的祖母绿，林城人发出了“停伐红松”的绿色
宣言，他们积极地行动起来，把红松像宝贝似的认
领，还自觉地栽起了树，一道道的荒岭又恢复了往
日的风情。

如今，林城人愈发地离不开红松，红松已成为林
城人心中无以名状的情结。而那难舍的祖母绿哟，不
知让多少游子梦绕魂牵，常常做起甜甜的绿色的
梦……

小兴安岭的

春夏
□林振宇

从小就读了不少诗词歌赋，也看了许多名言警句，一直认为这些都是圣哲
先贤留下的宝贵财富，因此平时对其是推崇备至。可是没有想到，我的父亲也
有一句通俗易懂的“名言”，并且自始至终都在影响着我、激励着我、鞭策着
我。

“要像牛一样勤奋，要像树一样生活！”这两个在修辞学上称作比喻的辞
格，按理不该出自我的父亲之口，因为他原是个连小学都没上几年的农家孩
子，除了平常爱背《三字经》和《增广贤文》等几本经典之外，哪里还知道什
么咬文嚼字？但是这两个比喻又的确言简意赅，语约义丰，读来意蕴高远，发
人深省，这不能不让人好生奇怪。

其实，父亲的前一句“名言”并不难理解，因为牛居六畜之首，自古就与
人类的关系密切，它可耕田推磨、拉车驮物，且所求于人的不过是吃野草、喝
凉水、住茅棚而已，因此人们赞誉它忍辱负重、勤奋踏实、憨厚仁慈、忠诚和
善。父亲借其中的一点来对我们进行鞭策勉励，用心是何等的良苦！应该说，
风风雨雨就那么过去了 40 余年，我们弟兄仨人都没有辜负父亲殷切的期望，
无论是我在单位上班，还是他俩在古镇经营，基本上能够做到勤勤恳恳、任劳
任怨。尽管不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丰功伟绩，尽管不能在庸俗的讨价还
价中实现人生价值，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沉沦过、颓废过、抱怨过、后悔过，这
是父亲一生最大的财富，也是他晚年最美的谈资。

对于父亲的后一句“名言”，我一度怀疑过它用得不是那么妥帖，或者说
是用得有点蹩脚，私下里还悄悄地将其改为：“像草一样生活。”草的生命力
是何等的顽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早在 1000 多年前的唐代，大
诗人白居易就对其进行了形象生动的概括。可父亲自有父亲的道理，他说：别
看草的顽强能给人进取向上的信念，别看草的嫩绿能给人赏心悦目的感官，但
是千万不要忘记，那草里有野草、稗草甚至还有毒草！是啊，用“树”作为喻
体的含义就是不一样，“红梅江上晚，堤柳雨中春”，清新气息扑面而来；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凛然正气跃然纸上；即使是故乡山冈上那被乡
亲们称作的“歪脖子树”，它对绿化家园和美化庭院的作用也不可小觑。所以
还是一句古训说得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父亲把“树木”与“树人”
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叫他平时就喜好舞文弄墨的儿子不得不叹为观止，难望
项背。

现在我们弟兄仨人都已为人父，最大的孩子上了大学，最小的也进了初
中，无形中，父亲的教诲随之上升到了家训的高度。每当看到稚子顽皮偷懒的
时候，我们也忘不了父亲板起脸孔、神情严肃地教导：“要像牛一样勤奋，要
像树一样生活！”而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脸的茫然，但这不能责怪他
们，因为这群在“巧克力”和“口香糖”中长大的孩子，要想真正地领会其中
蕴涵的哲理，还需要很长很长的一个过程。

好在我有充分的信心，有足够的耐心，因为我坚信父亲的“名言”会在我
们家族，流传到永远，永远……

父亲的“名言”
□钱续坤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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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一夜狂风肆虐，小区里一棵大树的树枝被
风吹折了。

树枝爆裂处，白瘆瘆吓人。
最早发现的，是小区里居住了 40 余年的

赵七爷。赵七爷平日里起得早，爱溜达，常在
小区里来来往往兜圈散步。这天早上，散着散
着，一阵风儿刮来，耳里便钻进“吱哩嘎啦”
声，一阵紧似一阵。赵七爷仰头一望，瞬间惊
出冷汗。半悬着的树枝，摇摇晃晃，随时都会
断裂砸下。

赵七爷赶紧退几步，逃离树下。心想：这事
得赶紧处理掉哦，要是砸中来往行人，那可就糟
糕透了。赵七爷边想边一路小跑着赶回家去。

赵七爷叫上儿子，扛着斧头，麻溜地窜到
树下。

断枝随风摇摆着，发出“吱哩嘎啦”的声
音，仿佛祈求赵七爷，赶快将它砍掉。

赵七爷使个眼神，爬上大树的儿子便高高
地扬起了明晃晃的斧头。

“砍不得，砍不得！”突然一阵吆喝传
来，紧接着便有一个身影蹦跶而至。

赵七爷定睛瞧瞧，以为来了何方神仙，原
来是居住在大树旁的侯老五。“咋砍不得？”

赵七爷看见儿子被惊吓得放下了斧头，人也晃
荡着差点掉下树来，心中冒火，凶巴巴盯住侯老
五反问道。“树枝砸下来，弄伤了人，你负责？”赵
七爷跨前两步，面对面继续质问侯老五。

侯老五不瘟不火，面目平静地向赵七爷解
释说：“要砍这树枝，得往上审批呢！”

“啥？砍个断裂的树枝还要审批？”赵七
爷心生疑惑。他抬头看了一眼摇曳欲坠的树
枝，又回头看一眼侯老五，眼神分明流露出惊
讶：这说不定啥时要断就断了呢？

侯老五继续不紧不慢地说：“先前有过一
回，一枯枝被风吹折，眼看着就要砸我家房
屋，我们急忙把它砍掉了，结果——— ”侯老五
稍作停顿，似乎想要赵七爷猜猜结果。

赵七爷睁大眼睛，愣愣地注视着侯老五，
双手一摊，淡淡地说：“砍就砍了呗，这能咋
样？”“你倒说得轻松！”侯老五露出些许冤
气，“被罚了 500 元，说是乱砍树木。”侯
老五伸出一个巴掌，手背的青筋，似蚯蚓在一
条条蠕动，声音中，透出满心的不服。

赵七爷远眺过去，十几排低矮陈旧的瓦房
有序地排列着。自从厂里倒闭后，赵七爷和侯
老五都领着厂里的生活补贴过日子。只是，赵

七爷的俩儿子都大学毕业有了工作，而侯老
五却与病恹恹的婆娘及一个残疾女儿艰难熬
日。

想到这些，赵七爷心生酸楚，凄凄地收
回目光，望望儿子。儿子已从树上溜了下
来，将斧头丢一旁，嘴里猛吸着香烟，喷出
的烟雾缭绕上升，渐渐地丝丝缕缕慢慢消散
在大树下。儿子瞥来一眼，分明在问：砍，
还是不砍？

赵七爷扭头望向侯老五，轻声问道：
“真要审批吗？”侯老五用劲点点头。赵七
爷说：“谁审批啊？”侯老五挠挠头，思索
片刻后说：“应该是社区干部吧！？”

赵七爷在小区居住时间长，尽管社区干
部走马灯似的换，但他都熟。他吩咐儿子打
电话给社区刘主任，刘主任二话没说赶了过
来，现场找来纸笔，写好申请报告，盖上社
区公章，便往 10 公里外的行政审批服务中
心奔去。

临走时，刘主任望着摇摇欲坠的树枝，
千叮咛、万嘱咐赵七爷和侯老五，要守在现
场，别让树枝坠下来砸伤了人。

“吱哩嘎啦”，树枝摇晃着发出的声

音，似乎代替赵七爷和侯老五作了回答。
“还好，一切顺利，我们回来啦！”刘

主任领着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一
溜小跑进了小区。老远，就挥着手朝赵七
爷、侯老五吆喝道。

来到树下，却见赵七爷、侯老五蹲在地
上，两眼无神，默默发呆。旁边，断枝已坠
落于地，碎枝落叶铺满一地。间或几片树
叶，随风起舞，时高时低，时前时后，旋转
着相互追逐嬉戏，仿佛庆祝获得了自由。而
此时，侯老五的瓦房，朝天张开两个大口，
似有馅饼即将掉下，随时准备接住吞咽。屋
旁，碎瓦大小不一，或躺或立，像在对侯老
五的房屋诉说着不舍的衷肠。

见此情景，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工作人
员一把抓过刘主任手中的申请报告，端端正
正地写上了“同意砍伐”四个字。

赵七爷凝视侯老五少顷，从儿子手中接
过 500 元钱，用力拍在侯老五的右手心，
沉吟着说：“拿去吧，算是罚款，好好修补
下房子。”

侯老五的眼里，顿时汩汩地有泪水盈
出。

树枝被风吹折了
□蒋育亮

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