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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在村里放羊，看见低头
吃草的羊看见刚刚冒出嫩芽的香椿，
短尾巴摇着，“咩咩”两声，紧跑几步
上前，张嘴卷进泛红的嫩芽，连底下
粗硬的木杆都不放过，大嚼几下就咽
下去，还要伸出长舌在树干上添几
下，把刚刚露出树皮的芽苞啃尽。我
就很奇怪，这是多么好吃的东西啊。

说实话，我在30岁之前没有吃过
香椿，因为村里香椿树实在太少，属
于不能盖房做檩当梁的“废木”，务实
的农村人对此不屑一顾。真正吃到
香椿还是我在塞外当连长时，从此迷
恋上吃香椿。我学会的第一道菜，就
是香椿炒鸡蛋，认为这就是最好吃的
菜，尤其是吃香椿炒鸡蛋喝烈酒，那
滋味，真美！

那时候，我吃的还不是真正的新
鲜香椿，是干香椿。那年，一个渭南
华县的汽车连战友过年回家探亲，说
他家后院有五棵香椿树，长势相当
好，每年的香椿多得吃不了，全部晒
干，放到塑料袋里装好，可以吃一
年。回连队时，给我稍了一袋，让我
尝一尝。因为我从小没有吃过香椿，
拿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忘了。直到有
一天偶然翻出来，才知道这就是香椿
干，摸在手里粗糙得像猪饲料，只是
有点淡淡的香椿味。

抓两把泡在水里，奇迹出现了。
没过几分钟，香椿干就浮满整个大盆，每个叶片开始伸展
返青透绿泛红，展露艳丽姿容，让人一睹曾经逝去的芳
颜。我惊喜香椿干如同木耳，不管多干燥，只要遇水，紫
红如新，娇嫩欲滴，柔软无骨，芳香扑鼻。打鸡蛋、烧油，
倒入鸡蛋、翻炒，最后出锅。接着捞出泡好的香椿，控干
水，泡过香椿的水澄澈如茶，一股奇香入鼻，真舍不得倒
掉。倒少许油，炸两三段红辣椒，放两个蒜瓣，加半截大
葱或者蒜苗段，倒入沥干的香椿，一股油烟从锅底冲起，
直入口鼻，香冲肺腑，然后满屋生香，余香绕梁。加盐，倒
入炒好的鸡蛋，翻炒数下，搅拌均匀即可出锅。

端上餐桌，可能是自己亲手做的，也可能是香椿异
香无比，让人口水忍不住流下来。操起筷子夹进嘴里，
有香椿的嫩香，有干菜的嚼劲，还有鸡蛋的鲜香，真是有
色有香有味，色能入眼，香能入鼻，味能入嘴，唇齿留香，
久久不散。

倒一杯当地人常喝不厌的腾格里烧酒，伴着奇香无
比的香椿炒鸡蛋下咽，这才是好酒配好菜。酒过三巡，
人生百味。那袋装的香椿，黑乎乎的与干草无异，忍气
吞声，隐姓埋名，土腥味呛人，不要说食用，就是放到眼
前，估计都没有人多看它一眼，可一旦入水，即可回到从
前的容颜，舒展自由，该绿的绿，该红的红，该紫的紫，脉
络清晰，香味十足，丝丝如初状，片片若原样，青春依旧
艳，美丽还复来，任谁也阻挡不了。

夜深人静，我越吃越香，越香越吃。人如香椿，香椿
如人，谁人路上不坎坷，哪个人生无意外？吹去遮在眼
前的浮尘，跨过前行路上的沟坎土棱，冒酷暑顶烈日经
风霜雨雪，把残存在身体里的懒惰拧干，在前进的路上
意气风发，百炼成钢。

又是一年三月三，摘点香椿炒鸡蛋。至今犹忆吃香
椿，人生难忘战友情。今年，我一定要摘点香椿，炒一盘
香椿炒鸡蛋，喝一壶老酒，重温塞外，梦回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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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夏天，西安人便喊热。或曰：“现代
人娇贵了，也矫情了，春夏秋冬，夏天就该
热！”理是这么个理，事实却发人深思：至少是
西安人的夏季体感温度越来越高了。过去掩
耳盗铃，天气预报只报到 39℃。民间心知肚
明，官方我行我素。如今如实预报了，原来
40℃不是谣言，不是传说，更不是神话，而是
轻而易举就能突破的。去年夏天超过40℃的
全国十大高温城市排行，连续几天，西安都榜
上有名。有人拿了温度计测量地表，温度居
然超过60℃了，怪不得网民调侃，说西安变成
火焰山了。

夏季有空调，但不能人人都躲进空调房
里吧？人为生计，总要奔波。炎炎夏日，路上
行人至少有两盼：一盼来风，二盼阴凉。树是
公共遮阳伞，人都爱往“伞”下钻，就图个凉
快。一些西安道路上的树，说是伞，还真像
伞，走几步就是一块阴凉。有比没有好，这

“伞”当然好！但人走在路上，不免要寻思：
“能不能更好？”一些过来人不免念叨：“西安
的主要街道，曾经是有林荫的。”一些年轻人
就不免追问：“林荫呢？”更多的人则不免感
叹：唉……

西安著名的林荫大道就数友谊路了。每
年暑夏，天再热，走在友谊路上，就感觉凉快
多了。因为修地铁，要将友谊路上的老法桐
挖走，民间呼吁者众，呼声也高，但还是没能
阻止。挖树的理由不能说不是理由，但树被
挖走的遗憾也不能说不是遗憾吧？园林部门
有个承诺，说是地铁修成后将恢复原貌。说
得似乎悦耳，但愿不是说说而已。像友谊路
上的林荫道不是一口气吹来的，是经历了半

个多世纪长成的。一朝一夕能挖走，一朝一
夕能复原吗？

还有北大街，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街，比
现代是老土多了，但路两边的国槐还是颇令
路人稀罕的，起码走路不用顶着烈日。当时
就有老西安人阻止挖树，结果当然是无法阻
止，因为没有比拓宽北大街更冠冕堂皇的理
由了。一晃 20多年过去了，北大街是比原来
好看了，但那参天的国槐林荫道呢？新栽的
国槐要长成参天大树尚待时日，至于能否长
成参天大树，恐怕只能问天了。

20多年前，南大街刚拓宽未久，一棵国槐
被大风刮倒了，我当时就纳闷，百思不得其
解：“怎么可能呢？”专门跑去求证，一看见那
树根，就更纳闷儿了：老粗的国槐，树根却不
老粗，当时我不知道那是移栽的。前些年环
城北路与铁道之间搞绿化，被运来一堆老碗
粗的老木桩，一疙瘩树根带着土被包起来，像
个肉球。那就是国槐，不知从哪儿弄来的。
当时栽树就像栽电线杆，老吊车吊起老木桩，
悬空、竖立，肉球朝下，被置于预留的土坑里，
土填实，老木桩就巍然屹立了。到了春天，老
树发新芽，活了。又过了若干年，新芽变老
枝，木桩真变成树了，树下成荫，也能纳凉
了。至此，我才明白：原来老树原本不长在这
儿；原来长在这儿的老树未必就根深叶茂。

在古城西安，有多少这样的老树呢？
我悲凉地估计：西安城里，再也长不出参

天大树了。但愿我是杞人忧天。为何，且听
我道来。

眼瞅着西安的现代化兼国际化已不是梦
想，逼近的步伐就像去年夏天的热浪，说来就
来了。瞅得见的还有路面、地面都硬化了，走
路起码不会脚粘泥了。小雨路便湿，中雨水便
流，雨稍大些路面便积水，再大些路面就成汪洋
了。雨刚停下，路面就风干了，雨下了跟没下一
样。地面不是泥土，不吸水水便流走，不流走便
被蒸发，怪不得地下水位在不断下降，更怪不得
有人因此而深忧：“树靠什么滋养呀！”

高楼如林，楼比树多，更比树高。到了
夏季，整座西安城就像一堆巨大的积木裸露
在阳光之下，享受着滚烫的抚摸。对西安城
来说，阳光之爱，“爱你没商量”，只能接
受，不能拒绝。此爱像火，炽热蔓延，有增
无减，不被爱得高烧不退，那还叫“爱”
吗？西安城区的地盘不可谓小，可容得树木
生长的空间有多少呢？用“相形见绌”来形
容真是再形象不过了。

地面空间如此逼仄，树木数量少得可怜，
且被条块分割，孤零零的居多。城市呼唤森
林，古城何时梦想成真？这梦想且按下，单道
一棵棵树的生长极限，就令人不敢想象，结果

只能是沮丧。就说我所在的小区，绿地、花园
不可谓少，入住之初好生欢喜。第一个春季，
草色青青，水波粼粼，杨柳依依，真可谓欣欣
向荣了。快10年了，树木不见长大，花草日见
稀少，为什么呢？请教一位老园丁，他悠悠一
声叹息，说：“你能见到树木，就不错了！”他见
我困惑，就反问我：“这树木下的土地，还是土
地吗？”一句话点醒了我。树木之下，是一层
回填的薄土，土之下是水泥浇筑的隔水防渗
层，再往下是地下室和车库。老园丁又问：

“你是读书人，知道根深叶茂是什么意思？”由
此我联想到小脚女人。脚从小就被层层包
裹，还能长成大脚吗？一个小区如此，一座现
代化城市不也如此吗？几乎每座高楼之下都
是空的，高楼林立，意味着什么？按照规划，
古城西安要修十五条地铁，将来或许更多，
加上早就存在的防空洞和地下管网，地下
真可谓空空如也。这样的土地已今非昔
比，莫说长成参天大树，能否承载参天大树
都是个问题！

西安能在唐大明宫遗址上建起国家公
园，应该说是大手笔，其文化意义、生态价值，
已然显现。就是在这块 5000亩的土地上，一
些老树被保留，令人稀罕，却也令人唏嘘。更
多的老树，则是迁来的“移民”，使这一片古老
的土地上，有了些“古老”的感觉。在玄武门

里，有一条南北大道，两侧是一排古柳，当年
移栽时就像是一个个树木墩儿，粗壮得几个
人不能抱搂。有旁观者质疑：“能活吗？”也有
栽树者搭腔：“能！”还进一步解释：“现代人能
得很！”有多能呢？一看树身上挂满了输液
瓶，有人竟噗嗤笑了。树果然都活了，头一年
就像人长满了头发，不几年便冠盖成荫，柳绦
垂绿，俨然一道风景。去年暮秋，瞥见工人正
在给古柳锯梢，我大惑不解，工人说：“减负！”
不久前的一场大风，把一棵古柳没有刮倒，但
刮裂了，就好像被自上而下劈开似的。一位
工人自言自语：“树和人一样，老了，撑不住
了！”如此说来，老树移栽，福兮祸兮，真不好
说了。

树木，应该长在哪里？城市，应该是什么
样？并非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并非没有教训
可以汲取，也并非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参
照。千年古城，千年一遇；只有唯一，没有第
二。怎样建设，真不能任性，不能草率，不能
灵机一动便随心所欲。古城，就应该在“古”
字上做文章。古，不是复古、仿古，更不是拿
来主义，照猫画虎。人奔西安，不是奔仿古一
条街来了，而是奔大雁塔、兵马俑来了。不言
而喻，保护古迹比挖掘古迹更引人入胜，爱护
遗存比显摆遗存更令人想入非非。文化不等
于美化，美化不等于现代化，现代化未必就直
通国际化。当务之急也是当下之需：西安缺
树，不缺别的!

为了西安的树，城区不能再盖楼了，人口
不能再增加了。给树让出空间，就是给人让
出林荫。到处都是林地、林荫道，或许西安会
更热——但肯定不是炎夏的热。

小时候，夏雨中听见
天空中有长长的火车
轰隆隆驶过
奶奶说，那是天河
我便想：天河肯定
比长江黄河要宽阔
甚至担心，天上的神仙
是不是也正在经历一场灾难

巨大的洪流，同样摧毁了

他们的房舍和农田
天河流过童年
我才似乎意识到，这河水
具有明辨事物的神性
只淹没丑陋混乱的人间
我所有的猜测与担心
不过是杞人忧天
也便从此，更加
敬畏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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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古城的南门洞，映入眼帘最“震撼”的东
西，是耸立在城墙内侧的那块巨石。石头“生”在
山里，何以费尽周折，摆在城市的街道？

据说这是一种“讲究”，“讲究”什么呢？
人们管这类石头叫“门牌石”，“门牌石”的

形状各异，越是光怪嶙峋，越是价值连城。不惜
花费巨资，买一块石头放在门口，不为别的，就
图个吉祥。

在中国人的文化里，似乎只有到了“海枯石
烂”的时候，一切才会归零。这个过程，是漫长
的。所以在单位门口放一块巨石，就预示着恒
久。若是再有名人的题字，就更能体现出文化的
内涵，也更能彰显出单位主政者的坚强意志。

这种形式上的讲究，反映出心里的底气不是
很足，所以只能用石头给自己壮胆，还美其名曰

“风雨如磐”。
往钟楼的方向行进，百步后即可看到银行门

口的一对巨型石狮子，一公一母，威武雄壮，张
牙舞爪。门口摆放石狮，可追溯到唐宋王朝时代。
帝王们死后，害怕厉鬼上门讨债，于是就在自己的
墓旁立一对石狮，以镇守陵墓，安寝永久。自古至

今，没有一个帝王能寿终正寝，安然无恙。丛林之内，没有谁能永
远安宁。

现在的人，但凡有点钱、有点势，都要给门口放一对石狮
子，是为“镇宅”，其实也有彰显其“王者独尊”的寓意，毕竟都
是些权贵单位或权贵个人，不拿石狮装点，似乎有碍繁荣昌盛，
有损“万物化生”。其实这都是心理作用，在一个没有法律捍卫尊
严和财产的社会，只能在潜意识里，用狮子老虎给自己壮胆。故
宫门前不是也有精心雕刻的玉石麒麟镇守宫院吗？这种“讲究”，
本来就源自朝廷，也属专制文化的一个形式。

但更奇葩的是，不管走到哪条街道，都要小心翼翼，稍不留
神，就会被形状各异的石头绊倒或碰伤。街道上，早已堆满了石
头，有圆形的，有柱形的，也有卧在一侧了无生机的。

这些林林总总的各形石头，既不镇城，也不镇宅，只是要震
慑那些把车开到人行道上的缺德之人。而且走遍大江南北，这种
城市里特有的“景色”，都随处可见，无一例外。

我在华盛顿白宫门前就曾纳闷过，也在日本的银座观察过，为
什么外国的办公重地或者商业繁华之地，就没有摆放很多石头呢？

欧洲所有的城市都没有这种“风景”，唯独在中国，在这个号称
礼仪之邦的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城市街道上，摆放了太多的石头，甚
至还设置了很多的铁柱子、木柱子，用以阻挡车辆或行人。

把维护城市街道畅通的希望寄托给石头，既是城市管理者无能
的表现，也是一个国家法治环境悲催的标志。一个地方，若是连汽
车随意开上人行道都禁止不了，非要用大大小小的石头站岗放哨，
总会有一天，街道上会堆满各种石头，也会栽满各种杆子。这样的
街道，能彰显出文明的底蕴吗？能凸显出现代的风尚吗？

再硬的石头，也难抵无序的蹂躏。
可怜的石头，无言的石头，被摆在街道任人踩踏，多么憋

屈、多么不幸。早知道有这样的
下场，何不待在深山，享受静谧
的时光？

春 到 华 清 宫春 到 华 清 宫 吕庆元吕庆元 摄摄

为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陕西工人报社、华阴市总工会决定联合举办以“讴歌劳动
美·建功新时代”为主题的“华阴杯”全省职工摄影大赛。

征稿范围：全省广大职工、摄影爱好者、专业摄影工作
者。

征稿时间：2019年3月18日至4月18日。
征稿要求：参赛作品彩色、黑白均可，以单幅新闻图片为

主；说明真实准确精炼，新闻要素齐全；图片为电子版、JPG格
式、5M左右；作者通联详细准确。

评审：网络评选、专家评审两部分。由评审会筛选出优
秀作品，网络投票占总分的 40%，专家评分占总分的 60%。
入选作品将在《陕西工人报》相关版面刊登，获奖作者将被
陕西工人报社聘为特约通讯员。

奖项设置：一等奖 2名（颁发证书、奖金 2000元），二等
奖6名（颁发证书、奖金1000元），三等奖10名（颁发证书、奖
金500元），优秀奖20名（颁发证书）。

注意事项：参赛作品不收取参赛费；大赛主办单位有权
使用入选作品用于编辑画册、举办展览及其他相关公益宣
传活动，不再支付稿酬；所有参赛作品均不退稿；作品所涉
及的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法律责任由作者自负；凡投
稿作者均视为同意并遵守以上各条款；大赛主办单位对参
赛作品拥有最终解释权。

征稿邮箱：sgbbgs@126.com
联 系 人：郭玉军
电 话：029-87346897 13186185270

“华阴杯”
全省职工摄影大赛征稿启事

国人的精神长相是明显的，
似乎和生理长相无关，更多造化
于所处的社会阶层，普通人除了
穿戴普通外，那脸多为愁苦疑心
样，或是那种木纳的憨傻样。一
些如鱼得水的人脸则透着酒气财
色，一脸的傲骄，少有那沉静坚毅
和安详的脸色。

精神长相是长期的环境造成
的，有社会大环境也有自我小境
界。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心境
和价值观。我见到乡下的同学，
无不在谈谁找关系办成了某件
事，谁倒腾生意发了财，谁又买了
新房新汽车等，似乎把物质财富
看得很重。朋友中的小干部则谈
论着谁靠某个后台升了职，又似
乎把关系背景看得很重，上过大
学搞技术的朋友，则更多议论谁
搞了科研项目评了某个高级职
称，则又把学术看得很重。总之
不是讨好便是猥琐，难有个平和
宁静的精神长相。

有人说这是灵魂没有道德信
仰所致，我以为还是功利势利的

结果，还是所处环境造成的。加
之社会不断转型，新旧观念并存，
让多数人迷失了自我。优秀的传
统文化与当下实用享乐文化冲
突，使人们时常陷于矛盾之中，左
右不得，难免疑心。许多人学会
了变通，有的成了多面人，有的成
了多重性格的人，灵魂撕裂是当
今社会不可回避的现实，难有平
静平和的精神长相。

虽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也
仅是物质丰富而已。虽说当下人
的自由度大了选择余地宽了，但
社会阶层已经固化，人们更加务
实，明确地追求权利金钱，整个社
会人情淡漠，更多的人内心难以
平静平和，表达在面部表情上也
便形成了精神长相。这种精神长
相是一个人的精气神韵，浮躁不
安或僵死木讷，缺少了活气与温
馨。混得差的一脸负能量，混得
好的满脸张狂。中国几千年的文
化也没把这猥琐的长相修正，经
济的发展也没能使人的精神世界
充实丰满。现实撕裂了许多人的

精神家园，有的迷失了自我，有的
抛弃了传统，有的成了利益至上
的世俗世故的市侩，难有优雅的
精神长相。如今在大街上行走，
每个人都是行色匆匆，虽也有打
扮时尚之人，却不敢看那面部表
情，总是与衣着不配，气质里找不
到安详与沉稳。我忽然想起一句
话：“自从我得了精神病后，人也
精神了许多。”

有人说是因为国人没信仰所
致，我以为还是生活环境的原
因。过度市场经济冲击了部分基
本的东西，比如教育，本该是育人
度人的公益事业，却被弄成了经
营产业；比如医疗，本该是救死扶
伤的天使事业，却也经营利润最
大化了等，让人们无形中产生了
压力和不安，精神上也时常被这
些生活中的“大山”压得失了形，
难有安逸沉稳的气色表现在脸
上。过分讲究经济，导致了更多
的人追名逐利，功利势利，精神浮
躁，精神长相也便十分不雅和狰
狞，这也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