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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水晚钓渭水晚钓 刘强刘强 摄摄

□赵剑颖

豹 榆 树

临江仙·秋雨思
□董建成

潇潇秋雨天地汇，花间凝露华浓。淡看木

叶飘零中。薄凉生寒意，溪流自向东。

风过亭台百菊黄，水珠潸下无争。任凭沉

烦烟雾升。欲将残酒消，徒留前日梦。

秋 色
□郑治全

秋阳，从东方冉冉升起，除却了酷夏的
焦躁，露出满脸温馨的笑容。是你送走了火
红的夏，将迎来漫天飘白的冬。

秋鸟，也不睡懒觉了，早早从窝里爬
起，栖息在枝头，向过往的人们竞相鸣唱。
时不时扑棱着翅膀从这个枝头飞向那个枝
头，追逐着向晨练的人们问候，表达祝福的
美好心声。

秋叶，随着习习秋风，轻盈飘动，彼此
你拉我扯，既羞涩又快活。偶尔一片秋叶
挣脱枝杈，飞向向往的地方，给大地一个深
情的吻。

秋蛙，蹦过季节的围墙，跳跃在深绿如
镜的清潭，鼓着腮帮，打着口哨，扯着嗓子，
将梦幻的音符在满池青草间吹进吹出，尽
情颂唱。

秋行，伴随着时光的脚步，男的女的，老
的少的，来去匆匆，人流如云。有的去上班，
有的去打工；有的去学堂，有的去旅行；有的
去站岗，有的去耕种。只有墙上的时钟嘀嘀
嗒嗒徘徊不停，记录着碰响日头的光阴。

秋月，清亮地挂在天上，皓月当空，风情
万种。寂静，抚平了所有的悸动。一颗流星
瞬间从头顶划过，一起一落，激起依依涟漪，
打破一片静谧。

秋阳、秋鸟、秋叶、秋蛙、秋行、秋月，这
一串串秋色引起我深深的回忆和念想，写满
我相期、相望、相行、相守的一生……

宜川的秋天最美。美在
宜川的山，美在宜川的水，美
在宜川的人。

宜川的山美，美在人间仙
境蟒头山。民间传说蟒头山
是大禹治水时斩杀九头怪蟒
相柳所化，此事《山海经·海外
北经》中亦有记载：“……禹杀
相柳……乃以为众帝之台。”

蟒头山海拔 1427 米，距
县城 48公里，其山森林茂密，
山势雄伟，高峻险极，苍松翠
柏，瑰丽多姿；秋天的蟒头山
更是五彩缤纷，色彩斑斓。

秋雨过后，漫山遍野云雾
升腾，宛若仙境。在山脚下抬
眼望去，山顶的庙宇直插云
端，宛若仰望天堂。眼前的九
百九十个登山石阶，让人不由
得心生畏惧，甚至望而却步。
好在台阶之外还有一条通往
山顶的绿茵小道可以选择，蜿
蜒曲折盘旋而上，一步一景，鸟语花香。

漫步登高，尽享原生态的美。顿觉心旷神怡，
超凡脱俗。心间多少事，此刻皆清零。登至山顶，
游览寺庙，探寻根源。一座寺庙就是一个古老的
传说，一口枯井也有不朽的传奇，每一个山峰都有
着它的起源，万物皆与中华古老的文明有着扯不
断的渊源。

站立于蟒头山的最高峰，移步踏云，群山尽收
眼底。重峦叠嶂，层林尽染，云雾缭绕，美不胜收。
耳边传来壶口瀑布怒吼的涛声。

宜川的水美，美在壶口瀑布黄河水。
位于陕西宜川与山西吉县之间的壶口瀑布是

中国第二大瀑布，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黄河
奔流至此，两岸石壁峭立，河口收束狭如壶口，故
名壶口瀑布。

秋天的壶口瀑布，是最为壮观的。由于秋季
秦晋峡谷的降雨面积大，历时较长，从而使壶口瀑
布形成最壮观的景象。瀑布宽度可达千米，主瀑
气势磅礴，辅瀑争先恐后。汹涌的黄河水如万马
奔腾般从近千米宽的河道里瞬间跌入十里龙槽，
溅起如烟如雾的白色水沫，如壶中沸水在翻腾，蒸
腾的水蒸气漫天飞舞，滋润着千米之内的游人，宛
如黄河母亲用自己的仙气超度着她的子民。

若是天气晴朗，便有一道彩虹横挂在主瀑布前
方，虚实相融，天地合一，甚是美观，颇为壮观，令人
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站在壶口岸边，遐想无限。大禹治水涌入脑
海，黄河之恋眼前回放，黄河大合唱在耳边萦绕。
穿上花布衫扮一次兰花花，骑上毛驴想起了红高
粱，换一身军装记起了子弟兵……

宜川的人美，美在善良，美在好客，美在豪爽，
美在勤劳。

秋天的每一道塬上果香扑鼻，到处是红彤彤的
富士苹果。秋天的沟沟岔岔椒香浓烈。下果袋的、
摘花椒的打工者和客商从各地涌来，以山西、韩城、
渭南人居多。大多是直奔往年干活的主家，雇佣关
系里渗透着浓浓的友情。

宜川人善良，天冷了主家会把自己的衣服给你
穿；宜川人好客，总是把下果袋、摘花椒的工人当亲
人，顿顿都变着花样给做好吃的；宜川人豪爽，打工
者走的时候想带点特产，必定免费，你要给钱那可
真就生气了；宜川人勤劳，同工人一起干活，重活脏
活总是留给自己。

宜川的秋天最美，山美水美人更美。宜川的秋
天最香，果香醉人，椒香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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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西安的样子

三 游 石 泉
□商子雍

和石泉结缘是在 2009年 5月，中坝大峡谷景区开
张，我应邀共襄盛典，顺便游览了几天。巴山蜀水，石泉
十美，从此，燕翔洞、汉江三峡、后柳镇、熨斗镇、中坝大
峡谷……就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2012年6月，应石泉县官方之邀，又一次造访此地，
主要任务是在一个文化论坛上发言，但前面提到的景点
中，除了熨斗镇，又齐齐转了一遍，虽然是旧地重游，但
如诗如画的山水，依旧让人陶醉。

转眼间到了这一年的年末，尽管那年的冬天并非太
冷（这是我的感觉，而气象台发布的消息则不是这样），
但不知为何，却忽然生出南下避寒之心，只是由于各种
杂事牵扯，一直未能成行。就在这个时候，接到了前往
安康一游的邀请，而且没有什么具体任务（起码也是暂
时没有），只是玩两天而已。多好的事儿啊！于是我什
么都没问，立马就答应了。

直到动身的前一天，才知道要去的具体地点是安康
市石泉县。又是石泉！所幸的是，这次发出邀请的是一
家旅游公司，与官方无涉，否则，人家也许会暗自奇怪：
这家伙，怎么又来骚扰我们了？

12月 7日下午，有车来接。一行 6人，我和作家方
英文算是主宾，再就是我老伴儿和一位报社女记者，公
司方面也有两位，小左开车，小杨导游。方英文后来在
他的博客里发了一组石泉风光照片，其中一张的文字
说明是：“与商公、左子，陪老乔、大乔、小乔，冬游也。
沿着汉江岸边的公路，前往燕翔洞。旭日蒸江晨雾
起。”这里所说的老乔、大乔、小乔，即此行之老、中、青
三位女士是也。

沿西汉高速一路向南，到达石泉后，入住汉江边一
家宾馆，临窗望去，山水甚是宜人。晚饭去西门里一处
名曰“西门第一家”的餐馆享用石锅汉江鱼，不错；喝“燕
翔洞藏”，是一种在燕翔洞里储藏了两三年的45度浓香
型白酒，也不错。

第二天一大早，在县文化馆对面的一条小街上用早
餐，真正的街头风味，有趣。

上午游燕翔洞，中午在熨斗镇参加当地的民俗活动
“庖汤会”。不过，熨斗镇的庖汤会与泡温泉无涉，指的
是杀年猪以后的聚餐，而“庖汤”，就是用新鲜猪肉烹制
的大烩菜。这一天，镇里古戏台下的场子里热闹异常，
我们和当地百姓挤在一起，看台上的文艺表演，吃桌上
的美味庖汤，不亦快哉！

在熨斗镇还参观了这家旅游公司下属的一处原浆
酒作坊，方英文给主人写了一幅相当可以的书法作品。
我拙于此道，用硬笔在公司留言簿上写了两行字：“洞名
千年美，燕翔万仞高”，签上名，用来证明在下曾到此一
游。需要说明的是，这两行字勉强能算一副对联，不过，
其中的“名”字和“翔”字，分别是用来描绘洞的名气之显
赫以及燕的姿态之优雅，应视之为形容词。

下午，从喜河镇上船，游汉江三峡，至后柳镇登岸。
半年以前，我和老伴儿曾在镇上一家小铺买过豆腐干，
所以，再访这家小铺，再买这里的豆腐干，就成了一种有
着诸多内涵的感情活动。第三次光顾这家小铺，将会是
什么时候呢？

傍晚，从后柳镇动身，沿西康高速回西安。
冬游石泉，行程紧凑，心情愉悦。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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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城生活了几十年，天天看
着，处处说着，却一下子难以说清它。
到国内外很多大城市看过，有老到石头
缝里的，有高到半空里的，却都不及它
特有的感觉。

如果没有秦岭，中国的地理版图不
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中国的历史走向也
不知道会如何摆布，西安的城市生长更
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模样。横亘中土的大
秦岭连绵八百里，从山谷伸出来的坡地，
流出来的河川，塑造了三秦大地，也塑造
了古都长安。从沣镐二都到古咸阳，到
汉长安，到隋大兴，到唐长安，到现在的
西安，城里的人都在看着秦岭，也在按山
头的风云气象营构着城市。为了能看到
南山，皇宫里修筑了宫殿，水边修筑了楼
阁，寺院里修筑了高塔。十三朝的荣华，
千百年的绵延，让这些建筑有了秦岭的
巍峨，也有了岁月的古老。

站在西安城里，踏着脚下的厚土，
说起它的久远时，人们会下意识地看看
不远处的秦岭，看看身边仍在挺立的
两楼两塔。北京城里也有古楼和古塔，
还有一个保存完整的紫金城，但缺少秦
岭这样的背景，就少了宏大悠远的意
味。巴黎城有埃菲尔铁塔，有圣母院，
高虽高矣，大也挺大，但没有秦岭的长
臂相挽，就显得有些突兀和做作。西安
城在扩张，变得更大更高。虽然也在小
心地维护着那些古迹的地位尊严，它们
还是从高调的突出，变成了低眉的坚
守。唯有秦岭立起的大屏风，再高的楼
顶也挡不住，再大的摊子也遮不住。城
市的样子越来越趋同，走在街道里，不
知道身在何处时，抬头看一眼秦岭，哪
怕只是一角，也会立刻明白，那是大秦
岭，这是西安城。

我偶尔也会跑到南山上，回看眼前
的西安城，顺着它不断伸开的双臂，感受
它的生机和成长，眼睛却总要寻找古城中

心的那个楼。它已经隐在高楼下，但老西
安人都有透视眼，穿过高楼看到心中的那
个尖顶，或者回观心中的那个钟楼，看它
如何穿过历史，一步步走过来，保持风华，
永远不朽。此刻，身处高楼中的一个斗
室，我看不见城里的塔，也看不到城外
的山，使劲想着这个城市的古老时，心
就又会飞到半空中，看着秦岭拥抱着的
这个从古老的心里，慢慢打开着的城。

先人们为了让城市有个边界，让日
子和心灵有道屏障，修了很大一圈的城
墙。四四方方近百里，厚厚实实几丈高，
走在它的面前，如同走在长城下，走在悠
远的岁月里。当年帝王们就是用包裹九
州的长城，把帝都也包裹了起来。这样
的城墙，其他朝代其他都市里也有，一些
富庶的小城里也有，甚至一些偏僻的村
子里也有。今天，一些村子、一些小城的
城墙还在，但大都市里还完整保留的只
有这里，全世界也唯此一个。有人说，城
墙是古城的金项链；也有人说，城墙束缚
了西安人的格局和视野。话由人说，但
别忘了，雄视天下的汉唐就曾站在这里，
联通万里的丝路从这里出发，新的国际
化大都市又在这里崛起。

西安人保留了城墙，城墙成了西安
人共同的认知，也成了外地人共同的想
象。西安如果没有了城墙、钟楼、鼓楼、
大雁塔、小雁塔，会里里外外地散落，让
世人保留一分虔诚的敬意。如果没有城
墙，偌大的城市就只留下中心一个点，难
以具象地呈现出帝都才有的四四方方的
大格局，难以延伸出新西安一圈又一圈
的大气象。走在西安的几条环线上，即
使走到了山脚下、北原上的大环线上，西
安人心里一定有城墙这个中心圆，觉得
走得再远、路得再快，仍然是奔驰在古城
古韵的涟漪上。真正的老西安人心里，
进城去，出城了，仍然在以城墙来界定。
太阳每天端照在城墙上，十三个城门洞里

每时每刻都有进进出出的车辆和行人。
西安人真是幸福又自豪，有这么一个看得
见的城市之魂，又能这么轻松地进入其
中，穿行在古老与现实间。

曾经以为法国梧桐是大都市的标
配，也是西安自古就有的。到了巴黎城，
走在香榭丽舍大街，看着满树金黄，踩出
一地的脆声，我才忽然明白，法国梧桐对
于中国是当然的舶来品，对于古都来讲，
只能是绝对的后来者。进而我又在想，
当城市从土地上萌生出来时，那些房子
就像森林里的蘑菇或者竹笋，一点点冒
出来，但更多的还应是草木。即使房子
连成片，街道成棋盘，城市有了模样，讲
究天人合一的先人，绝对会给房前屋后、
大街小巷边精心栽树。他们当时栽的会
是什么树呢？当然有杨柳，常年住在长
安城里的韩愈和王维，把都城里的杨柳
入了诗，“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
皇都。”“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
新。”只是柳树太柔，阴气太重，杨树太
躁，不够庄重，它们大概不会种在皇城的
前门大街。梧桐也许会有，“入门紫鸳
鸯，金井双梧桐。”“栽下梧桐树，引来金
凤凰。”只是梧桐叶子大，开花多，更适合
庭院里。也许还有其他，但最场面的地
方，栽下的应该是槐树。都市从来都是
名利场，科举刚刚盛行的隋唐，学子赶考
是大事。古人感念槐树枝繁叶茂的生命
力，常以槐指代科考，希望考取功名，位
列三公，庭中有槐。

今天的西安城内，主街大道上、老街
道里、大寺院中，城墙内外，到处都栽着
槐树。夏天里，槐树开出绿色的花，不事
张扬，却生机盎然，守护着古城，守护着
清幽，守护出皇城特有的感觉，庄严、圆
润，又精进。走在这样的街道上，才知道
国槐与法桐的差异，古都与新城的不同。

除了秦岭、城墙、国槐，最西安的还
有什么呢？我仍在慢慢品味。

也许是职业敏感，我对古树怀有
非同一般的情感。

现在，我真切地站在一棵古老的榔
榆树前。大家更愿意叫它豹榆树，因为
满身树皮华彩斑驳，青绿底色里露出金
黄色豹纹，多么好的称谓，多么好的寓
意，让坐地不移的植物，陡然生出灵动地
奔走思想，给古老年龄注入活力。豹，孤
独的动物，自尊又骄傲。

对榔榆我并不陌生，泾河畔仲山深
处，有一大片天然次生榔榆树林。春三
月，漫山鲜红芽苞如鸟喙，啄开叶鞘，开
始新一季好奇的试探，极目四望，鲜艳胜
如桃李花开，月下驻足，你一定能听到浩
荡的炸裂声，与起伏的风声和鸣，它们站
立的精神长相，给我心灵带来的震撼超
越树的形态，成为一种思想。

是的。树，一种生长的思想。
我们去的那天找了个同学当向导，

他说，来永寿要先去云集生态园转转，那
棵树在返回路上顺便就能看到。没想到
园区有座观音庙，保护着一株文冠果树，
庙是在明代高僧碧峰禅师母亲吃斋诵经
的洞窟基础上改建而成，树是碧峰禅师
亲手所植，树龄六百余年，至今枝繁叶
茂，春华秋实。这棵树，树形奇特，似盘
古开天辟地站立之姿，被当地人视为神
明之树，每逢传统节日，百姓信众慕名而
来，焚香祈福，寄符祝愿，以祈愿家人诸
事百顺、生活幸福安康。

槐花还没有盛开，游人不算太多，我
们匆匆而来，略作停留，直奔目的地。

眼前这棵古老的榔榆树，接近一千
七百岁，标识说是十六国时期的。想一
想，一个家族蔓延十七个世纪的样子，众
多徒子徒孙遍布各地，秉持传承的、隐姓
埋名逃亡的、寂然无声逝去的，当初一脉
相连的单支，分化出多少各异方向。这
棵树，以一己之力与时间抗争，也许当初
它是与同伴一起被栽在这里，其间不知

发生了什么变故，只留下这棵孤独。战
事纷争，人间分分合合，血雨腥风，一个
王朝在一个王朝的废墟地站立，很快又
被后来者推倒，成为回忆，甚至连记录的
典籍也要重写，白纸黑字很多时候并非
史实，而真相，这棵树肯定全都知道。

据说它原本长在云寂寺，寺院很大，
鼎盛时期，僧人每天骑马从南到北关寺
院大门。当年这棵树资历尚浅，不够被
人叩拜，但它肯定看到了人们在比它年
老的神树前叩拜祈福，乞求荫蔽的情
景。它有没有想到，终有一天，它也会成
为古老的遗存，在孤独中繁盛。

现在，我慕名前来看望它，我知道一
棵树活久了就具备神性，但它真的在眼
前时，带给我持续的震撼依然超乎想
象。树主杆已经枯死，不知是自然衰老
而亡，还是人为破坏，我们看到存活的树
体是几枝环抱在一起的侧枝，树底裸露
的根蜷缩成豹爪形状，深扎入土，把树身
牢牢钉进大地，这种震感从心底自然而
来，久久激荡。

靠近只能仰望，从哪个角度，我的脸
颊承接的都是枝叶间遗漏的光，吹到耳
边的风，也是柔化的低语，如果雨天前
来，落上眼睑的水花，也一定是它过滤后
的洁净。我试着搂抱这棵树，在树底更
觉渺小，如稚子对尊长的崇拜与依赖，需
要七人合围的树，一个人伸出的手臂，能
占据多少位置。

只是敬爱，思量漫长时间里，这棵树
怎样克服独处的孤寂，砖瓦的殿堂都化
作了土，雕梁画栋朽为柴薪，道行高深的

人不知去了哪里云游，抑或还俗，谁能扛
过命运多舛的轨迹。压缩百年时光为一
日之长，有些人在晨晖里凋零，有些人在
正午陨落，有些人坚持到黄昏，而这千余
年的树，经见了朝云暮雨，日出日落，具
备怎样的胸怀才如此从容。

古树身披豹纹，舒展绿阴，独木也擎
举一片天。这支撑天地的铮铮傲骨，让邪
恶与善良一同拜服。它在朝代更迭的夹
缝中存在，本身就是奇迹，不为自证沧桑、
承受香火，只是不辜负胸中澎湃的奔涌。

树靠近沟边，空旷的视野下，只有
这一棵高大的树，清凉风带着野草气
息，扑鼻而来，它以孤独见证长久，这孤
独因而盛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