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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甚为史家所推崇的，
便有唐朝，而唐朝的第一个治平之世，便
是贞观。贞观者，澄清宇宙，恢宏正道
也。太宗李世民以“贞观”为年号而肇开
鸿业，以二十三年的踔厉风发而成就“贞
观之治”。

“贞观之治”被誉为治世之准的，它是
大唐辉煌的名片。这张名片，推出了雄主
李世民，也推出了李世民的“人镜”魏徴。
他们给后世留下了光照青史的杰作。

魏徴（580-643年）字玄成，是唐朝初
年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
家，他与李世民，一个名臣，一个明君，臣
进直言，君纳忠谏，君臣有如鱼水。太宗
谓，鱼水谐而海内安。毫不夸张地说，魏
徴在“贞观之治”中是高瞻远瞩的智谋之
士，是心系天下的社稷之臣，是成就大事
业的杰出人物。

细纠起来，这君臣二人可谓“不打不
相识”。魏徴学识渊博，隋末随李密起
义，李密败，降唐，高祖李渊以国士目之，
授太子（李建成）洗马之职。魏徴见秦王
李世民功高，是太子将来即位的现实威
胁，阴劝太子尽早除之。武德九年（626
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太子，迫
其父李渊禅位而任皇帝，年号贞观。李
世民既诛建成，召魏徴责之曰：

“汝离间我兄弟，何也？”众皆为
之危惧，恐其难逃极刑。谁知
魏徴却慷慨自若，从容对曰：

“太子早听徴言，不死今日之
祸。”语刚正，无惧色，猝然临
之而不惊，李世民为之敛容。
因重视魏徴忠国之正，李世民
非但无恨意，更是厚加礼异，
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
访以政术，恰似刘备孔明之隆
中对。魏徴有经国之才，性又
抗直，无所屈挠，但在李世民眼
中直是“妩媚耳”。李世民与之
言，未尝不悦。魏徴亦自以不
世之遇，遂以忠赤之心，事大唐
鸿业。凡二百余奏，无不剀切
当帝心者，由是拜尚书右丞，兼
谏议大夫，后又官至光禄大夫，
封郑国公。

魏徴辅佐太宗，参预国政。
他以诤谏为己任，竭其力用，以
超凡的才识与胆略，所谏之事，
涉及治国理政之诸多方面。

对于魏徴的谏疏，太宗虚心以纳，并
推心置腹地说：“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
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
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
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
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他的直谏，切中时弊，激切慷慨，虽属
逆耳，太宗却悟曰：“非公，无能道此者！”

他撄逆鳞的犯颜进谏，“虽逢帝怒，神
色不徙，而太宗亦为之霁（消失，收敛）
威。”太宗曰：“徴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
非，我所以重之也。”直而切，切而犯颜，临
危不爱身，对于魏徴的谏诤，太宗大为称
赏：“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
（房）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
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
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徴而已，古之名
臣，何以加也。”

魏徴曾以事对太宗说：“臣以身许国，
直道而行，比不敢有所欺负。但愿陛下使
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太宗曰：“忠良
有异乎？”徴曰：“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
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
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独有其名。以此而
言，想去远矣。”辅佐太宗十余年，他始终

以良臣自任，铁骨铮铮；以谏职自任，知无
不言。尤其是谏疏，远见卓识，再经才学
经纬，而动天下。“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
以俭。”“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隋）”。
此类惊世之语，彪炳于史册上，这种忠诚
报国的思想，彰显出肱股大臣和政治家的
卓异风采。可以说，“贞观”之年号能成为

“贞观之治”，魏徴之谏疏厥功甚伟。最能
代表其谏疏的便有“双十疏”。

贞观十一年，魏徴上《谏太宗十思疏》
通篇只重一“思”字，告诫太宗居安思危，
积其德义，不能骄傲腐化，于是从十个方
面提出君主治理朝政之必须。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
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
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
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
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
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
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
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
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
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
思，代百司之职役哉！

太宗手诏答曰：“省频抗表，诚极
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
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
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
其不及……朕将虚襟静志，敬
佇德音。”

贞观十三年，魏徴就社会
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不良倾向，
上《十渐不克终疏》即十个不能
善始善终方面的奏疏：一、索求
宝物；二、滥用民力；三、纵欲劳
人；四、不能知人；五、奢侈浮
靡；六、用人不当；七、沉湎田
猎；八、杜绝言路；九、恃功长
傲；十、劳弊百姓。在疏之最
后，魏徴更敲警钟：“千载休期，
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臣
所以郁结长叹者也！”

太宗见此疏，曰：“朕今闻
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
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
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
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
知君臣之义。

魏徴与太宗，一个敢竭鄙诚，一个虚心
纳下，君臣合璧，完美地建树了历史殊勋。

贞观十七年，魏徴薨，太宗临哭，为之
恸，罢朝五日。魏徴陪葬昭陵（地在今咸
阳市礼泉县），起丧之日，帝命百官于金
光门悼送，太宗登禁苑西楼，望哭尽哀。
作《望送魏徴葬》诗以痛悼：“阊阖总金
鞍，上林移玉辇。野郊怆新别，河桥非旧
饯。惨日映峰沉，愁云随盖转。哀笳时
断续，悲旌乍舒卷。望望情何及，浪浪泪
空泫。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情已
如之，痛何如之！

史家云，纳谏是太宗之美德，而敢谏
则是魏徴之懿行。柳芳称颂魏徴为“三代
遗直”，吕温赞美他：“危言正色，保太宗
德。”太宗后来尝谓史臣曰：“夫以铜为镜，
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
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镜，以防
己过。今魏徴殂逝，遂亡一镜矣。”痛切之
情，溢于言表。

昂然魏徴，正身立朝，之所以能成为
名臣，是遇到了太宗；太宗之能成为明君，
诤谏的魏徴其功绝不在小。一个謇謇尽
大臣节，一个虚怀行明君道。节道昭然，
共标青史。如鱼得水的明君名臣，共襄

“贞观之治”的太宗和魏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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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无论置身何处，梦魂萦绕的神圣殿堂
还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园那幢哥特式建筑风
格、顶端镶嵌着大钟的教学楼，以及它周围花团锦
簇的美丽景色。

那里的春天是花的海洋，楼前面数十株樱花
树争奇斗艳，朵朵鲜嫩的花蕊娇柔欲滴，羞答答
迎风绽放，在阳光的映射下给人无比美妙的情思
遐想。

楼西面依稀记得遍植海棠，深红色的花朵偷
偷地从泛着鹅黄嫩绿的灌木丛中露出微笑容颜，
仿佛与擦身而过的路人窃窃私语；粉白色的海棠
花挂满高大的树冠，粗心的人浑以为是一树梨
花。楼东面那座小院周围栽种着丁香，高大的乔
木是金线吊蝴蝶，平坦处是牡丹和芍药。此外，桃
花、杏花，野草、野花更是不胜枚举，真乃遍地芳
草，馨香浓郁。

我的孩子就在这里出生、成长，每年春天我都
带着他到花海里去拍照，这些弥足珍贵的照片迄
今仍是家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西农留给我最为深刻的记忆是那浓浓的、厚
重的人情味。我初到农经系基础课教研室还是个
小青年，和蔼可亲的教研室主任姜肇滨老师一见
到我，总要爱抚地拍拍肩膀或者帮我整理一下衣
领。老大哥一样的张伯汉老师每在我遇到难题或
难堪时，都忍不住旁敲侧击地提醒一句。

记得有位老师曾来问我“学而时习之，不亦乐
乎”应该怎么理解？我那时还没有登台讲过课，担
心口误讲错惹人笑话，就说我下去查查，等有了准
确答案再说给你听。张老师在一旁忍不住插嘴
说，你就把你知道的讲给他就可以了。我终于鼓
足勇气给他讲，在古代“学”与“习”是两个概念，意
指两个不同的步骤，“学”是指从老师那里得到知
识，“习”是指通过温习把老师讲的知识变成自己
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加深理解，有了新的触动、

新的领悟，于是对学习就产生愉悦心理，叫不亦乐
乎。我看到张老师在一旁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通
过这件事，也让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同时提高
了自信。后来有一次，我在学校给学生和研究生
举办文学讲座，不拿讲稿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半
钟头。下来有人问我，你的脑子里怎么能装进那
么多知识，我回答说，这里的人脑子里大都装满了
知识，关键是你有没有自信把它发散出去。

农经系给我影响较大的人是吴永祥教授，他
竟然把学生的作业都长期保留，敬业精神可见一
斑。我后来也学着保留学生的作业和试卷。记得
有一次，一个毕业十年的学生来看我，我把他当初
在校时一篇习作拿出来送他做礼物，他当场眼眶
湿润了。

我在西农最引以为傲的一个绝活是撰写对
联，同事每逢婚丧嫁娶都爱来找我提笔操刀。记
得最得意的一副婚联是给王志斌、罗剑朝等四对
新人举行集体婚礼时写的，上联是“八仙子松声竹
韵清琴榻”，下联是“四凤凰云气岚光润笔床”，事
后大家都说写得不错，为婚礼增色不少。我即将
调离西农时，路过一户刚办完喜事的人家，看到门
口贴着一副对联，上写“松青竹翠情结连理枝；梅
洁兰雅相知百年好”，我一看竟愕然感慨半日，原
来此对联正是我初踏进西农校园时的涂鸦之作。

八十年代西农的文化生活非常单调，我那时
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下象棋，也因此结识了不少
棋友，有号称西农象棋冠军的数学老师李振岐，有
号称亚军的伙管科科长刘争赢，还有号称季军的
后勤处书记车克芹。

每逢周末下午，大家不约而同找寻一个阴凉
僻静处，拉开架势，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一
般不用多久，周围就能聚拢起一大堆看热闹的，有
的观棋不语，故作深沉；有的自以为高明出手支
招；更多人彼此争得脸红脖子粗，但都能因棋盘局

势的起伏变化达到消除无聊、娱乐身心的作用。
刘争赢师傅是个为人善良的忠厚长者，与我交往
日久、棋缘深厚，居然把自己舍不得用的一套煤气
灶具赠送于我，我当时只知道煤气灶比蜂窝煤炉
好用，根本不知道这是学校教授和有一定资格的
干部才配备的待遇。直到有人提出学校给我搞特
殊，有关部门来调查，我才弄清楚，原来是刘师傅
的心意所赐，一下子感动得不得了。

我的老家有一位远房姐姐也在西农工作，她
家就在我旁边的楼上住。那个姐夫下棋是个急性
子，赢了就兴高采烈，回去就喝酒；输了就无精打
采，闷坐家里茶饭不思。我素来知道他的脾气，有
一次遇到和他捉对儿厮杀，就有意疏忽让他赢了
几盘，看到他赢了棋眉飞色舞、不可一世的模样，
给我在一旁做军师的车书记不满地嘟囔我说：“你
今天咋搞的，棋艺咋这么臭？”我笑而不言——有
时候让别人高兴，也是一件挺快乐的事！

我从八二年初走进西农到九七年离开，在这
里待了十六年之久。期间最让我敬佩和乐于接触
的还是那些长年累月献身庄稼行当，滚一身泥土，
仍孜孜不倦追求的农学家。为了给未来创作积累
素材，我给许多科学家写过传记和报告文学，比如
《小麦大师赵洪璋》，介绍农药专家张兴的《药神的
传说》等。还同李佩成院士下过乾县枣子沟实验
区，带着农经系的学生去扶风、高陵做社会调查。
后来我把多年搜集到的素材基本都用于长篇小说
《生民》的写作，有位评论家说我的小说里既没有
商业描写，也没有渲染路见不平的暴力，为什么还
能写得那么引人入胜，那么激情澎湃？我说如果
这部小说确实能够打动读者，首先应该归功于西
农曾经深深地感动了我。

我爱西农，我爱西农人。我们同呼吸、共命
运，一起欢笑、一起追寻、一起伤感、一起老去，肯
定是有它某种神秘的、难为人知的深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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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秦岭无处不盛景。
作为秦岭之南安康境内四大名山之一的牛山，

秋景更加迷人，站在山头极目远眺，山高天蓝，视野
辽阔，漫山遍野的花草树叶红黄相间，呈现一片大
漠之美，近处鸟唱声声，清风拂面，阳光撩拨，令人
心旷神怡。这里不仅曾经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自
古至今都是一座宝山。传说产出金矿、铜矿、盐矿
等矿藏，还拥有丰富的动植物生态资源和听不完的
传说故事。多年前，周围的乡亲们放养牛羊、摘拾
野果、捕猎野物、拾取柴火、寻找药材，包括开荒种
地等，他们生产生活的点点滴滴无一不与牛山时刻
发生着依赖关系。可以说，是牛山养育了当地乡亲
和他们祖辈。在悠长的岁月河流里，牛山就是他们
的父亲山、母亲山。正是担负了这样的角色，或许
已是数百年，或者在更长的时间里，牛山一直在不
停地付出甚至是严重透支了身体在供养自己的孩
子。有一阵儿，山上很多地方被砍伐得寸草不生，
多处地方被挖掘得烂窟窿烂眼睛。人以为它不说
话，不知累，不知疼，其实它早已千疮百孔、伤痕累
累、体力不支。

若是人，也有需要休息、补充能量的时候。当
地的人们一直向它在支取、在索要，甚至是榨取，该
让它好好歇一歇，养养元气、恢复一下身体机能。
这种意识一经觉悟，便形成了一种共识。在顺应时
代大势中，乡亲们积极践行保护青山绿水就是保护
金山银山的理念，伐木、捕猎、放牧等破坏或损害自
然生态的行为似乎在瞬间消失了一样，看不见了任
何踪影。

当然，除了乡亲们的自觉自律外，在行政措施
的推动上，各村还聘用有数量不等的护林员，他们
实行分片区负责，每周定期巡山检查。此外，还有
森林公安队伍的最后一道堡垒。这样一来，牛山就
被覆盖了一张严密的生态安全保护网。

我感受得很真切，因为保护工作筑起了铜墙铁
壁，所以当地近几年就没有发生过破坏生态的现象
和行为。如此，就有了另外一个问题，让巡山的护
林员在工作日志中不知道该记录些什么。一位护
林员在一次巡山中不想重复“一切正常，没有发现
问题”这样的日志内容，便据实写下了自己的观察
感受：“看到树叶一片片变黄了！”不巧，他的日记在
上级例行检查中被抽中，这句笔记被当作“经典问
题”指了出来，然后在全镇干部群众中传成了笑谈。

牛山变好变美了，这是谁都不能不承认的事

实。用这些词形容如今牛山的生态之美一点儿都
不夸张，比如绿浪翻滚，碧波万顷，叠青泻翠，花香
鸟语，高山流水，秋色璀璨，四季景明……很多野生
动物又回来了，野猪到了猖獗的地步，野兔、野鸡等
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山林中还可见到许多珍稀动物
的粪便和踪迹。由此，推己及人，如果我是护林员，
我可能也会那么写。因为眼睛里只有四季的风景，
如果要谈及感受，也只有季节的轮回变化，再具体
一点，比如树枝一条条发芽了，树叶一片片变黄
了。这在当下，又可见乡亲们多么美好的心境啊！
老人说，缺吃少穿那年月，谁有这等闲心去观察树
叶欣赏风景。

作为秦岭之一隅，牛山也是秦岭大生态公园的
组成部分。所以，在牛山脚下工作生活，让我就拥
有了一种特别的幸福，无须腾出时间专门而为之，
身心昼夜都浸润在大自然之中。我感叹当地乡亲
们与牛山的和谐共生，更惊讶他们的先祖对于保护
自然生态的知觉和行动。有一个民间传说故事可
以为证，名叫“羊圈的来历”：

很久以前，牛山脚下有一个财主闻名十里八
乡，老婆多，儿女多，房屋多，土地多，长工多，还有
就是养殖的牲口多。

这个财主善于经营，有头脑，有计划，统筹安
排，精打细算，不养一个吃闲饭的人，不留一寸空闲
的土地，人不闲，地不荒，五谷丰收，六畜兴旺，财产
越来越多。财主的经营意识强烈到了不放过任何
一个机会，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利用牛山的水
草资源，让长工发展养殖了五六百头山羊，具体有
多少个准数，一年四季谁也没有数清楚过，因为天
天都有母羊下崽。当年牛山上有一道壮观的风景，
就是他的长工摇着铃铛，赶着一群羊早出晚归，山
路上会呈现一里多长的白色流动线条。

两个长工常年放羊的主要去处在牛山“白岩
道”附近，那里有一块面积很大的草地，可是周围树
林茂密，常有各种野兽出没，尽管两个伙计认真负
责，毕竟精力有限，加之羊只多，又经常分散在山林
中，难免有照顾不到之处，所以会造成野兽祸害山
羊的现象发生。

偏偏有一段时间，每天都有山羊丢失或者遇
害。财主十分生气，天天辱骂两个放羊的长工是吃
闲饭的窝囊废，长的眼睛是肉窟窿，有时候还鞭打
得他们鼻青脸肿，还经常以减少食物或不给饭吃来
惩罚。长工肉疼，心也疼，有苦不敢言，又无法改变

这种现状。
因为野兽的不断攻击，让人防不胜防，总是有

大小羊只经常消失，使得两个放羊的长工在担惊受
怕中过着一天又一天。后来，财主又增加了两名长
工，背着刀枪一起防护，还是依旧不能阻挡野兽祸
害山羊。

一日，一位长工感叹命运凄苦在山中痛哭，不
知何时身边来了一位白胡子老人，在问清楚具体原
委后，安慰他要坚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此后几天，这位老人都会准时出现在那里，
盘腿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一幅慈祥悠闲模样，闭
目不言。

恰恰是这天，一群猛兽扑向羊群，一时间十多
头山羊连骨头都看不见了去处。长工们的刀枪棍
棒也没有控制住羊群遭遇祸害的血腥局面。

此刻，这位老人想，今儿不出手，长工们回去恐
怕会鼻青脸肿，甚至是皮开肉绽、性命难保了，于是
见他施展拳脚，伸出右手食指往那儿一指，伴随着
猛然一声吼，一群猛兽忽然掉头退去。然后，见他
又飞起身，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圈，顿时一道金
光在方圆数里地显现出一个大圈子。

说来也非常神奇，从此，再也没有任何野兽进
入这个无形的大圈子里，再也没有发生过山羊丢失
和被祸害的事例，长工也不再遭受皮肉之苦和满山
奔走看管山羊的辛苦煎熬。同时，周围的草木植被
也避免了山羊群体性破坏。

因此，当地乡亲们就把牛山这一处财主家固定
放羊的地方，起名叫“羊圈”。

如今，“羊圈”这个地方还在，草木茂盛，植被
蔽日，只是不见了故事中那一群山羊和放羊的长
工伙计。

时在金秋，跟着巡山的护林员老齐一起下山
往回走，我担心说：“这次工作日志，你该怎么写
呢？”他言称不会说假话，只会实话实说：“看见了鸟
儿飞、兔儿跑，不见一个砍柴人。”我说还需要继续
补充实在。他又说：“不见一只牛羊，也不见一个放
牧人。”我说他不是文人的文人，随心说话像写诗一
样。他说我应该会写。我就说了一句：“阳光当头
照，秋天又来到。”互相一阵哈哈笑。

我知道他当天的日志不会写道——巡山未发
现问题，便取笑说：“你巡山脚下跑得勤快，眼睛看
得细发，心里乐呵，还要认真写好日志哩，不晓得哪
天因为一句话又要在全镇或全区出名了。”

□杨志勇

树叶一片片变黄了

微 笑
□诗村

一群青春靓丽的女子
一张张甜美动人的微笑
把一个企业的文化向人们传递

这是理想、信念、智慧的融合
这是发自内心的絮语
把自信、素养、文化写在脸上
一次次从收费窗口递出
像微风吹拂
似溪水淙淙

像小鸟歌唱
似露珠晶莹

疲惫的汗水在微笑中抖落
匆忙的脚步瞬间变得轻盈
路旁的花开了
每一朵都是笑靥
百灵鸟啼啭
一路洒下歌声
用圆满迎接每一个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