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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两棵树记忆中的两棵树
□□谢新源谢新源

我们村上世纪60年代还只有东西向两条街，

一条北街、一条南街。

村中长着两棵古树，一棵在北街、一棵在南

街。

两棵古树树种不同，北街的是榆树，南街的是

槐树。

南街的槐树或是更老了一些，有的枝条伸出

得虽然够远，粗硕遒劲，却只挂着稀稀疏疏的叶

片，而且并不怎么开花。树身子上还朽出了个洞，

口儿海碗那般大，平时能够看到鸟儿们在警觉地

进进出出。而北街的古榆则大不相同，虽然也长

到了三五人方能合抱，但枝叶依然茂盛。尤其初

夏时节，浓密乌绿的叶片堆出巨大的树冠，如一朵

闲云悬停在那儿了。

古槐长在焦姓爷爷家的大门口，古榆则长在

姬姓奶奶家的院子里。

在外界一般人看来，两棵古树各有其主，但在

全村人眼里，它们则是完全的公共物，甚而可以说

是他们心目中的圣树。

对于一棵树的膜拜，不仅仅在我们村，也不仅

仅限于我年少的那个时候，似乎他乡亦是如此，且

古已有之。小时候，一岁多的妹妹常常无缘无故

地哭闹，几乎整个夜晚不曾停歇，惹得父母满肚子

火气，却束手无策，不知该怎么发泄。她既不发烧

也不拉肚子，即便从大队赤脚医生那儿开了药来，

也不敢随意使用。村人讲究偏方、验方、密方，母

亲就去向对门的章奶奶讨教。

“她丢了魂儿了，你晚上到村西的树林子里去

把它叫回来吧！”章奶奶对着母亲说，并“如此、如

此”地交代母亲不能犯什么样的忌。

父亲解放后在陕西的蓝田做小本生意，60年

代初方举家迁回故乡。母亲是河南漯河人，对于

村里的风俗和古怪离奇做法是弄不明白它的“道

理”的，于是，多数时候听从于街坊邻居们的传

教。天黑下来，母亲就牵了我的小手来到村西的

榆树林子里，摸着黑磕磕碰碰地走，边呼喊着妹

妹的乳名边“回来吧、回来吧”地叫。夜色沉

静，尽管母亲的呼喊声并不高，不是那么凄厉，

传得也不远，不明就里的人听起来可能还是会觉

得害怕。后来，我才知道这就叫“叫魂”。母亲

在树林子里呼喊了好一阵，回到家妹妹已在姐姐

的怀抱中抿着小嘴睡熟了。此后几天，每到夜晚

她照样还会哭，只不过哭的时间短了不少，不显得

那么折腾人了。

经历了这件事，我开始注意到，农村妇女尤其

上了年纪的老人，似乎遇到什么不可解释、无法厘

清的事儿，就爱往树林子里跑，或者绕着一棵大树

自言自语，不是在祈祷希望就是在祈求宽恕……

8岁的时候父亲送我到村东小学就读，每天至

少6次从姬奶奶家的小院前走过，有时禁不住透过

街门向里张望，偶尔会看到那棵古榆树根下摆着

一只香炉，青烟顺着树身向上飘；树身上贴着红红

绿绿的纸条儿，微风吹动，瑟瑟而抖，但我却不知

道那是在干什么，回家好奇地问母亲，母亲只说你

再长大些就都懂得了。

我自然是会长大的。再长了几年知道的事情

果然就愈来愈多。

那是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又一次放学从姬奶

奶家门口路过，远远地就看到门口里三层外三层

地围着众多左邻右舍。我挤进去想看热闹，就听

到我叫祖祖爷的德禄爷正对着一对中年兄弟俩大

声训斥：

“你爹娘把你俩养活这么大，娶了媳妇成了

家，你俩也都当爹了，如今，你爹死了，您娘得上重

病，你俩、还有你俩的媳妇就不该去照应照应？没

良心的东西！你俩别不信，姬奶奶家这棵老榆树

上可住着各路神仙哪，天天在看着咱全村人的德

行。你兄弟俩若不怕遭报应，就尽管各顾各吧！”

德禄爷在村里年岁最大、辈分最长，他一旦站

出来说话，那事情必然是到了很严重的地步。

姬奶奶家古榆树上的榆钱儿在悄然泛黄，渐

渐老去的它们开始随风飘落，而焦爷爷家门口的

古槐方才稀稀落落地挂上几串槐花，在风中轻轻

摇曳，散发出的馨香只有走近它时尚可闻到一丝

儿。又是一个清晨，我们刚早读完毕，要回家去吃

早饭。学校大门朝着南街，适才出门，一阵清脆的

鞭炮声从街中传来。在乡村中放鞭炮一般不是寻

常的事儿，我们寻声而去，焦爷爷家大门口的古槐

树下，铺着层红红的纸屑，几缕青烟从纸屑中袅然

升起。三四位小伙子手持斧、锯、镐、锹、绳，头发

花白且凌乱的焦爷爷指指点点，看势头大概是要

将这棵古槐树连根刨起。

“可不能、可不能啊！”这回出门劝阻的是焦爷

爷的哥哥。哥儿俩早年父母去世后分家，自立门

户过了十好几年。当初分家时，古槐分给了焦爷

爷。“你那侄儿要找媳妇、成家，不卖了它，哪儿弄

钱去？”焦爷爷心里其实是并不想卖掉古槐的。

“不能再想想别的法子？这树上可住着东西

呢！咱爹、咱娘‘走’的那会儿咋交代咱俩的？再怎

么日子过不去也不能打老槐树的主意！”焦爷爷大

哥所说的“东西”，亦即德禄爷所讲的各路“神仙”。

“我早几天就在这树下烧了香，告诉过它们

了。今儿，这不又放了鞭炮送它们走吗？小强都

三十好几了，找下门亲事不容易！”焦爷爷不得不

坚持。

“他焦叔啊，您哥说得对。咱这村子年年风调

雨顺，平平安安，连个小偷小摸都见不到，全赖着

这树上住着的各路神仙在看着、保佑着咱们！您

儿子找媳妇要花大钱，确实困难，我叫大家伙一齐

想想办法。这老槐树千万可别刨了！”德禄爷也赶

了过来。古槐树下一时间聚集起众乡亲。

“大伙儿给凑的钱，往后不也得还吗？”焦爷爷

知道欠债难还，是件挺折磨人的事。

“你这人，犟！咱就不能走一步说一步？”焦爷

爷大哥想动脾气。无父兄为长，父母“走”了，大哥

的话就是父母的话。

“是啊，他焦叔。凑钱这事我就揽下了。日后

咋个还法，也由我说了算！”德禄爷到底年岁最大

辈分最高，尽管大家不是一个姓，但久而久之，他

的威望便跨越了姓氏，为众人所敬重。

“既然德禄爷说了话，那就先不刨了。我也怕

它们降罪于我呀！”焦爷爷朝古槐那巨大的树冠看

了一眼，连忙招呼那几位小伙子收起各自的家伙，

返回家里去。

众人亦散了场。我的目光也朝那老态初显的

古槐树冠投去，还是想透过它的枝桠和稀疏的叶

片、花朵看到些什么。当然，这只是好奇而已，它

能够让我看到什么呢？虽然知道人们对古槐的种

种说法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但经历过这两件事，

古槐和古榆在我心里却是真切地神圣了起来。

像是在这里有一个被模拟

的微故乡。有一个小小的山

坡，山坡上有几株松树，松树上

结满了松子，一个个都张着嘴

巴有话要说。刚出穗的松尖，

纯洁地指向天空。鸟儿们说着

故乡的话，长长短短，粗粗细

细，一应一合。山坡上的小黄

花，及不知名的小野花，在夕阳

的余晖中多情地摇晃。

这是我来鲁迅文学院的第

二个月。一个欣喜的黄昏，童

年的故乡向我奔来。我踩着脚

下的松针，误以为一些野生的

菌子就要从土地里冒出来。甚

至那些未开的木槿花，白色、紫

色，朝开暮落，已成曲调。此

前，我和同学们的视线一直都

在春花里灿烂。从花开花落，

至青梅了了，园子里一波又一

波的美丽，令人对每一个明天

都充满了期待。

遇见第一棵松树，是在一

次晨跑中，它挺拔地站在拴马

桩的旁边。我曾多次经过这

里，眼睛探询的方向都落在那

些神秘而古老的石桩身上。我忽视了飞鸟的翅膀，松树的眼睛。但在那

一刻，我看见了一棵松树，它直愣愣地走向我。它一定也看见我从内心勃

发的欢喜，正在它的近旁弥漫。

松树的皮肤，贴着我手心的温暖，给了我一种上扬的坚定力量。松树

上，开满了松花。在高高的枝头，一个又一个的松轱辘，挤着挨着欢喜着，

像几世同堂的大户人家在操办老祖母的寿辰。我们像多年未见的老友，

拉着手亲密无间。我盯着一棵松树，从天空看向大地，像是看见这世界满

堂的福禄从一道道门里走来。老祖母用手里的拐杖撑起血缘的亲情，代

代相传，才有了家，有了国，有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这个学院走出去的

师兄、师姐及未来的学弟、学妹们，他们散居在各地，文脉的根须像松树一

样深入大地。他们也许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个精神上的微故乡。

在云南那座叫树家窝坡的山上，也长着无数棵这样的青松。有风经

过，松涛阵阵，夜色来临，站成卫士，晨曦张开，互为战友。村子里的人为

了纪念先祖从闽中迁移至此地时身居窝棚的苦日子，便把一个村子叫做

魏家窝坡，同时也把一座山命名成自己的兄弟——树家窝坡。定然是那

些松树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脊梁，才对一座山充满了感激之情。

村子里的生老病死，都会与这座山上的松树发生联系。结婚时，必然

要找一棵粗直的松树，松树上一定要结满了松轱辘。这样的树适合做成

婚床，意为多子多福。死了的时候，要找一棵更大的松树，制成最舒适的

房子，成为最后的归宿。烧火的柴，是松树上掉下来的枝丫，打成家具的

材料，也离不得松树。落下的松针叶捂成土地上的肥料，滋养庄稼、蔬

菜。就是辛劳累了小憩时，也要依靠在一棵粗壮的松树旁。

松树默默地成为那片土地上的一种秩序，成为实用的生活，成为精神

的象征。村子里曾有一个识字的老前辈，家谱上记载，号称松坡先生。先

祖们肯定不知道后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

时”的诗句。然而，自然与他们，又是何其接近。

一片一片的松树成为松林，生长在树家窝坡至凤凰山的梁杆上。它

们在雾霭雷雨中自然成长，长成一桩又一桩的平常事物。没有人注意过

它们的存在。就是在集体分配到户的山上，松树也没有成为谁的私有财

产，它们不管不顾地生长着。根深植于土里，叶相触在风中，它们互相问

候、互相取悦。即使有一天，它们的主人来相认时，它们已成为可以障目

的兄弟，令人难分彼此，它们沉溺于自我的成长。一天天，一年年，长粗，

长壮。

大半个时辰，我徘徊在一棵松树下，有种家乡的气息，顺着鼻孔入驻

我的心间。仿佛它就生长在那座叫树家窝坡的山上，它与我曾经遇见过

的结得最多松轱辘的树有着一样的形态，正在等待着有缘人的青睐。松

轱辘的意向，不仅是多子多福的象征，更是形容一个人辩才无碍的妙物。

它浑身长嘴，雄辩滔滔。恍然之间，我仿佛觉得松树成了学院精神的一种

象征，多所饶益，如大宝洲。

一阵风吹来，黄色的松花粉像一阵轻烟。近年，流行起采松花粉。它

味甘、性温，据说是补充微量元素的生态食品，纯天然无公害，外加一些增

强免疫力、抗衰、益气的功效，一时就成了新宠。有女同学从树下经过，便

一起在松花上抖落一些花粉，缠于舌尖，仔细尝味。手有余粉，舍不得弃

了这些以克数卖钱的物什，便涂抹于面部。润滑细腻的感觉从指尖传来，

我们看着彼此发黄的脸色，大笑不止。有鸟儿从松树上惊起，扑棱棱飞到

另一棵松树。原来，院子里的松树不止一棵。

我的家乡邱县，有一片文冠果树。

花期早过，树上的果子也已摘光了一段日子，留在面

前的是满目望不到边际的绿叶林。听说，这里文冠树的

叶子都要做成一种茶的。

我有意识地要认识文冠树，仔细打量并问询起来。

人们说，文冠树叶类榆树的叶子却还要窄小些，今天亲眼

目睹并得以证实。那样的窄小疏落，以及枝枝干干的坚

实，使我遐想不已，它应该是属于远古的树种吧？

关于文冠树名字的由来，有三说。一说是它的果子

成熟后为三裂，像古代文官的帽项而得名。再一说是唐

德宗“奉天之乱”时，携百官逃难，有野老路献此果，皇帝

龙颜大悦，即欲封官来献者。明代万历年间京官蒋一葵

所撰《长安客话》这样写道：“文冠果肉旋如螺，实初成甘

香，久则微苦。昔唐德宗幸奉天，民献是果遂官其人，故

名。”有人说蒋一葵所记有误，后来唐德宗身边的官员李

贽力谏此官爵不可封，并又上千字文讲大道理，德宗不复

在意乃罢。三说是文冠树开花，初为白色，次为绿色，又

为红色，终为紫色。如古时候的文官，首穿白袍，次着绿

袍，复穿红袍，最大的文官才穿紫袍。这在宋人胡仔《苕

溪渔隐丛话》里写得分明：“贡士举院，其地本广勇故营

也，有文冠花一株，花初开白，次绿次绯次紫，故名文冠

花。花枯经年，及更为举院，花再生。今栏槛当庭，尤为

茂盛。”

文冠树常被种植在宫苑庙宇道观之中。据说故宫宁

寿宫有一棵，北海公园北门、天坛公园、北京植物园都

有。混在京城数载，这些地方也是到过，却是因为不相

识，如走在路边的陌生人，无非是擦肩而过罢了。

这是个文冠果树基地，据说面积有1300亩，落户在

邱县梁二庄镇坞头村。

我向绿林深处走去，文冠花看不到了，文冠果也没有

了，只有满目凝碧的纵横枝叶。这里，没有了喧嚣，只有

静静的沉思。

文冠果树花期是每年4至5月间，同一棵树开的花，

朵朵颜色都不同，甚至每朵花的每一瓣也不一样。飘在

异乡的我，还从没来看一看落户在家乡的文冠花，尽管县

里已举办过两届盛大的文冠花节。

在我们冀南大地上，春天里按开花的次序是杏花、桃

花、梨花、槐花，今天又有了文冠花的加入，在槐花将谢之

际，时节也不寂寞，文冠花笑垫其后，将春与夏做了个美

丽的携手。然而，杏花的娇，桃花的艳，梨花的洁，槐花的

朴，这文冠花却是一身兼而有之了。

据说在北京法源寺有一株300年的文冠树，在清乾

隆年间就有了模样。每年不知花开了多少，有人说，那树

上只看到三五个果子，好像就是特意要证明它的“千花一

果”似的。

就是这样一株老文冠树，那时的“扬州八怪”人物罗

聘为之题诗道：“首夏入香刹，奇葩仔细看。僧原期得果，

花亦爱名官。朵朵红丝贯，茎茎碎玉攒。折来堪着句，归

向胆瓶安。”写得很是清新别致，引人反复吟咏。“僧原期

得果”，说得恁有禅味；“花亦爱名官”，这有些委屈了文冠

花，似不是风在动，而是人的心在动了。同时代的大诗人

吴伟业，也有诗题此佳木：“近世谁来尚，何因擅此名？小

心冰骨细，虚体绿袍轻。味以经尝淡，香从入手清。时珍

夸罪口，肴核太纵横。”“小心冰骨细，虚体绿袍轻”，这两

句是诗眼，使我们玩味到诗人的体物入微。小巧的花心

细而有骨，初放的花朵轻盈，似着了绿袍的文官，是清爽，

是得意？一时也难与君说。

早在宋代就有人为文冠树题诗了，他是朝中翰林洪

适，题为《朱叔召遗文官花二绝句》，是一个叫朱叔召的人

送给洪适一棵文冠花树，这便诱引得他诗兴大发，他这样

写道：“幻出荷衣点雪衣，更将龟紫换牙绯。人中巧宦谁

知此，好向天街插翅飞。”其二，“绿心变却初时白，紫色由

来昨夜朱。学得文官何足道，但堪花径骇仆奴。”一首写

顺达，一首写清高，运笔温文尔雅。这位洪适大学士，不

一而足，后来，竟为所获赠的这株文冠花木又题二绝，可

以见出他对文冠树的大欢喜。

我在文冠树林深处探行，时而能听到这新秋里野鸟

的脆鸣，却不得见其影，时而望向清静的文冠树，发现树

顶上偶尔有一两枚已成黑色的文冠果，我猜，这是主人故

意留下供游人观赏的，使来客畅想过往的春夏，也盼望明

年的春夏还将莅临。

我的眼前竟幻化出一个美丽的人间四月天，百里外的

游人也赶来了，都向一个唤作坞头村的绝妙去处欢聚。整

个园区，朵朵花都在笑，有的笑得矜持，有的笑得开怀，有

的笑得前仰后合，它们成群结队，天真自如。赶来的人们

也像是要与文冠花来场比赛，个个儿笑逐颜开，步子轻

快。不过多日，炫目纷闹悄然而逝，园林静下来。繁星般

的绿果悄悄生出来，探头探脑地打量这个新夏里的绿色世

界。清静的日子里，绿果一天天长大，不知是从哪一天开

始，硬朗起来的果实炸开了几道缝隙，又渐多起来的游园

人，仰面就会看到果子里的黑眼睛在眨个不停……

我近来也才知道，文冠果是上好的油料，被人们誉为

“液体黄金”。当年，尼克松访华,毛泽东设家宴待客，做

菜用的就是文冠果油，引得美国总统大为称颂。

在园边儿，我看到有大片的文冠果壳，形成一道长

堤。

要辞别这深静的文冠丛林了，此刻，初秋的清风乍

起，我的身后是瑞木苍郁、碧涛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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