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马路边的西瓜摊
■ 胡庆军

太阳才刚刚出来
早起的人就把新的一天唤醒
热浪在你还来不及感觉
愣神间，就笼罩了城市和乡村
行道树一动不动，空气被炙烤得凝滞

城市的马路边上，一个西瓜摊
如同路上的一个标点，厚厚的帆布
把西瓜和热气分开。扩展季节的故事
一个摇着扇子的中年人，蹲在瓜摊前
半新的草帽下一张黝黑的笑脸
隐匿在日子里的渴望
让路过瓜摊的人驻足，和中年人划价
那是夏天城市街头的一道风景
若干年前，这样的情景就在记忆里
生活的变迁在说笑里、在心里
打开的西瓜，如同红红火火的日子
看客不用买，依旧可以尝上一块

西瓜皮和垃圾被小心地装入一个
垃圾袋

中年人说，不能给环卫大姐增加烦恼

他说今夏的西瓜收成不错
他把一家人的生活融化在暖暖的

甜蜜里
而城市人的生活也伴着市井之声

缓缓流动
他说他收款的二维码是儿子给打

印制作的
很多时候，自己辛苦劳作的果实
在一声叮咚中被小辈们直接收割
但他依旧快乐，他数钱的笨拙很

有存在感
遇到熟悉的老客户，他也会开上

几句玩笑
在城管的车辆上班以前
他就会准时收摊，没有一丝痕迹
仿佛这个清晨他和他的西瓜摊没

有存在过

其实，无论是有生活需求的市民
还是进城摆摊的瓜农
都是这个城市的主人
一个城市应该容得下小小的瓜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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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里盐滩的天津盐业风情区中心，偌

大的八卦图案，气势磅礴、风格独特。从空中

俯瞰，它以八卦为中心，辐射星罗棋布的广袤

盐田，彰显了汉沽盐场人承前启后、兼收并

蓄、继往开来的宏大气魄，书写着新时期滨海

人的一代传奇！

八卦滩，位于原汉沽土桥子村与蛏头沽

村中间。根据民间传说，滩田的设计者李玉

墀夜梦诸葛亮指点设计的八卦滩和诸葛亮后

人设计的八卦村有异曲同工之妙。依据八卦

原理，他把十副滩围成一圈，每副滩自成单

元，利用海水制盐逐渐浓缩的原理，四周向中

心排列，依次为贮水池、蒸发池、调节池和结

晶池，并在结晶区两侧建有坨区。最后八卦

滩总面积达 7363.1 亩，先后开发了 125 副盐

滩，年生产能力2.5万吨。这是将古代八卦排

兵布阵用于滩田修造的一大创举，是劳动人

民聪明智慧的结晶。

八卦滩是最早安装风车的盐滩之一。十

副滩中矗立着一个风车，专门为盐田纳潮拉

水，节省了不少人工。远远望去，空旷的滩地

上，随着强劲的海风，风车旋转，水声阵阵，促进

了原盐生产。大风车与座座小坨遥相呼应，相

映成趣。那时，百里盐滩风帆林立，处处可见吱

吱作响的风车，构成了汉沽盐滩的独特景观。

风车俗称“大将军”，“大将军”这个名词

最早用于沿海渔民的船上，是船上桅杆的代

称。它粗壮、高大、挺拔，在渔船最显眼的地

方，每根桅杆上都贴有“大将军八面威风”字

样，期盼八面来风、人船平安、鱼虾满舱，是滨

海渔村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亘古不变，

代代相传，成为了一种寄托，也是一种祈盼。

光绪年间出版的《宁河县志》记载：“宁邑

稻田、盐滩提水，向用水车，运以骡马。同治

十年，塘沽生员井煦，服贾江南的盐山县，见

有稻田以风车提水，仿其式造之，布帆八面，

上有铁柱，下有铁碗，随风而行，不烦骡马，择

盐滩地势宽敞者试用之，费省功倍。”那时，每

台风车可满足600余亩滩田用水，各滩灶户

根据自家滩田面积大小配置若干风车。至解

放前夕，汉沽盐区有风车358台，供水面积达

189005亩。

解放后，八卦滩隶属汉沽盐场四分场，是

总场的一个生产盐区。为方便管理，在行政区

上又变成了一个行政村，叫八卦滩村。全村仅

33户人家134口人，并设有复式小学一所。

风车长年累月地风吹日晒，盐碱浸蚀，经

常会出现损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管

是维修工还是普通盐工，都争先恐后地上前

抢修。特别是滩窝子离家近，篷布扯了口子或

有了窟窿，八卦滩村的妇女们闻讯就会撂下手

里的活跑到坨地，七手八脚地缝补大篷。到

1960年前后，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盐场

开始以柴油机做动力，用扬水站逐步代替了风

车，风车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村庄也不见

了，难觅过去村庄兴旺繁忙的印迹。

1976年唐山大地震，八卦滩遭到严重破

坏，经国家计委派员勘察批准报废，成了一个

蓄存海水的汪子。2002年后，八卦滩上建起

了航母主题公园，成为汉沽改革开放、筑巢引

凤的一个典范。它雄踞百里盐滩，总规划面

积22万平方米，以“基辅”号航母这一独特旅

游资源为主体，是集航母观光、武备展示、主

题演出、会务会展、拓展训练、国防教育、娱乐

休闲、影视拍摄八大板块业务于一体的大型

军事主题公园。

2019年，天津盐业风情区开张纳客。而

风情区中心就设计成了一个古老的八卦图

案，让历史告诉未来。近年来，汉沽盐场大力

开发盐业风情游产业，打造独特的盐业旅游

名片，蓝天、盐坨、盐池，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盐

业风情符号，前来旅游的游客络绎不绝，昔日

的盐滩已成了网红打卡地。

八卦滩今昔
■ 王雅鸣

夏夜并不长，它只是足够美好。

蒸腾日晒了一整天，晚上总算有了些凉

意，巷子里都是人，谈天、说地、讲古、吃饭、纺

花。不光是男人，年老的婆婆也敢赤了上身

畅快一下。夜色之下，虫鸣、倦鸟、咀嚼的牛

马、嬉戏的孩子、幽会的男女……皆安然于这

柔软如棉的夏夜，仿佛是天赐的权利，让他们

尽享美妙与恬静。夜晚带着一丝妩媚，像一

种极致的诱惑，让人无法拒绝。

重要的是这样的夜晚，突然变得无羁，

男人女人、大人小孩，人们闲谈的尺度与这

夜里穿搭的尺度一样大得惊人，孩子们也放

了宽心疯了起来，似乎是夜色疏解了什么束

缚，明灭之间、昏暗之中，皆是故事。这样的

晚上，屋里自然留不住人的，巷子里一搭一

搭都聚了人，最不济也在院子里铺了席，一

家人坐着卧着说着笑着。孩子们的活动边

界少了限制，可以东家西家窜来窜去，藏匿、

追赶、攀爬、逮知了、捉蝎子、偷瓜果，可以做

许多出格的事，而不担心受到责罚，他们相

信这是来自夜的宽宥与纵容。许是那样自

由恣意的时候并不很多，以致多年以后，我

一直惊叹对那样经历过的夏夜，有如此惊人

的记忆，仿佛每一帧画面、每一声喘息、每一

个脚步，都被仔细收藏起来。那时，脑子里

干净极了，印下夏夜月光里那些清晰的印

迹，舍不得涂改和替换。

常记幼时夏夜，夜空纯净如地上人间，星

月晶亮，普照众生，满巷子里都是人，每家都

是人丁鼎盛时期，每个人似乎都在记忆里定

格的年纪不会变老，几代同堂，儿孙绕膝，怡

乐天伦。当满月夸张地挂在天际，地上明暗

交错的样子恰到好处，一副错落有致、黑白斑

驳的图景。耄耋之年的老奶奶盘腿坐在门

口，拐杖放在坐垫旁，四周围坐着巷子里上年

岁的老妪，彼此的耳背让她们的声音显得忒

大，朗笑不时从没牙的嘴里播放出来，像是故

作欢快的一场寿星恳谈。微风带来夜的爽

快，月光自枝叶间疏落流泻，男人们的烟火调

和着气氛，渐渐把稼穑的话题引向别处，好像

世界上的事都在他们吧嗒吧嗒的烟袋里。老

人们暗夜里郑重的几句教诲不知点在了谁的

痛处，主妇们忽然之间的放声一笑像是掩盖

着什么私密。还有，寡妇门前一闪身的男人、

窈窕女子腰身轻曼地走过、偷着下池的小子

湿淋淋地贴墙溜过，一切都像夏夜里的虫鸣

声一般，融进了一段复杂的乐章里，成为记忆

中夏夜里的一段永恒。

这是那时代的夜生活。

那时尚年幼，对一切似乎都不必负责和

担忧，甚至觉出夏夜的漫长和无尽，永无止

境。某夜，百无聊赖，爬上屋顶，灯火远去，有

风袭来，一个人竟然陷入静静的虚空，渐渐与

地上的热闹远离，云朵迅速擦过月影，飞鸟惊

惧地鸣叫示警，看着地上的亲人并不在意一

个人的去向，那一刻悲哀地想到自己终究要

离他们而去，心中升起一阵渺茫，黑暗中忽然

什么也看不见。又一夜，孩子们被撩拨着去

爬一棵巨树，是白天都不敢尝试的事，树太高

太粗，且无辅助之物。那群孩子中可能有我，

也许没有，不记得了，但我记下了攀爬中的冲

动与畏惧。爬到一半时，恐惧大于体力，进退

两难，再往上已是骑虎难下；体力大于恐惧，

似乎进入迷乱的梦幻之中，精神与肉身脱离，

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的体验，再变了视角自高

处垂视众生，看他们苟且而凡俗的生活……

后来，怎么下来的完全不知道，那时以为可能

就此在那个夏夜从树巅升飞，再也不用回

来。那时，对亲人即将离去和自己的慢慢长

大、离开毫无察觉，有一种失去的模糊如这浮

荡的夏夜，模糊如自己终将远离和失去什么，

似乎一切都隐形于这曼妙的夏夜里，或明或

暗、或淡或浓。

那时的夏夜，因为单调所以发掘了丰富，

就如现在放下许多闪烁的电子屏幕而进入一

册书的世界之中，纯美的夏夜如书般值得品

读，只是覆了层清淡的月光，那些亲切的草木

和人，那些婀娜姿态和婉转声音，就迥异于

常，连夜空也是迷人的，撒满了可以遥望和想

象的故事。不像我们现在，嘈切驳杂几乎拒

绝了一切外来的声音，人们只习惯于用耳机

屏蔽掉多余的东西，却也舍弃了来自自然的

声响，那些你可能永远不知道有多好的自然

音典。夏夜，在那时代，虽然不是美妙天籁，

却无比纯粹，如一抔干净的黄土或者清水，拥

有无数可能。夏夜月光里的过去，拥有银子

般月光的时候并不常有，但我以为它就是我

唯一活在少年的夏夜，那些清亮的夜晚，似乎

什么都不需要去做，甚至不必如世人那般闲

谈说笑、星夜奔袭，只需像跳入清水一般跳入

这月光如水的夜晚就好。当然也有没有月光

的夏夜，还好还有星星一样迷人，在夜空也在

心里，刚看到的一句话：当天空黑暗到一定程

度，星辰就会熠熠生辉。

今年入伏之前不久，热浪肆虐过的一个

夏夜，硕月当空，追逐者众，谓为超级月亮。

晚上，忍着蚊虫叮咬在城市户外拍月，一再腾

挪竟觅不到毫无挂碍的绝佳机位，实在又想

念过去夏夜里那轮坦荡如水的圆月，只是那

样一片纯粹的月光，没有多余的光污染就足

以令人治愈并怀念。也许，夏夜正是因为短

促，才让人觉得金贵。也许，在这样一个天气

愈来愈极端的夏日，一个失却安静和纯净的

夏夜，曾经的夏天之夜月光里的过去已经不

朽，几无觅处，而更加值得惦念。那不朽的月

光之下，有我贪恋的人间。

夏夜
■ 李耀岗

爷爷去世得早。十岁起，每个大年初一

的早晨，在此起彼伏鞭炮声支起的蒙蒙天幕

笼罩下，父亲就带着我去给爷爷上坟，风雪无

阻。父亲满脸的虔诚恭敬、严肃凝重，稳稳地

端着簸箕，上面有烧纸、饺子、鞭炮。簸箕很

沉，每次上坟的路上，父亲肘窝处都会被硌出

红红的印子。偶尔替父亲端一会儿，走不到

20 米就开始吃力起来，父亲就赶快接过去，

在冷硬的土路上继续向着老坟地走去。

坟地在老延河对岸，河水少时，可小心翼

翼通过河道光秃的土埂到达。结冰时就只能

凭借南边较远的石灰桥了，桥面破败松散多

洞，几根细细的钢筋像失血的筋脉，粘连着沧

桑黝黑布满汗毛孔的几块皮肉，两侧没有栏

杆，既要担心脚下踩空，又要防止从两侧滑

落，每次过桥总是提心吊胆。

五年后的春天，命运多舛的奶奶也去世

了。那年春节上坟时，坟前多出了两颗榆树。

那是父亲秋天亲手栽种，用老延河水一桶桶浇

灌的。坟地距老延河至少有500米，其间有三

个高坡，小路蜿蜒浅窄，杂草乱侵，平时空手走

路都趔趄难行，已过中年的父亲提着近60斤的

两只水桶，爬沟过坎何其艰难！父亲却只淡淡

一笑，一副心愿已了的表情。

两棵树，父亲每年春天都会细细地浇水、培

土、剪枝、梳理，从不让别人碰。坟地的周围有我

家的三块自留地，撒种、锄地、开苗、收割的间隙，

父亲总会直起腰望着那两棵树。那树也越来越

枝繁叶茂了，树梢渐渐就像钻进了高高的云里。

从在天津某部服役时算起，至今已有32年

了。难得回乡，梦里依稀都是那两棵树的影

子、父母增多的华发，还有多年累积的愧疚。今

年中元节前夕，我便亟不可待地返回了故土。

进村的路平整了，临村的桥坚固了，依村

的河清静了。乡路上已找不到往昔的足迹，河

堤上已找不到小时栓驴的那颗矮树。那河水容

颜依旧，那蝉躁犹如儿时，水洼里的几只蝌蚪

多年来始终在眼前游动，还有连接河底一波三

折小道上偶尔硌痛脚心的黝亮釉子块儿……

老坟地茅草及腰、杂枝横陈、坑洼连环，

几次差点摔倒。望去高低绿冢容貌仿佛，一

时有些迷茫，最后还是通过那两颗榆树才确

定了爷爷奶奶的坟墓。两棵树越发粗壮了，已

不是小时的印象了，黝黑长长的面容有些阴

沉，好像埋怨我看望它们的次数太少了。只有

周围几片浓绿的玉米，减弱了些许荒凉孤静。

别乡时，又路过老坟地，不由地打开车窗，

远望去，几片碧翠平齐的玉米叶子，簇拥着两

颗茁壮的榆树，树梢上是浅蓝而高远的夏天。

其实，每个人的家里，也有两棵始终护佑

着我们，给我们以依偎支撑和指引的大树，那

就是父母！

两棵树
■ 公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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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趟牵心萦梦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自驾

游，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皎白的月光下，偌大的草原静静的、朦朦

胧胧的，悄无声息。那是我草原之行睡得最

香的一晚，当蒙古包内塞进一丝丝熹微的晨

光，我便拿着自拍杆走出了毡房。小路旁一

串串洁白的蒙古包在晨光下显得非常耀眼、

静谧而安详。草原的小路向山坳间绵延，渐

渐地，眼前的美景让我惊呆了，我从城市来，

从未见到过这么醉人心脾的美丽画卷！

远远的，山峦开始泛红，透过厚厚的晨雾

可以依稀觅见它的轮廓，由小变大，圈数变

多，层次感越来越强，一轮红日慢慢升起，激起

霞光万道。这就是梦寐已久的草原日出？草

原日出是大自然最贵的风景，千呼万唤，千金难

买，一票难求，我见到她的芳容尤为侥幸。牧民

说草原上水汽团特别重、特别多，离地面又特

别近，隔道山梁就能挡住你的视野。而且草

原天气复杂多变，往往这边阳光明媚，那边就

大雨倾盆，完美的草原日出非常珍贵，非常来

之不易。好多画家、摄影师为了拍到最美的草

原日出，伏在草丛里，点着蚊香，坚守到阳光拉

起，露珠融化，就为找寻那精彩的一瞬。

朝阳渐渐撕破了远山的浮云，投过来簇

簇霞光。草原上的晨雾缭绕着升腾，缓缓的，

由薄到浓，像水蒸汽一样，旋转向上，逐渐没

了踪迹。朝霞映射出来的光亮，虽不灼热，但

很刺眼，趟开浮云和浓雾，投洒在茫茫草原上，

对光的一刻，肉眼都能感受到七彩的光斑。

平眺，视野里则是一望无际的绿毯，绿得

发黑、绿得发紫。仔细观察，草原的绿草也是

有层次感的。溪水旁、山坳间绿色更浓，山坡

两侧的绿色也略有不同，日晒时间不同，就会

有淡妆浓抹的不均匀。不远处星星点点的，还

在动，那是一群群马儿、牛儿在食晨草，不时有

马嘶声、嬉戏声传过来。牛马混牧，如今在草

原上非常普遍，它们不打架、不抢食，相处融

洽。牧民说晨草每天长一茬，一寸多长的样

子，伴着露珠，牲畜吃了最有营养，所以马儿牛

儿羊儿都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吃草，更不会在

一个地方吃饱，它们总会寻找最嫩的草下口。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些草原精灵舍近求远地

吃过一道道山梁、趟过一条条沟壑，不停地吃

向远方，牧马人则骑着摩托，带着几条牧羊犬，

追逐着、吆喝着，纠正着马儿牛儿行进的方向。

我拿着自拍杆，追寻着，远景近景不停地

拍，不知不觉来到马儿中间。我的闯入，使它

们有些惊慌，我总想亲近它们，但是做不到，它

们非常有脾气。俊俏帅气的蒙古马，棕色的、

黑色的，鬃毛齐刷刷，颜色纯一，虽然个头不是

很大，但非常结实。牛儿的颜色偏多，黄色、褐

色、黑色、花白，清晨的阳光洒在牛背上，十分

好看和温暖。它们不紧不慢，吃得悠闲洒脱，

从朝阳吃到夕阳，成就它们滚圆的肚囊。

这喷薄的朝阳俯瞰着茫茫的大草原，俯

瞰着大草原上的牧民和成群的牛羊。额尔古纳

河在朝阳的映照下，像一条白色的飘带，蜿蜒向

远方，既不奔腾，也不喧嚣，而是静静地流淌。

人与自然的和谐孕育着生命的进程和力量。这

大草原的清晨所焕发的勃勃生机怎能不让人莫

名感动？这美好的一切，我又怎能把你遗忘？

草原的清晨
■ 宗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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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老家
■ 王剑玲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和父亲坐高铁

再回老家，只用了六个小时，堂哥开着车

来接我们。通往村子的路平坦通畅，到

处都是大巴、的士。村里很多人修了小

楼房，家里卫生间有抽水马桶，做饭通上

了天然气，随时有热水，洗澡很方便，冬

天家里有空调有暖气。堂哥说，衣服都

从网上买，快递几天就送到了。

村子里有正规学校了，老师是公办教

师编制，从村子里考出去的大学生越来越

多。唐爷爷的孙子办了养鹅厂，生意做得

风生水起。唐爷爷已经不在了。我还碰

见了隔壁大婶，她说啥都好，就是三高，要

减肥，晚上不吃饭。奶奶家院子还在，很

久没人住了，落了很多灰尘。我看见了大

风箱，看见了土炕，却永远看不到奶奶了。

想起我十岁那年第一次和父亲回老

家，大伯写信说，奶奶身体不好，让父亲

带我回来看看。那封信邮了一星期父亲

才收到。快到春节了，父亲没有买到卧

铺票。那时还是绿皮火车，一路上咣当

咣当，硬座实在很难受。我年龄小，可以

靠在父亲身上睡觉，也可以在他背后侧

着睡，可是父亲没办法睡，只有迷迷糊糊

地打盹。火车上人很多，时不时听见有

人喊：哥们，腿让一让！

终于下火车了，三十个小时，腿都僵

了。火车站没有大巴，没有出租车，只有

堂哥的自行车。不知道骑过了多少村

庄，山路坑坑洼洼，颠得我屁股疼。

晚上到的奶奶家，全村的人都来围

观。他把带来的大白兔奶糖分给孩子们

吃，他们眼巴巴地看着吞口水，糖一到手，

立刻剥开糖纸塞进嘴里，当舌尖尝到了甜

味，整个人都被融化了似的，眼睛开始发

亮，嘴边的弧度是上翘的，仿佛吃到了天

下最美味的东西。村里有一所小学，只有

一个女老师，所有年级和课程都是她一个

人教，她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

那天晚上做的什么饭，我忘记了，只

记得奶奶睡觉房子的外面是个大锅台，

下面有个大风箱，他们要一直拉着风箱

做饭，呼哧呼哧的。那个铁锅很大，能蒸

很多山芋、玉米。锅台是连着土炕的，一

个冬天奶奶的炕都热热乎乎的。有一次

我和父亲去姨奶奶家拜年，父亲骑着自

行车带着我，山路崎岖蜿蜒，天已经很晚

了，我快冻傻了，一回来就钻进奶奶的被

窝，瞬间暖和了。那个晚上一直听奶奶

讲故事，这个情景一辈子都忘不了。

村里都是土房子，一家挨着一家。

隔壁是唐爷爷，他家养了很多大鹅，院子

里有个水沟，大鹅就在里面游泳。我去

他家看大鹅，他就给我大鹅蛋，父亲不让

我要，说唐爷爷平时就靠卖点鹅蛋生

活。还有个邻居大婶平时看起来脾气挺

好的，但面黄肌瘦，有一次她在自家门口

撒泼似的边哭边骂，不知是谁把她家的

猪弄死了。那头猪她养了两年，想卖个

好价钱，那是她的命根子。

村里最漂亮的一个女孩结婚，敲锣

打鼓，我们跑去看热闹。她要嫁给邻村

的一个丑男人，那个男人给的彩礼多，她

还有个弟弟等着娶媳妇。她哭得梨花带

雨，那么不情愿。

村里的人买东西要去集市，三天一

小集、五天一大集，卖的都是些自家种的

蔬菜什么的，想穿好看的衣服只能扯布

找人做，若看见卖纱巾的，那一定是姑娘

们的抢手货。

农村家家户户都是简陋的茅厕。刚

开始我很不习惯，但也不能总憋着，从恶

心得捂鼻子，到后来习惯，入乡随俗了。

洗澡更没地方，不知道他们都是怎么解决

的，也许是躲在家里烧一盆开水，擦洗一下

吧。只记得从老家回来，我妈抓着给我洗

澡，皮都快搓破了，仿佛在洗千年的垢痂。

那时候车马很慢，书信很远，没有

QQ，没有微信，物质匮乏，是一个落后

而又令人怀念的时代。

小区原是县城文庙旧址，人们习惯

叫圣人殿。据老人们讲，文庙宋代就有

了，后来失火烧毁，明代重建，并由县令

亲手栽植了一棵槐树。前几年，这里进

行改造，文庙成了居民小区，一切都改了

模样，唯独留下了这棵参天的古槐。

文庙是过去县城里的最高点。据

说旧时文庙有规定，县城是供奉孔子的

最低级庙宇，镇一级不能叫庙，叫文昌

阁。文庙气势宏大、威严，是这座县城

里规模最大、最高的建筑群，飘散着淡淡

的烟火。气势恢宏的庙门，青石铺路、灰

墙灰瓦、飞檐高挑，晨钟暮鼓之声在灰瓦

飞檐的上空悠扬飘荡。风光月霁、天朗

气清，庙廊绿树环抱，尤其是那棵老槐

树，历经沧桑，几经雷击火烧，仍是那么

葳蕤茂盛，一庙、一树、一石碑把深邃的

历史形象勾勒得美轮美奂。

过去的文庙曾盛极一时，举子们赶

考前都要到文庙虔诚地祭拜至圣先师，

祈求福佑。不知是受了孔圣人的神秘点

拨，还是学子在祭拜至圣先师后脑瓜就

通灵了，每个年代都有出类拔萃的人走

出这个县邑，为国效劳，文成武就，甚至

步入殿堂，成为朝臣，留名千古。人们对

这棵古槐的感情很深，尽管庙宇没了，但

这棵古槐依然被留下。

站在树下，仿佛听到朗朗的读书

声，那声音清脆地在文庙上空盘旋，仿

佛看到茂密的古槐分立于“大成殿”两

侧，显得庄严肃静，科举状元、探花书写

的碑文记录着文庙光彩的昨天。

后来，文庙衰落了、毁掉了，再后来

就成了今天的居民小区。因为地理位

置特殊，房子很抢手，都想沾些圣人的

余韵辉光，自然卖得顺利，开发商大赚

一笔。人多了，生机就很浓厚，古槐也

焕发了新生机，似乎越发地绿了，树冠

像一把巨大的伞，有遮天蔽日之感，粗

壮的枝杈奋力地向天空伸展，仿佛想穿

透蔚蓝的天空。后来人们就把这棵古

槐奉为神明，因为古槐在圣人殿前站立

了几百年，人们坚信古槐肯定受过圣人

的荫庇，根脉里肯定有文圣元素。于

是，人们视古槐为圣人的使者，就有人

在孩子面临小升初、中考、高考前，在古

槐树下摆上供品，跪拜古槐，祈求福佑，

敬若神明，为古槐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自然，在当今全国上下重视传统文

化的背景下，对传统礼仪的认知与回

归，应该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人们站

在新时代的高度回望历史、思考历史、

尊重历史、传承历史。

古槐带给人们的是精神上的寄托，

也许是一种期盼，也许是一种心里的自

我安慰。古槐是文庙遗留下来的“活遗

产”，见证了文庙的兴衰，记录着这座县

城的历史变迁。

圣人殿前那棵古槐
■ 于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