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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掩映的村落，在山水画中给人
留下巨大想象空间。村庄和树不仅是
传统的美术元素,也是许多人乡愁的寄
托。远远地看到那一棵树,心中便会涌
起一句话：到家喽！

南方很多村庄，都有一棵披枝散叶
的老榕树，让游子念念不忘；长江边上
的一些乡村，则偎依着一棵棵桂花树，
老树遮阴处常常就是村里人聚会的地
方；苏南乡间多的是枝叶茂盛的樟树,
一树繁盛,守望一个村庄。在我们连绵
的太行山里，和乡村相生相依的树是哪
种呢？要让我来选择，我将毫不犹豫地
选择槐树。我说的槐树不是枝条长刺
的洋槐，而是那种树皮粗糙、初夏时节
盛开白花的国槐。

我们对于村庄的记忆，留下许多槐
树的影子。我家门口就有一棵槐树，歪
着枝干从街边的岸上长出来，伸到岸的
外头。它既不去挤占街道的宽度，也不
影响岸下人家垒砌窑洞。有趣的是，向
外边伸出不远，槐树的枝干又呈一个不
大的弧度弯了回来。因此，树叶就遮挡
住了街边的石头栏杆。夏天酷热，槐树
的叶子正好茂密起来，在街头形成一片
荫凉。前后几个院子里的人，无论中午
还是晚上，都会端着饭碗，坐在槐树下
吃饭。饭吃完了，随手把碗放在脚边不
远处，大家还会在树下坐着东拉西扯。
当街头安静下来，有人甚至直接躺在树
下的石栏杆上睡起午觉来。

对于从这槐树下走出去的人们，这
棵树就像家一样，成为我们记忆中永远
无法抹去的一部分。十多年前，我赶到
遥远的新疆，探望一位本家爷爷。他青
年时期跟随八路军队伍离开故乡，后来
千里跃进大别山，又到西南剿匪，跨过
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一直走到新疆建
设兵团。上了年岁之后，他的记忆和思
维都有些混乱了，可是，这棵老槐树依
然清晰地留在他的脑海里。说起二十
多年前回乡的事情，他说：“我们小时候
老槐树就那样粗。几十年过去，我们老
了，好像它还是那么粗。”

岁月带走了太多记忆，而老槐树却
顽强地留在一代代人心里。从高处瞭
望我们的村庄，那一个套一个的院落之
间，如见缝插针一般长起来的大槐树，
总让人产生很多联想。每一棵槐树都
有着一种寄托。槐树就像祖宗牌位，几
乎是一个家族的“共有财产”。村里那
些老槐树，很少是一家独有的，大都是
一个家族的几户人家共有。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现在，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
这棵树是哪一位祖先栽下的，更数不清
有多少位祖辈，曾经蹲在这棵越长越大
的树下端着饭碗过日子。

究竟是先有树，还是先有院？这
好像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院子围
着树，树荫遮盖着院落。也许，村庄就
是围绕着这些槐树成长起来的。树下
的院落就像槐树上的枝条，原本也就

是一根，但在岁月中不断伸枝展叶，才
有了一个一个家族，才有了这个许多
家族生活的村庄。而每一个院落都受
着槐树的庇荫，每一棵树都是大家
的。上辈人谈到槐树，常常会情不自
禁地说“我们也有份”。人们在树下修
房盖屋，在树下吃饭聊天，在树下繁衍
家族的历史，最后，让院子从不同方向
围着一棵年岁很大却依然枝繁叶茂的
大槐树。

如果要找村里最老的槐树，大概数
得上大院门口的那一棵了。

大院是村里比较早的院落。因为
这个陈姓家族人数多，而且大家都住在
一个面积较大的院子里，所以，叫作“大
院”。大院也坐落在一棵老槐树下。没
有人知道这棵树究竟有多大年龄，但至
少在清朝光绪年间，它就长在了那里。
因为这棵树下发生过一个流传至今的
真实故事，印证着这棵老槐树，也映照
着大院这一家人。

光绪年间,大旱数年，颗粒不收。
传说当时山沟里前前后后已经没什么
可吃的了，人们便从树上摘槐芽吃。一
年摘好几次，槐芽根本就长不出来。有
一天,树下来了一群外地的讨饭人，其
中有一位母亲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
同行的人都不愿意带他们一起走了，母
子俩几乎要饿死。大院的陈姓老人把
自家仅有的几升柿糠炒面拿出来，换得
这母子两条命。后来，这位无奈的母亲
带着孩子在前面一个村庄找到婆家。
母亲给孩子取名“陈拦”，时刻记着是陈
家人拦下了这条命。陈拦一家祖辈和
大院保持着亲戚般的走动，一直延续了
三四代人。

陈拦的故事像槐树叶一样，每年都
随风飘零，能完整讲出这个故事的人越
来越少了。而老槐树则依然顽强地耸
立在大院门口，以它的枝叶给这个渐渐
空旷的院落留下一大片绿荫。老槐树
如今需要三四个人才能合抱，树枝像这
个院落古老的历史一样，错综交叉，浓
淡杂色，有些枝条间或有脱落。几根伸
展出来的主干都空心了，仿佛一只布满
丝网的老旧木桶，敞口挂在那里。有时
候，麻雀会在那空心了的枝干里安家落
户。晨风中，它们叽叽喳喳，给这老树
增添一番生机。

尽管如此，每年春天这棵老槐树仍

然会早早地吐出嫩芽，继而开出花苞，
那叫作槐米。趁着花苞还没有开成雪
白的槐花，大院的晚辈会选出一个人爬
到树上去掰槐米。每年掰下的槐米有
多有少，并不一致。但不管能掰多少，
都是几户人家平均分。只有在这个时
候，这些已经搬出大院、另立门户的人
们才深刻地意识到：“咱们都是一家人，
槐树底下都有份儿。”

村里的槐树，大大小小生长在不同
角落。究竟有多少棵，我从来没有细数
过。故乡的人们为什么对这国槐如此
钟情呢？槐米能够卖钱，但是，果实能
够卖钱的树何止槐树！树大成材，可以
让人们做家具，可是，比槐树长得快、木
质也好的树木又何其多！浪漫一点想，
槐字与“怀”谐音，难道是为了用这样的
树木来告诉游子要把村庄记入心怀？
然而，多少年历史中，村里人祖辈牢牢
固守在这片土地上，外出的人从来不占
多数，何必用这么一个“槐”呢！

我想,也许这是一种“怀抱的温暖”
吧。有时候，槐树确实像张开的怀抱一
样，给乡亲们带来特有的温暖。他们总
是把槐树和人生联系起来。

很长一个时期，村里人习惯用槐木
做棺。槐树枝干笔直，而且木质坚硬，
村里的传统就是锯作一寸薄厚的板子，
正好做棺木，称作“土板”。我小时候已
经没有人靠自己栽的树做棺木了，但人
们依然认为“槐木是最好的土板”。有
一棵高大的槐树砍倒，人们估计“可以
做两副土板”。而其中一副被一位老人
买去，乡亲夸张说“这土板好”，老人露
出得意的神色，全然没有对死亡的
恐惧。

年少的我当然无法理解老人的情
感，但几十年过去，我依然没有忘记他
的自足。也许，故乡的人对槐树就是这
样一种情感吧。在槐树下成长，还要以
槐树为“土板”，才感到踏实。

时光如水，无声无息地从村口和
山脚流过。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人伴随
着厚厚的槐木“土板”埋在了七尺黄土
之下。但是，我们依然从村口就能看
到那耸立的槐树。春夏时节，那是一
簇簇枝繁叶茂的绿色；秋冬之际，那又
是一棵棵虬枝高杆，挺拔得顽强而
坚韧。

难忘啊，村里那些经年的老槐树！

故 乡 的 槐 树
□ 舒 生

在蒙山之麓在蒙山之麓，，一个朋友的小院落里一个朋友的小院落里。。
堂屋门前的月季花开得红艳艳的堂屋门前的月季花开得红艳艳的，，院中院中

青石的桌上摆放着茶具青石的桌上摆放着茶具，，淡淡的茶香飘在秋淡淡的茶香飘在秋
夜里夜里。。

没有月亮没有月亮，，满天的星星在头顶满天的星星在头顶，，仿佛一伸仿佛一伸
手就可摘下一颗星手就可摘下一颗星，，放在石桌上以作照明放在石桌上以作照明。。

不远处小河里的流水声不远处小河里的流水声，，叮咚作响叮咚作响。。草丛草丛
中中，，时有虫鸣声传出时有虫鸣声传出。。

朋友如数家珍朋友如数家珍，，介绍着风物介绍着风物，，问我愿意看问我愿意看
哪里哪里。。““平邑可看的地方很多平邑可看的地方很多，，得多住几天得多住几天！！””

——老莱子老莱子““耕于蒙山之阳耕于蒙山之阳””，，做了做了““东蒙东蒙
客客””，，咱去寻寻隐士的足迹咱去寻寻隐士的足迹？？

——鬼谷子在蒙山修炼鬼谷子在蒙山修炼，，孙膑孙膑、、庞涓庞涓、、苏苏
秦秦、、张仪是他的徒弟张仪是他的徒弟，，去探探鬼谷子洞去探探鬼谷子洞？？

——蒙山在山东是排名第二的高山蒙山在山东是排名第二的高山，，海海
拔拔11561156米米，，咱去登主峰龟蒙顶咱去登主峰龟蒙顶？？

——咱去看看九间棚风景区咱去看看九间棚风景区？？那里是红那里是红
色教育基地色教育基地。。

——还有自然博物馆还有自然博物馆，，里面很多化石很里面很多化石很
震撼震撼，，看吧看吧？？

…………
““哪里也不去哪里也不去，，就在您这看星星就在您这看星星！！””
星星闪着明白星星闪着明白，，峰峦揣着朦胧峰峦揣着朦胧，，天空没有天空没有

一丝云彩一丝云彩——
““这里多好这里多好！！””
““天上星天上星，，亮晶晶亮晶晶，，多住几晚上多住几晚上，，任您看任您看。。””
朋友又换了壶茶朋友又换了壶茶：：““我弟弟在蒙山里我弟弟在蒙山里，，在在

庵子那地方种了茶庵子那地方种了茶，，海拔近海拔近800800米米，，烟雾缭绕烟雾缭绕
的的，，跟仙境一样跟仙境一样。。这茶这茶，，好喝好喝！！””

他走进厨房他走进厨房，，不一会不一会，，变魔术似的变魔术似的，，就端就端
出了小菜出了小菜。。是黄花菜是黄花菜。。这里悬崖的缝隙里这里悬崖的缝隙里，，喜喜
欢长出好看的黄花欢长出好看的黄花。。这黄花是从挂心橛子的这黄花是从挂心橛子的
峭壁上采的峭壁上采的，，那山峰海拔那山峰海拔 10001000 多米多米。。您要看您要看
星星星星，，这菜也叫七星菜这菜也叫七星菜。。还有个名叫忘忧草还有个名叫忘忧草，，
也许吃了能忘忧吧也许吃了能忘忧吧。。

辣椒炒笨蛋辣椒炒笨蛋。。
““这蒙山真是无奇不有这蒙山真是无奇不有，，还有能吃的笨还有能吃的笨

蛋蛋？？””
““在山上散养的笨鸡下的蛋在山上散养的笨鸡下的蛋，，简称笨蛋简称笨蛋。。””
““我再给您个惊喜……我再给您个惊喜……””说着说着，，他从橱柜他从橱柜

里边找出了曾子圣酒里边找出了曾子圣酒，，““存放存放 2020 多年了多年了！！””这这
种包装市面上已经没有种包装市面上已经没有，，我确实很惊喜我确实很惊喜。。

平邑是曾子的故里平邑是曾子的故里。。当年平邑酒厂发不当年平邑酒厂发不
出工资出工资，，我策划了这个产品我策划了这个产品，，使企业焕发生使企业焕发生
机机。。我找画家李兆虬设计了盒子我找画家李兆虬设计了盒子，，曾子圣酒这曾子圣酒这
几个字也是他写的几个字也是他写的。。

曾子圣酒供不应求的时候曾子圣酒供不应求的时候，，厂长问我厂长问我：：
““这酒受欢迎这酒受欢迎，，怎样畅销不衰怎样畅销不衰，，长长久久长长久久？？””

““诚则久诚则久，，信则长信则长！！对消费者不诚对消费者不诚，，产品提产品提
升跟不上升跟不上，，失去信任失去信任，，就丢了市场就丢了市场。。””

““参也鲁参也鲁！！””
这是孔子对曾子的评价这是孔子对曾子的评价。。在老师的眼里在老师的眼里，，

曾参是质朴曾参是质朴、、诚实的人诚实的人。。
曾子杀猪的故事广为流传曾子杀猪的故事广为流传。。曾子的妻子曾子的妻子

赶集去赶集去，，儿子哭泣着儿子哭泣着，，要跟着去要跟着去。。““你回去你回去，，好好
孩子孩子！！””妻子哄着妻子哄着，，““娘回来娘回来，，杀猪杀猪，，弄好吃的弄好吃的。。””

妻子去集上回来妻子去集上回来，，看到曾子要杀猪看到曾子要杀猪。。““你你
可别杀可别杀！！””妻子急忙阻止妻子急忙阻止，，““只不过跟孩子开个只不过跟孩子开个
玩笑罢了玩笑罢了。。””

曾子一脸严肃曾子一脸严肃：：““不能跟孩子开这个玩不能跟孩子开这个玩
笑笑。。孩子年幼无知孩子年幼无知，，正是向父母学习正是向父母学习，，听父母听父母
教导的时候教导的时候。。您现在欺骗他您现在欺骗他，，是教孩子骗人是教孩子骗人
啊啊！！母亲欺骗孩子母亲欺骗孩子，，孩子就不相信自己的母亲孩子就不相信自己的母亲
了了。。不能这么教育孩子不能这么教育孩子！！””于是于是，，曾子把猪杀曾子把猪杀
了了，，给孩子煮肉吃给孩子煮肉吃。。

诚哉诚哉，，曾子曾子！！
——这就是平邑人这就是平邑人！！
这样的曾子还怕自己不诚这样的曾子还怕自己不诚，，““吾日三省吾吾日三省吾

身身””中中，，有两有两““省省””是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与朋
友交而不信乎友交而不信乎？？””这是时时反省自己的忠诚这是时时反省自己的忠诚
啊啊。。曾子的曾子的《《大学大学》》中有这样的句子中有这样的句子：：““所谓诚所谓诚
其意者其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也。。””

王阳明认为诚为王阳明认为诚为《《大学大学》》之根本之根本。。他对诚他对诚
也情有独钟也情有独钟。。明正德十年明正德十年（（公元公元 15151515 年年），），林林
典卿要离京回老家典卿要离京回老家。。用现在的话说用现在的话说，，林典卿是林典卿是
王阳明的粉丝王阳明的粉丝，，以前听过阳明子讲以前听过阳明子讲““立诚立诚””，，那那
年月没高铁年月没高铁、、没飞机没飞机，，这一别这一别，，不知还有没有不知还有没有
机会再见面机会再见面，，得讨教点通天地古今得讨教点通天地古今、、终身受益终身受益
的奥旨的奥旨。。

不料不料，，王阳明一字一顿王阳明一字一顿，，只说了两字只说了两字——
““立诚立诚””！！

林典卿瞪大了眼睛林典卿瞪大了眼睛，，仿佛不相信自己的仿佛不相信自己的
耳朵耳朵，，难道就这个难道就这个！！

王阳明的眼睛直视着林典卿王阳明的眼睛直视着林典卿，，那坚定的那坚定的

目光闪出不容置疑目光闪出不容置疑——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不甘心的林典卿不甘心的林典卿，，还是禁不住地问还是禁不住地问——
以天地之大以天地之大、、星辰之丽星辰之丽、、日月之明日月之明、、四时四时

之行之行，，引类而言引类而言，，不可穷尽不可穷尽；；人物之富人物之富、、草木之草木之
蕃蕃、、禽兽之群禽兽之群、、华夏之辨华夏之辨，，引类而言引类而言，，亦不可穷亦不可穷
尽尽；；古之学者殚精竭智古之学者殚精竭智，，尚莫能究其端绪尚莫能究其端绪，，靡靡
昼夜昼夜，，极年岁极年岁，，犹不能竟其说……犹不能竟其说……

就这就这““立诚立诚””二字二字，，怎么能尽其窾要呢怎么能尽其窾要呢？？
王阳明掷地有声王阳明掷地有声：：““立诚尽之矣立诚尽之矣！！””
天上的星星天上的星星，，很精神很精神。。
我俩星光般精神着我俩星光般精神着，，好茶好茶，，好酒好酒，，好友好友，，话话

自然就像小河里的流水自然就像小河里的流水““哗啦啦哗啦啦””地淌起来地淌起来。。
朋友喝酒上脸朋友喝酒上脸，，用双手搓了把红了的脸用双手搓了把红了的脸，，

讲起了民间故事讲起了民间故事。。
从前从前，，这山上住着个采药的老人这山上住着个采药的老人，，还有个还有个

童子童子。。老人出去采药老人出去采药，，就到远处的林里就到远处的林里，，高处高处
的山里的山里。。童子抓着柴门童子抓着柴门，，看着老人走远看着老人走远，，走到走到
云里云里，，走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走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一天一天，，来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娃子来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娃子，，找童子找童子
玩玩。。娃子戴了个红兜兜娃子戴了个红兜兜，，长着圆脸长着圆脸，，很是可爱很是可爱。。
他说自己的家在后山他说自己的家在后山。。两个孩子玩捉迷藏两个孩子玩捉迷藏，，玩玩
剪子包袱锤……玩得很欢剪子包袱锤……玩得很欢。。每到下午每到下午，，他总是他总是
赶在老人回来前走赶在老人回来前走。。

娃子一再嘱咐娃子一再嘱咐：：““不能给老人说不能给老人说，，说了他说了他
告诉我家大人告诉我家大人，，家里不放心家里不放心，，就不让来玩了就不让来玩了！！””
娃子伸出小手娃子伸出小手，，两个孩子两个孩子““拉钩拉钩””：：““拉钩上吊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说……一百年不许说……””这寂寞这寂寞、、孤单的孤单的““留守儿留守儿
童童””，，有了伙伴来玩有了伙伴来玩，，脸上都闪着快乐之光脸上都闪着快乐之光。。

采药老人看到家里的乱采药老人看到家里的乱，，就判断有人来就判断有人来
过过，，就问童子就问童子。。童子一开始不说童子一开始不说，，但经不住老但经不住老
人审问人审问，，就说了实话就说了实话。。

老人心花怒放老人心花怒放：：传说蒙山上有参娃子传说蒙山上有参娃子，，这这
就是啊就是啊——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老人准备了一团红线老人准备了一团红线，，一头穿上针一头穿上针。。告诉告诉
孩子孩子，，那娃子再来时那娃子再来时，，你偷偷把针别到他的红你偷偷把针别到他的红
兜兜上兜兜上。。孩子不知道这什么用意孩子不知道这什么用意，，只是听大人只是听大人
的话的话，，就这么办了就这么办了。。老人顺着红线老人顺着红线，，找到了一找到了一
个幽静处个幽静处，，把参挖了出来把参挖了出来。。他躲着孩子洗干他躲着孩子洗干
净人参净人参，，悄悄放到锅里悄悄放到锅里，，加上水泡着加上水泡着，，盖上锅盖上锅
盖盖，，压上一块石头压上一块石头。。他明知道孩子掀不动他明知道孩子掀不动，，但但
还是大着声音对童子说还是大着声音对童子说：：““不准掀锅盖不准掀锅盖！！””老人老人
便急匆匆往山下赶便急匆匆往山下赶，，要喊一位老友来共享要喊一位老友来共享。。

吓傻了的参娃子吓傻了的参娃子，，听到老人出了门听到老人出了门，，才缓才缓
过神来过神来，，哭喊着哭喊着：：““你说话不算数你说话不算数，，你骗人你骗人，，快快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童子憋得脸通红童子憋得脸通红，，就是搬不动就是搬不动
压锅盖的大石头压锅盖的大石头。。

““快啊快啊，，快啊快啊，，老人回来老人回来，，我就没命啦我就没命啦，，都都
是你说话不算数惹的祸是你说话不算数惹的祸，，小骗子小骗子！！””

童子急中生智童子急中生智，，抱了块小石头抱了块小石头，，放大石头放大石头
旁旁，，摸了根棍子摸了根棍子，，垫着小石头垫着小石头，，插到大石头下插到大石头下，，
用杠杆原理用杠杆原理，，一点点地撬动……获救的参娃一点点地撬动……获救的参娃
子惊慌地跑回去子惊慌地跑回去，，告诉了参王告诉了参王。。参王知道大事参王知道大事
不妙不妙，，紧急率领参子参孙大逃亡紧急率领参子参孙大逃亡，，都上东北去都上东北去
了……从此蒙山再没人参了……从此蒙山再没人参。。

夜里夜里，，昂首观天昂首观天，，
满天的星星为何闪烁满天的星星为何闪烁？？
夜空这棵大树夜空这棵大树，，
挂满了放光的守诚香果挂满了放光的守诚香果。。
蒙山蒙山，，常有一些大学教授带着学生来写常有一些大学教授带着学生来写

生生。。我的朋友认识了画家我的朋友认识了画家，，就跟着学就跟着学。。不仅学不仅学
画画，，文史哲的书也看了一些文史哲的书也看了一些，，就变化气质就变化气质，，多多
了些雅气了些雅气。。

今夜星光灿烂今夜星光灿烂，，蒙山一派静好蒙山一派静好！！我们谈天我们谈天
说地说地，，讲古论今讲古论今——平邑山平邑山，，平邑水平邑水，，平邑人平邑人。。

““观看画室的时候观看画室的时候，，看到的那幅左宝贵的看到的那幅左宝贵的
人物画人物画，，线条很好线条很好！！””

““是位画家朋友画了送给我的是位画家朋友画了送给我的，，左宝贵是左宝贵是
平邑人平邑人。。””

左宝贵左宝贵（（公元公元 18371837 年—年—18941894 年年），），清末清末
著名爱国将领著名爱国将领，，字冠廷字冠廷，，回族回族。。18941894 年年，，中日中日
甲午战争爆发甲午战争爆发，，他奉命率部驻守朝鲜平壤他奉命率部驻守朝鲜平壤，，在在
战斗中壮烈殉国战斗中壮烈殉国。。18951895 年年，，清廷拨款在其故清廷拨款在其故
里修建衣冠冢里修建衣冠冢，，坟中埋入马童石玉林抱回的坟中埋入马童石玉林抱回的
左宝贵生前穿过的一只靴子左宝贵生前穿过的一只靴子。。从此从此，，石玉林与石玉林与
墓相伴墓相伴，，终生守护终生守护。。

左宝贵牺牲时左宝贵牺牲时，，石玉林只有石玉林只有 1717 岁岁。。但他但他
见证了左宝贵的治军严谨见证了左宝贵的治军严谨、、英勇善战英勇善战；；他见证他见证
了左宝贵驻军一处了左宝贵驻军一处，，就兴利一方就兴利一方，，设义学设义学，，置置
赈灾粥厂赈灾粥厂、、栖流所栖流所、、育婴堂等育婴堂等，，大办慈善大办慈善；；他见他见
证了左宝贵多次为故里捐资建桥证了左宝贵多次为故里捐资建桥、、办学办学。。他更他更
深切感受了左宝贵对他的关心爱护深切感受了左宝贵对他的关心爱护。。他对左他对左
宝贵敬仰如山宝贵敬仰如山，，他对左宝贵说过他对左宝贵说过““愿意一辈子愿意一辈子
追随追随””。。

春夏秋冬四时更替春夏秋冬四时更替，，岁岁年年岁月更替岁岁年年岁月更替，，

一直不更替的一直不更替的——一个守墓人一个守墓人！！
寒冬寒冬，，刮大风的晚上刮大风的晚上，，石玉林抱着成捆的石玉林抱着成捆的

秫秸秫秸，，往坟边上挡一挡往坟边上挡一挡：：““大人大人，，天冷啊天冷啊！！””
这里是梨乡这里是梨乡，，梨花一开梨花一开，，山峪如雪似银山峪如雪似银，，

石玉林将梨花撒满坟头石玉林将梨花撒满坟头：：““大人大人，，春天啦春天啦！！””
抗日战争胜利了抗日战争胜利了，，坟前供上菜坟前供上菜，，点上香点上香，，

放上一挂炮仗放上一挂炮仗，，石玉林磕上三个头石玉林磕上三个头：：““大人大人，，日日
本鬼子投降了本鬼子投降了！！””

抗美援朝胜利了抗美援朝胜利了，，坟前供上菜坟前供上菜，，点上香点上香，，
放上一挂炮仗放上一挂炮仗，，石玉林磕上三个头石玉林磕上三个头：：““大人大人，，把把
美国打败了美国打败了！！””

慢慢地慢慢地，，石玉林老了石玉林老了。。孤坟孤坟，，老人老人，，荒郊野荒郊野
外外。。风烛残年的石玉林风烛残年的石玉林，，气喘吁吁气喘吁吁，，擦着碑上擦着碑上
尘土的手尘土的手，，满是老年斑……中华民族从来不满是老年斑……中华民族从来不
缺动人的守望缺动人的守望。。

我们在蒙山望星空我们在蒙山望星空。。
一颗一颗，，两颗两颗，，三颗……人三颗……人，，哪能数得清星星哪能数得清星星！！
无量无边无量无边，，这天空无边这天空无边，，这星星无量这星星无量。。
灯泡用久了灯泡用久了，，得擦拭才亮得擦拭才亮；；这星星也常擦这星星也常擦

拭尘埃吗拭尘埃吗？？要不要不，，哪来这么星光莹净哪来这么星光莹净？？
人们常说人们常说，，地上一个人地上一个人，，天上一颗星天上一颗星。。每每

颗星颗星，，光亮有大小光亮有大小，，诚心闪光诚心闪光，，就有了星光满就有了星光满
天天；；每个人每个人，，能力有大小能力有大小，，诚意出力诚意出力，，就有了力就有了力
量无限量无限。。诚心诚意诚心诚意，，就好就好！！

平邑人平邑人，，不论在本地不论在本地，，还是走四方还是走四方，，有诚有诚
在心在心，，都能像星星一样闪亮都能像星星一样闪亮。。其实何止平邑其实何止平邑
人人，，天下人亦复如是天下人亦复如是！！

“‘“‘天得一以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地得一以宁’’，，看今夜天看今夜天
空多么清丽空多么清丽，，大地多么宁静大地多么宁静！！””

““大老远的大老远的，，您来一趟山里不易您来一趟山里不易，，进屋给进屋给
我写幅字吧我写幅字吧。。””

““秋夜一壶酒秋夜一壶酒，，蒙山万世情蒙山万世情。。那就写吧那就写吧！！””
铺开四尺整张的宣纸铺开四尺整张的宣纸，，写了荀子的写了荀子的““诚信诚信

如神如神””。。
““不光个人要诚信不光个人要诚信，，世界大同世界大同，，最需要诚最需要诚

信信，，还是王阳明那句话还是王阳明那句话，，‘‘立诚尽之矣立诚尽之矣’’！！””
今夜今夜，，茶香茶香，，酒香酒香，，墨香墨香，，仿佛连柔和的星仿佛连柔和的星

光都透着馨香……光都透着馨香……

蒙山星光 □ 管 斌

老字号，是一座城市看得

见、摸得着的“活文物”。以景

泰蓝、金漆镶嵌、花丝镶嵌等为

代表的“燕京八绝”，更是北京

老字号在汲取了各地民间工艺

的精华之后，形成的独具宫廷

气质的艺术瑰宝。

初夏时节，北京西单商场

发起“2019 老字号时尚创新精

品荟”，邀请 10 余家北京老字

号品牌携镇店之宝，为京城消

费者带来一场展现“京作”器物

之华美与“京工”技艺之精湛的

饕餮盛宴。

每一个老字号，都是一块

金字招牌，而在这金字招牌的

背后，是老字号匠人数代传承

的精湛技艺，是对品质一丝不

苟的坚持，更是中华民族重诚

信、守信誉的商业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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