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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区东北10公里处，修武县
西村乡西村盆地中央，挺立着一棵硕大
无比的古栎树。过去站在四周山岭上，
就能清楚地看见它那犹如擎天巨伞一
般醒目的身影。

说它大，到底有多大呢？树高近20
米，树身三人才能合抱。比水桶还粗的
虬枝，好似巨龙探海般向四周辐射20
多米。庞大的树冠，像一片悬在空中的
小森林。单是半裸于地面的树根，就有
三把粗。树龄多久呢？1986版《修武县
志》记载是600年。龟裂的老树皮，几
乎要卷起来，真像一位沧桑老者脸上的
皱纹。树身的褶皱中，不知蕴含着多少
故事；而密密的年轮里，又隐藏了多少
自然密码？

见过黄帝陵的古柏、少林寺的古银
杏，本乡就有多株千年古槐，后河村还
有千年白松。而我的见闻中，唯独古栎
树十分稀罕，这棵古栎的树冠之大，更
是罕见。

“家有一老，等于一宝”，这棵古栎
堪称树木中的“老爷爷”，当然是宝物。
看到它，自然引起我和小伙伴对少年时
代的许多美好回忆。

那时我家离古栎树很近，生产队的
农田和打麦场就在它四周。栎树周围，
原来是郑氏家族祖茔，从碑记推断，明
代就是郑氏先人安息之地。至于茔地
和栎树谁先谁后，没有记载。年代久
远，茔地荒芜，后来渐渐被开垦。东面
原先是一块麦田，后来碾成了打谷场，
其他三面原先是集体的果园，种植的是
桃树和杏树。

春天来了，万物萌发，古老的栎树
也焕发出勃勃生机。龟裂的树身和嫩
绿的枝叶形成极大的反差，正好诠释了
那个成语——枯木逢春。借助大树护
佑，喜鹊在上面搭巢安家，灰喜鹊、麻雀
以及许多说不出名字的鸟儿在树上栖
息，古树成了小鸟的天堂。

初夏，小孩子很喜欢模仿大人，干
些栽花、种树苗的活

儿。在古栎四周
的果园里，寻

找 桃 树 苗
和杏树苗，

那是很有趣的事儿。光着脚，踩着发烫
的热土也不畏惧。桃核和杏核这些坚
果种子，很难发芽，特别是杏树苗更稀
罕。找到一棵杏树苗，如得到一棵人参
似的兴奋，让别的伙伴十分羡慕。小心
翼翼地用小棍剜出，捏着两瓣核子，再
用湿土裹住，拿回家在院子里找片地方
栽起来。天天不断地浇水，精心呵护，
期盼它早日长大结出果来。

夏日里，蓬蓬勃勃的姿态，显示出
古栎强大的生命力。浓密的树叶投下
大片的阴影，那是歇息乘凉的好去处。
下雨天，它又是避雨的好地方。收麦打
场的时节，大人总会放下扁担和桑杈，
到树荫下缓口气，看着饱满的麦粒，劳
累中显得踏实。而我们成群的小孩子，
经常在大树周围捉迷藏，渴了就喝几口
生产队的糖精水。到了夜间，皓月当
空，映照着缕缕白云。加班干活间隙，
大人躺在麦堆上聊着天，小伙伴则在平
似镜面的麦场上追逐嬉戏。众多鸣虫
不停地演奏，星星在俏皮地眨眼。一阵
微风，树叶窸窸窣窣作响，随风飘来的
是缕缕果香。

夏夜，何等惬意的夏夜，永远烙在
伙伴们童年的记忆中。

天气渐渐热起来，果园里的杏儿、
桃儿开始上色，它们从翠绿浓密的叶子
中，露出或黄或绯的脸蛋，像是在微笑，
更像在挑逗人。在那水果稀缺的年代，
绿叶下鲜果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即
将成熟的果子，磁铁般吸引人们的视
线，孩童更是垂涎欲滴。调皮鬼钻进果
园去偷果子吃，惹得看园人忙着驱赶。
大风过后，我也壮着胆子，跑到树下去
拾几个落果尝尝鲜。别说孩子，就连大
人也照样嘴馋。拉麦的马车路过时，车
上的人总是设法探过身子，揪几个大桃
子。40多年过去了，那个情景仍记忆犹
新：林业队一位名叫赵发千的老爷爷，
顺手摘了几个新鲜的桃子塞进我手里，
我乐得像领到了奖赏似的。每到林业
队员摘果子时，小孩子就聚集在栎树
下，急切地等候。只要大人摘完一走，
我们就冲进果园里，期望在浓密的枝叶
间能摸索到果子。提着篮子在栎树下
排队分杏，留下许多甜蜜的回忆。

夏末时候，栎树结出了橡豆。胆大
的伙伴比赛着攀爬到树上，去摘橡豆。
成熟的橡豆外形圆圆的，很好看。采下
橡豆大伙分享，用缝衣针挑开小口子，
慢慢地挖空果肉后，嘴一吹发出哨子的
响声。因为树身粗大，所以爬树不光要
有胆量，还得有本事。身子紧紧地贴着
树干，手指紧紧地抠住树皮，脚趾紧紧
地扣着树皮的空隙，手脚并用向上爬。
我们在下面喊加油，心里却为小伙伴捏
把汗，时间一长脖子都变得僵硬了。一
群小孩子在栎树上敏捷地玩游戏，那情
形似乎不是在树上，而是在林子里，个
个乐得简直就像上了花果山。

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栎树下面，打
谷场上，到处都是小伙伴活跃的身影。
写完那一点儿作业后，推铁环、砸面包、
捉蜻蜓、弹玻璃球……快乐、轻松的少
年时光永远融进了脑海里。暮秋来临，
栎树叶随风飘落，成熟的果子纷纷坠
落。剥开毛茸茸的外壳，抠出圆圆的橡
豆，也是蛮开心的事儿。

西村中学距这棵古栎树仅百余米，
当时学校许多课外活动都是在这里举
行的。炎炎烈日下，有这把擎天巨伞的
护佑，到如此优美的环境里学习，该是
多么舒心啊！歌声、笑声、读书声伴着
喜鹊的喳喳声，从树荫下飘荡到田野
里。1974年，我们小学毕业前夕，西村
乡六股涧村的志愿军老战士郑来顺，应
邀前来讲抗美援朝的战斗故事。他以
亲身经历的上甘岭战役，告诉我们幸福
生活来之不易。同学们从村东头步行
来到这里，为得就是借这片树荫。

1979年冬季，西村开始农村建设，
那时还没有节约土地的意识，每份宅基
地都是270平方米。所有老房子陆续
被拆除，特别是建于清代、颇具规模的
郑宅大院也未能幸免。新村北移，几年
后古栎的相对位置发生变化，从村西北
角变成了西南角。

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人们的精神、
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飞跃，回归传统成
了一项新追求。走出城市，回归乡村。
全域旅游、乡村旅游把传统古村落变成
了“香饽饽”，西村乡的双庙、平顶窑、长
岭、东交口村跻身国家级传统古村落，

后河、裴
庄、桃园
也是省级
古村落。西村
除了两处祠堂外，原
来的村子早已没有
了踪迹，唯有这棵挺
立的古栎树承载着
久远的记忆，也寄托
着众游子浓浓的乡
愁。

古栎，大自然之骄
子，曾经是我们山乡人
的骄傲，近些年越来越
明显地受到人为活动
的影响。宅基地占了
果园和打谷场，北面和
东面紧逼古栎。2013
年清明节，西村郑氏家族
在古栎北边10多米处，竖
起了一通“西村郑氏明代祖
茔”石碑。它南边是桐树、杨
树，已成密林，与古栎争养分。
更严重的是生活、建筑垃圾曾堆
在树周围，树根得不到雨水滋润。
生存空间遭挤压，失去了自然状态，
古栎日渐枯萎，20年前硕大的树冠和
茂密的枝叶不见了。2012年市政府
挂牌保护，把这棵古栎列为保护树木，
清除了部分垃圾，还用栏杆围住树身，
但是为时已晚——古栎伤了元气。

西村，清朝道光年间叫兴安村。数
百年来，这棵古栎抗击着风雪雷电，见
证了沧海桑田。一幕幕历史大剧渐次
上演，它目睹了江山社稷的变迁，既未
兴盛也未安。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真正
称得上是太平盛世、国泰民安。

树冠越来越小，树身日渐枯干，今
天的古栎，像一位身材佝偻、面容憔悴
的老者。目睹此景，上年纪的人当然心
中很不是滋味。受到伤害的仅仅是一
棵古树吗？那是一位历史老人，一位与
人类相伴了六七百年的历史老人。

善待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早已是人类的共识。如何拯救这棵进
入暮年的古栎？如何让它成为乡村旅
游中一处吸引游客的看点呢？

□郑乃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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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我在整理房间时，发现到
处都是小外孙的玩具，粗略一算，有
200余个，大的小的，款式各异，五花八
门，整得我眼花缭乱。没想到，三四年
时间，光为小外孙购买的各类玩具，竟
堆满了小半个房间。望着一大堆叫不
上名字的玩具，我对现在小孩子的幸福
生活羡慕之余，也陷入了对往昔岁月的
回忆中。

在我小时候，家家户户收入都很微
薄，能够顾个肚圆已算很不错的家庭
了，基本没有多余的资金供子女消遣，
而且市面上各门市部卖的玩具也寥寥
无几。因此，那个时候，我们如果想玩

玩具，只有靠自己的一双小手来创造。
回想起来，小时候玩过的玩具大致有以
下几种：找一块废旧的木板比葫芦画瓢
锯一个木头手枪，用圆木棍削一个陀
螺，用旧自行车链条制作一个火柴枪，
用树杈和橡皮筋做个弹弓，用粗粗的铁
丝做个铁环等。当然，这些自制的玩具
比较粗糙，难登大雅之堂，更难与现在
的玩具相提并论。

正沉浸在往昔的回味中不能自拔，
小外孙忽然跑到我身边好奇地问：“姥
爷，你想啥呢？”我回过神来，笑着轻轻地
拍了一下他的小屁股：“没想啥。”小外孙
做了一个调皮的动作，拿上一个益智类

玩具跑到阳台上玩去了。望着小外孙的
背影，我十分感叹：现在的小孩子，比起
我们那个时候简直就是生活在蜜罐里，
各类玩具比比皆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
有厂家做不出来的。

转而又想，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
的光辉。这小小玩具变化的背后，不就
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振兴的缩
影。这一个个工艺精巧、新潮智能的玩
具，背后折射出来的，正是我们国家综
合经济实力的体现，是科学技术突飞猛
进的体现，是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
乐业的体现，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幸福
指数日益提高的体现。

李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他把
我引领到求学之路。如果没有他的指
引，我的人生旅途将被重写。

李老师高高的身材，文质彬彬，一
看便知他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文化
人。他多才多艺，琴棋书画、吹拉弹
唱，无所不能。更让人羡慕的是他能
写一手好字，这在当地是出了名的。

恩师热爱教育事业，师德高尚，教
学认真负责。他教我们语文及写大
字，十分耐心，尤其写大字，总是手把
手教我们如何写好一笔一画。我们都
是描写他的字帖，他批改时更加认真，
哪一笔、哪一画写得好，就用红笔画个
圆把它们圈起来。写得不好的笔画，
他会用红笔在一旁描写，以进行示
范。他常说：“字是人的第二张脸面，
如能写好，别人一看就很喜欢，从而对
你的形象也高看几分。”以此鼓励大家
认真书写，因此每个学生都进步很快。

李老师不光教写大字下功夫，语
文课讲得更是有声有色，每节课都能
引起同学们的浓厚兴趣。李老师十分
平易近人，面部总是带着微笑，给我们
一种慈眉善目、可亲可敬的感觉。不
管谁犯了错误，他从不发脾气，更不会
大声呵斥，总是和颜悦色，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让我们心服口服。我后来
才知道，这就是润物细无声。能遇到
这样好的启蒙老师，真是我们最大的
幸福。

不管生活如何艰难，李老师都勇
敢面对，对以往的遭遇没有一丁点儿
报怨，反而感觉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思
考与锻炼，从而丰富了他的阅历，锻炼
了他的意志。他一身正气育桃李，两
袖清风办教育，呕心沥血，辛勤耕耘，
一生没有做过于心有愧的事，所以他
面对一切都是乐观的。他当过清洁
工，每天把学校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地
面整得平平坦坦。因为乡村小学十分
简陋，院落不大，围墙也不整齐。他当
过泥水匠，把学校所有墙壁修得漂漂
亮亮，尤其是围墙经过粉刷，更显得美
观。他在墙上制成了一个个宣传栏，
又把自己优秀的书画作品展现给大
家，把围墙办成了一个知识长廊，成了
学生学习、欣赏、开阔眼界的第二课
堂。每当节假日时，引来村民前来观
看，纷纷伸出大拇指为其喝彩。他收
集树木、花草的种子，对校园进行绿
化，每当春天到来时，校园内百花齐
放、群芳争艳。校园内的树苗，昂首挺
胸、茁壮成长，象征着学生一定成长为
参天大树、国家的栋梁……总之，学校
的面貌焕然一新。不管何时，在校园
内都能看到李老师的身影，因为这里
就是他温馨的家。

一步紧似一步，一步快似一步，不
顾一切，奋力向前……

此刻，我和老伴正奔跑在郑州火车
站的站台上。铃声长鸣耳畔，旅客愈来
愈少，列车似乎也蠢蠢欲动，我们顺着
长长的动车，快步向前找寻自己的车
厢。

最终，我们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一股惊恐甩在了身后，一种惊喜掠上心
头。今天，我们要乘坐郑州发往太原南
的高铁回家乡博爱。这是我首次以这
样的途径回归家乡，心里还真有一种美
滋滋的感觉。

在郑州火车站候车大厅，当看到
“焦作西站”几个字时，一种亲切感油然
而生。对于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博爱人
来说，这个站点实在是太熟悉、太亲切
了。我曾亲历郑太高铁焦作段及焦作
西站两个开工典礼仪式，其中一次天下
着小雨，我与其他参与者在空旷的野外
脚踏泥泞，身披雨衣，一直站立3个多
小时，直至仪式结束。为迎接高铁的到
来，家乡还在高铁经过的地方修建了李
商隐主题公园，迎接来自各地的客人。
美丽的高铁梦温暖着家乡人的心，是家
乡的骄傲。

家乡的高铁通车了，美丽的“大白”
奔驰在家乡的大地上，成为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我常跑到站前广场，一睹焦作
西站的芳容，看“大白”闪电而过。但那
都是站在地上看高铁飞奔，而今我要坐
在飞奔的高铁里，掠过家乡的土地，于
风驰电挚中捕捉家乡的一草一木，那又
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列车平稳地启动了，我的心也跟着
“飞”了起来。外面天气阴郁，冷风嗖

嗖，车内却灯火明亮，温馨平静。列车
出郑州过黄河，奔驰在怀川平原上，外
面的景色朦朦胧胧，不辨棱角，我也微
闭双眼，尽情享受这朦胧的状态。半个
多小时后，列车到达焦作站，呼呼啦啦，
旅客下去了一大半，空出了许多座位。
我前移到靠窗的位置，望着车窗外鱼贯
而行的乘客，思绪万千。

之前，焦作站也是我常来的地方。
在郑太高铁全线通车之前，郑焦城际段
先行开通，在郑州的儿子回家乘高铁，
票价低廉，快捷舒服，可到达家乡博爱
还需十几公里路程。每次来回我都要
开私家车到焦作站接送，多有不便，那
时我就想高铁若能通到县里该有多
好。后来竟美梦成真，儿子回家再也不
用跑焦作接了，开车几分钟便可搞定。
我由衷感叹国家交通设施建设的高速
发展，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方便、越来
越美好。

列车重新启动，前方即将到达我的
家乡。我不再说话，将脸贴在车窗玻璃
上，睁大眼睛，盯着窗外的一切。一幅
熟悉的画面扑面而来：公路桥上车辆来
来往往，斜刺里又伸出一座公路桥，弧
形的桥面斜跨河面伸向远方。“石河
桥！”我瞬间喊出它的名字。这地方离
我家不远，我闲暇时经常来，是博爱县
与焦作市区的界河，又叫大沙河。它们
与跨河而过的高铁大桥共同构成了大
沙河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高铁桥墩比
公路桥高出很多，我坐在高铁车厢里只
能俯视，感觉桥与河都小了不少、短了
不少，瞬间而过，留在脑子里的只有光
光的、鼓鼓的桥面，其余的根本看不清
楚。

在郑太高铁修建的日子里，我曾无
数次站在公路桥头的大沙河堤上仰望高
高的桥墩和弧形的桥体，想象着“大白”
奔驰而来的壮丽景象。而今，我已经不
再是桥下的旁观者，成为车里的乘客了。

过了石河桥就进了博爱县境内，车
窗外的一草一木、一房一屋，都是那样
熟悉。我想和它们打个招呼，却匆匆
而过，挥不出手、喊不出口，只能默默
行注目礼。前边就是李商隐主题公园
了，可车窗外面被一片茂盛的树木所遮
掩，公园内的亭台楼阁、水面高桥、房屋
建筑、纤陌小径什么也看不到。正疑惑
间，忽看见一尖圆的亭阁顶闪现于车窗
外，这不就是公园里的文博阁吗。文博
阁有三层，是公园里的最高建筑，我坐
在车内只能看到它的顶端。但已经足
够了，窥一斑而知全貌，只要望上一眼，
一幅清晰的图画就会呈现在脑海里。
在今天这个阴郁的日子里，我们总算
匆匆见了一面，让它见识到了“奔跑”
中的我。

列车继续前行，面前一条公路一闪
而过，与高铁交会，两边绿树夹道，屋舍
俨然，我立刻想起了省道237。它位于
博爱县柏山镇境内，北上不远处就是太
行山，可达月山寺、青天河、靳家岭等旅
游景点；南下可进博爱县城，路面宽阔，
名曰滨河路，路边河流相伴左右，带状
公园分散两侧，是博爱县城一条主要景
观大道，也是我经常散步的地方，它们
的美妙我早已了然心中。

快到焦作西站了，列车逐渐慢了下
来，我的心似乎还在“飞”，我坐着高铁
在家乡虽只跑了短短几分钟时间，却勾
起了我无限的遐想。

我的恩师
□冯复兴

玩具的变迁
□侯思亮

坐 上 高 铁 看 家 乡
□朱四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