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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七八年没到延寿（在黑龙江省东
南部）来了。先前对延寿的印象极为简单，
一个简陋的小城，路，多为土地，存下印象
的仅是在城之一隅新安装的健身器材。由
此，镇上人的生活品质可见一斑。或者，斯
时，是因了山上下来的风疾驰而过之故，本
又驳杂的另外印象，又多被山风吹走了。

启程时在白露之后，秋分之前。尽管是
抄近道，走老路，还是跑了 ,'- 公里，到了
延寿，已是黄昏时分了。晚云流曳，恰小雨
欲停未停，景色便趁势洇染在朦朦胧胧的
宁静之中了。就是在这欲断还滴的雨线轻
奏之中，车子驶上了被称之为“延寿第一
桥”的延寿大桥。仿佛早有约定，刚一上桥，
倏忽间，桥之两栏，华灯初绽，雨雾中，薄霭
里，云水上，如梦如幻，如是荡入仙国，心悬
意惬，不胜感慨。

这自然是一座崭新的桥，那种新式的
风度，似乎在凸显着延寿人的新都市姿态
与努力。先前，进入延寿，仅有一座老木
桥，半个多世纪之前，洪水骤来，瞬间将
它冲走，此后再过蚂蜒河，就要坐船喽。
老船口，老木船，老艄公，渡乡亲，渡粮
食，渡马车，苦渡十年，若干的不堪之
后，方有一座简单的新木桥。冬去春来，
又 %- 年过去了，眼前的这座桥则是重新
修建的水泥桥，它很现代，也很敞亮。桥
上，人少，车亦少，听说，县里的“端午
诗会”就在这座桥上开的。真是不同寻
常。桥下面则是从我的故乡流来于此的蚂
延河。家乡的亮珠河是蚂延河最大的支流。清高宗爱新觉
罗·弘历即乾隆帝曾赋诗咏赞过这条河：“盈盈一水限同乌，
两界河山此地殊。岸涌长流横北鄙，天生异宝出东珠。”东
珠者即黑珍珠。亮珠河亦称“乌珠河”1与延寿如出一辙。
而今这环山而居的延寿小城呵，虽山水依然，却气质如此不
凡。看来，延寿的故事不独在文字中，更在现实中。

延寿小城在朦胧的雨后，像水墨画一般别有一番风韵。那
条从蚂延河牵出一支的山河之水，从容地穿城而过，小小县城
瞬间便鲜活起来了。这天然的作用该是何等的巨大呀。

在蜿蜒而行的水面上，分别跨着几座玲珑别致的小桥，
似今亦似古，似中亦似西。两岸高树垂柳，半遮着参差的老
式的平房，恍惚之间，俨然身置江南小城，让我竟不知今夕
是何夕，此地是何地了。

垂询城名来历，一说是借了那位被誉为“古佛再来”的
唐代僧人延寿大师之名。另一说，是因城之南临着蚂延河，
又面向长寿山，故谐河山名之音，寓“延年益寿”之意。再
一说，则是清代故事了，说，小城原本想取“长寿”为县
名，奏报到清廷，经查，已有一个长寿县了（今属重庆市），
皇上便题写了两个县名，其中之一是延寿，命选其一，延寿
的先人便选了“延寿”。如此，还分别下设以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为名的十个村屯。车子驶下延寿大桥，便可以
看见路之左右的假山石上，分别刻着这些内涵千钧的大字，于
朦胧的暮色之中，反倒多了一缕当代诗香。

延寿小城极为净雅，如是北国桃源。我之来，除讲座的
功课之外，是念着哈尔滨文联已故的老主席丛深先生是延寿
人之故，才踏勘先师之乡，为的是写好一篇追思文章。丛深
先生创作的话剧 《千万不要忘记》 和电影 《徐秋影案件》、
《花好月圆》等，曾一时誉满全国。可惜，在这里，先生屐
痕无处可寻，又无处不在，此情后学又将何以堪那……

因长寿山是延寿的瑰宝，龙江的骄傲，故不可等闲。斯山
半浸在碧色的长寿湖中。千尺崖壁上，刻着乾隆帝题写的一款
巨大的朱红色“寿”字。字，敦厚健朗，似倚天而书，遒劲放达，
一气呵成，仰观之，似有驱病延年的力量。银月初升，泛舟湖
上，心静若禅。许慎先生《说文解字》之“寿”字云：“人长寿，物
久留，道恒在，存真福自广，积德寿而康。”泼银般湖水之上，我
不知为什么竟想起了英国人沃尔特·兰德的一段话：“我和谁
都不争，和谁我都不屑去争。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
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是啊，人类所能犯的最大的错误
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身外之物……

我想，这大抵便是人在延寿的又一种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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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大遗址变为美丽乐园
本报记者 栾 峰

爱因斯坦是在德国出生的美国人，然而他最重要
的作品《狭义相对论》，却是在瑞士首府伯尔尼诞生
的。所以到伯尔尼的次日，我就去拜谒爱因斯坦故
居。

爱因斯坦故居位于伯尔尼最主要的街道———克拉
姆大街 %$号，瑞士人现在称之为“爱因斯坦小屋”。
这个仅一室一厅的小屋，至今保留着爱因斯坦当年在
此生活的陈设，虽十分狭小，仍不失温馨舒适。

克拉姆大街有中世纪古老骑楼和一座钟楼。当地
人说1 《狭义相对论》 的发表，与伯尔尼的这座钟楼
有着密切关系。站在不同的地方，看到钟楼的时间都
不一样，这给了爱因斯坦很大的启发。

爱因斯坦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日子，获
得了平生第一份稳定工作，并结婚生子。建立家庭
后，他摆脱了困顿的生活，有闲暇钻研心爱的物理
学。正是在这里，爱因斯坦迎来了被他称为“奇迹之
年”的 ($-"年，得出了狭义相对论，创建了著名公
式 234.

,，提出了光量子假说。这个小技术员改变
了人类之前所认知的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开始引起物
理界的关注。那一年，爱因斯坦年仅 ,!岁。

在爱因斯坦曾经求学和任教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大
学，拥有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最著名的学生。
这里的师生并不讳言，爱因斯坦当年并不是一等的好
学生，偏科、逃课，对实验课非常不感冒，结果得了
最低分 )分。他以平平的成绩毕业，导致日后找工作
也不那么顺利。

在伯尔尼国家档案馆，人们从爱因斯坦的档案
中，隐约看到青年爱因斯坦的真实生活：大学刚毕
业，向瑞士一所技术工业学校投递简历求职而被拒
绝；作为老师，他并不成功，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
讲授《热量分子理论》课程时，两个学期都只有三四
个学生，其中还包括两位好朋友，后来这门课程只好
取消。

爱因斯坦在瑞士生活了近 ,-年。,--"年，为纪
念相对论诞生 )--周年，瑞士伯尔尼历史博物馆筹办了爱因斯坦展览，不仅
展现了他在瑞士度过的岁月，而且完整勾勒了他的传奇一生，包括反法西
斯、晚年拒绝当以色列第二任总统等经历。瑞士观众的热情，令伯尔尼历史
博物馆始料未及———竟有 #" 万人次前来参
观。于是，该馆专辟爱因斯坦馆，使展览成
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关于这位伟大物理学家
的常设展。

!国人看世界

日前一场不小的秋雨，打落了树上的许多黄

叶，飘飘零零，造成一色景致。往年立冬一过，更

是飘飘洒洒，纷飞不断。特别是那些银杏树，金黄

的叶片，被阵风吹落，地上如同盖上层层黄金。一

阵四五级西北风刮过，树上的黄叶，几乎全部离开

枝头，无一残留者。大马路边的那两溜同类也是如

此，都把金黄献给了大地。步调是如此一致，说走

就走，毫不留恋枝头。

我住的大院里，有乔木二三十种，落叶时间都

各有其序。大道两边的柿树，个性最为特别，它的

叶子本属红叶类，但从不大红大紫，只是奉献些微

红颜色，更多的是黄绿相间的

斑驳，把红黄让给自己的果

实。那柿子也是抢尽风头，总

是以自己的丰满和金黄，吸引

着人们的眼球。当叶子纷纷飘

落，它仍独留风姿在枝头，奉

献着多采多姿的美丽。你看那

一嘟噜一嘟噜的柿子，展示着

与众不同的风韵，让所有的行

人，都不能不顾盼乃至流连。

为数最多的槐树，显示了

树多势众的气派，院里的几乎

所有大道小路，都是它的领

地，地上都有它的叶片。它们

的落叶，不像银杏那样同步，

而是先后有序，次第而落。它

不断提醒人们，及时注意增添

衣服。如同花开的时间，它们

同科同属不同种，好几种槐

树，总是你刚谢罢我又开，整

个夏秋两季，没有间断过，仿

佛时刻要人关注它的美丽的存

在。它的叶子也是如此，虽不如槐花那样美丽，但

那浅浅的黄色，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精彩。

树也是不可貌相。那几棵泡桐树，高大魁梧，

可谓材大体粗，但落叶却早，与它的个子、块头不

相称，老大没有老大的样。它尤其经不起打击，西

北风一来，比谁都大的叶片，竟哆嗦得厉害，惊吓

之声，比谁都大。甚至高叫“怕啦怕啦”，夜深人

静时，制造恐怖气氛，真是没出息！我也是念及它

叶阔荫大，夏天给人荫凉，对我等有过奉献，也就

谅解它了。不然的话，它那叶片抽抽巴巴，不红也

不黄，毫无姿色，风一吹就跌落满地，连草地都被

遮盖住，给环保工人添了许多麻烦，实在不敢恭

维。

垂柳却是不同。它身躯较瘦，腰细枝软，体态

轻飘，仿佛弱不禁风。但它经得起雪打风吹，那年

特大雪，压得柳枝垂地，它们都挺过来了。多少次

大风的吹袭，好几场四五级西北风，它都满不在

乎。除了松、柏、竹，就数它落叶最晚。看看金台

园里水池边的垂柳就知道，它像是要站最后一班

岗，大家都撤了它才撤。它真是名副其实的“早来

晚走”的敬业者。当春天到来之前，寒风料峭，乍

暖还寒，它最早见绿于枝头，率先透露春的消息。

春风杨柳万千条，又是它营造了热闹的春意。

法国梧桐也值得一说。它在院里落户十几年，

都种在很不起眼的地方，远不像它们在南京那么有

地位，市中心多少条马路都是它们的地盘。我们现

在才见识到，它其实是最有抗争精神者。前面所述

各树都不如它，它们的叶子至今还济济一堂于树

梢，少有飘落者。它们也是叶阔荫大，但比泡桐坚

强得多、勇敢得多。

看京城大街上和院里的落叶，精神上丝毫没有

抽缩之想。许多人都说喜欢冬天，那是因为，冬日

的树木，不因叶落而颓败，而是蓄势待发，准备来

年的更加蓬勃。它们光着膀子与寒风大雪搏击，真

有肉搏沙场一般的英雄气概，让人感到的是振奋，

是热血沸腾。所以，大雪之夜我们仍有许多人乐于

出来锻炼，就是被它的精神所鼓舞。

落叶，奉献了八九个月的绿色，也就完成了自

己的使命，现在再以金黄谢

幕，也算是一种圆满。你看它

们，来时欣欣向荣，走时充满

希望。所谓“冬天来了，春天

还会远吗？”的诗意，正是它

最乐于表达的真情。树叶的一

生只有大半年，它没有愧对这

一生。它的一生都是为他人而

活，春天以嫩绿励人朝气，夏

天以浓荫给人荫凉，秋天或以

颜色悦人心情、或零落给大地

增添营养。它潇洒来去，可谓

活得自豪而有价值。

自然界树木无数，我们视

野所及，不过千百分之一。它

们有千百种的存在理由，我们

不能随意褒贬它们。它们的面

貌和个性，也是千差万别。我

以落叶来臧否它们，其实也是

有失公正的。看其一点，不及

其余，颇有不当。

落叶是别有风貌的景致，

当红叶黄叶铺洒满地，实在是美丽至极的风景，不

少人希望此种赏心悦目的金黄，能够多存留一些日

子。但在我，却要感谢环保工人，及时打扫落叶，

不使行人践踏，让它保留

一个完整的身躯，洁净的

容颜，留给人们一个完

美，也给人一种哲理的思

考。 随笔

落叶也精彩
郑荣来

丹凤门

公园雕塑

麟德殿遗址

公园雕塑

“大遗址保护”———引人关注的新概念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阿房宫是秦王朝的巨大宫殿，始建于公元前 ,),年。今年
)-月 $日，西安召开阿房宫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方案评审会，来自海内外 5家顶尖级设计团队提
出了各自的“大纲”，为“天下第一宫”画出不同的“轮廓”。这是西安今年启动的第二个大遗址区域
保护计划。'月初西安公布了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整体保护，建设汉长安城大遗址公园，规划面积超
过 5-平方公里。

大遗址是指文化遗产中规模大、影响深远、文化遗产价值突出的大型古文化遗址。大遗址的提出
是在上世纪 "-年代，而“大遗址保护”是近年来才提出的新概念，是中国首创的文化遗产整体性保
护模式。

目前我国已公布的 !批 ,#")处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古遗址和古墓葬总数为 5)-处，符合大遗
址标准的共 "'-处，其中大型古代城市遗址近 ,--处。西安凭借完整的明城墙、秦兵马俑，在过去让
无数世人感受到历史的凝重，而这些仅是这座 )#朝古都历史的边角。周、秦、汉、唐四朝完整古都
遗址掩埋于这座城市地下。阿房宫遗址与西周沣镐遗址、汉长安城遗址、唐大明宫遗址，称为古都四
大遗址。,--"年，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唐大明宫遗址、阿房宫遗址、姜寨遗址和汉杜陵遗址，被国
家文物局列入“十一五”)--处大遗址重点保护计划。

这 "处大遗址都是世界级的。汉长安城是我国西汉时期的都城遗址，在西安建都的 )#个王朝中，
有 )-个王朝以汉长安城为都。汉长安城遗址也是迄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都城遗址；阿房宫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专制国家秦王朝修建的新朝宫，是中国第一次大统一和华夏民族
开始形成的标志性建筑。大明宫为唐朝 ,)代皇帝中 )5位皇帝的朝寝之所，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
值；姜寨遗址位于西安城东临潼区，是迄今发掘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面积最大的一个遗址，面积 "万平
方米，文化层厚达 #—%米。汉杜陵已勘探面积约 '-万平方米，新发现了大量的文物遗址，对复原东
汉时期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提供了历史依据。

大明宫遗址公园不搞历史混淆

今年是大明宫遗址公园开园两周年。记者专程赴西安采访。
大明宫遗址公园距离西安城墙仅 )公里，地处城市繁华区域，占地 #+,平方公里，是北京故宫的

%+"倍、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 ),+5倍、英国白金汉宫的 )"倍。大明宫遗址保护办公室文物局局长吴
春对记者说：“这么大一块遗址废墟，几年前还是一片棚户区，当地政府动员拆迁并妥善安置了 ,+"

万户 )-多万人，用两年时间建成了大明宫遗址公园，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一份资料显示，在城市
中心区建设大型古代宫殿遗址公园，世界上还没有先例。柬埔寨的吴哥窟、日本的平城宫都是远郊遗
址保护项目。

大明宫遗址采用覆土封闭保护、棚罩式保护和模拟复原展示等多种展示手段，让人们能够目睹和
感受到千年古迹的精彩段落。大明宫遗址公园建成后，考古工作并没有结束。参观者走进“考古探索
中心”，可以看到考古人员在现场工作的情景。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西安研究室主任安家瑶介绍，
意大利庞贝古城 )5%'年发现，现在还有考古队进行发掘。目前大明宫遗址区发掘面积只是很少一部
分，起码还要发掘 ,--年。

遗址公园的设计遵循“不搞历史混淆”的原则，力求营造出具有文化意象的历史空间。丹凤门是
唐朝皇帝出入宫城的主门。新建的丹凤门在型制、尺度、造型上力求还原历史，但是整体建筑都涂抹
成棕黄色，具有强烈的雕塑感和艺术感。含元殿是大明宫第一大殿，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仿古建筑，几
层宽阔的砖包基台和浑圆的柱础令人产生遥远的历史联想。如今仿古建筑往往追求的是以假当真，而
大明宫遗址公园的设计者似乎在强调：“你看到的是大明宫遗址，不是大明宫。”吴春认为，世界遗
产的标识方式就是要告诉游客，这里 )---前年是什么样子，)-年前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

大遗址变为休闲生活的乐园

站在丹凤门城楼上南眺，大街对面是一排排高层居民楼。导游告诉记者，大明宫遗址上的棚户区
拆迁后，居民现在都住进了对面新建的楼房，大明宫遗址公园成了他们晨练和漫步休闲的地方。今年
“十一”黄金周期间，大明宫遗址公园举办了以“千年圣殿迎盛世，群众文化耀古城”为主题的群众
艺术节，接待游客 )-,万人次。大明宫遗址公园不仅是遗址保护区，也是现代城市的“绿肺”，更是
人民群众的生活乐园。

五千年文明看西安。祖先留下来的丰富的文物古迹，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在城市化加快的大背景下，西安大遗址保护跳出了“就保护而保护”的狭隘理念，力求将
大遗址构建成为一道城市文化风景。这种文化风景不但对专家有视觉吸引力，也要让不懂历史的普通
游客觉得美、喜欢来。近几年，西安已建成了唐大明宫遗址公园、汉景帝阳陵遗址公园、唐乾陵遗
址公园、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遗址公园，正在规划建设的汉长安城遗址公园和秦阿房宫遗址公园，
这些重量级的大遗址公园必将吸引聚焦全世界的目光。正如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所言：“我
国大遗址正在从城市中被人们遗忘的角落和脏乱差的角落，变为城市中最美丽的地方和最有文化品位
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