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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于植树的记忆是深刻的。从我
记事以来，几十年里植树不超过 10 棵，
我羞于提及，并耿耿于怀。每年都有植
树节，具体到我们每个人，究竟有多少
人能够在这样的法定节日里去种树呢？
哪怕只种一棵。其实人与自然之间，与
生俱来就应该有一种亲近，但恰恰是这
样的亲近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久而久
之，这样的亲近竟成了奢侈。我就是这
样在内心的纠结和挣扎里，一直寻求得
到抚慰的人。

这么多年来，我把植树这样一件人
人可为，而又不是想做就能做的事，当
做人与自然亲近的最美好的寄托。这次
重返东莞樟木头观音山，得知行程安排
里有植树活动，我就莫名地兴奋。我明
白这是我与观音山未曾设计的缘分，也
无疑是我生命里重要的印记。

满目葱茏

素有“南天圣地、百粤秘境”美誉
的观音山，已经闻名遐迩了。在它悠久
历史的褶皱里，山势雄伟，林木茂盛，
连绵不绝地生长故事和传奇，每一个造
访过观音山的人，都会成为故事和传奇
里的角色，与这里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园区面积约 18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金茶
花、白桂木、野生龙眼、野生山茶花、
苏铁蕨、粘木、土蚕霜、野茶树等植
物，很多年事已高，但生机勃勃。除此
之外，还有密集的桑科、大戟科、苏木
科、壳斗科、樟科原始植物，还有后来
栽种的人工林，比如马尾松林、针阔混
交林、桉树林等，林林总总，呼啸沧
桑。随便往森林里一走，就能看见主干
直径 0.6 米左右的百年松树，威武列阵；
林中虬枝繁茂，一般藤木植物的藤径也
有 5 厘米左右，宛若粗壮、结实的绳索。
身临其境，满目葱茏。

我第一次走进观音山已经是十年前
了，那一次，我在山上住了一夜，与淦
波董事长和当年还是小陈的景玉主任把
盏，耳边奔涌的林涛都是分行的诗歌，
起承转合，抑扬顿挫，观音山上的每一
棵树都栽种在心上了。

这一次进山，结伴的都是老友，所
谓老友，是因为即使第一次结伴也早就
熟悉了名字和作品，徐贵祥、陈世旭、
彭见明、何立伟、杨晓升、胡性能、胡

学文，加上我，八个男人、八大金刚。
这使我联想起观音山上八仙游历的传
说，尽管没有何仙姑，但据说神仙不分
男女，八个对八个也还匹配。当年八仙
游玩观音山，不小心把花篮中的花苗撒
在观音山上，眨眼之间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然后长成了茂密的森林。而
这些植被因为有了八仙的基因，所以很
容易在形态上找到八仙的影子，或站
立，或行走，或躺卧，铁拐李、汉钟
离、张果老、吕洞宾、何仙姑、蓝采
和、韩湘子、曹国舅呼之欲出。这个联
想，让我独自一人偷着乐了好久。

种下火焰树

这个联想居然变成了事实。观音山
管委会主任陈景玉告诉我们，这次安排
了我们每人要在山上种一棵树。这对于
我来说，比一口干掉半斤烈酒还过瘾。能
够在观音山种一棵树，这意味着上次来观
音山种在我心里的那棵树已经生根发芽，
我要把这棵树回种在观音山上。更何况，
这一天是我的生日，生日当天能够在观音
山种下一棵树，这是多么快乐！我的生日
并没有告诉其他几位金刚，这就成了我和
观音山私下约定的秘密了。

上山的半道有一片斜坡，立了块
“文化艺术林”的石碑。我们去的时候，
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蒋子龙先生在那里种
的一棵树，树上蒋子龙的标牌正在迎风
飞舞。一棵树一块种树人的标牌，那里
已经有十几棵树了，都是名字并不陌生
的作家、画家、书法家所种。

我并不认识将要在这里种的树，问
了才知道是一棵火焰树。我之前对树的
认知，充其量就是小学低段。通过网络
查询得知这是从国外引进的树种，别名
火烧花、喷泉树、苞萼木、火焰木，就
像有的作家一生用过很多名字。就这些
别名而言，我更愿意记住“火焰树”这
个名字。这棵树虽然还是幼树，但已有2
米多高，笔直，树梢上的翠叶在阳光和
微风里格外活泼。管委会给我们每个人
安排有助手，因为一个人显然无法完成
一棵树的栽种。坑已经挖好，树也搬放
在坑的旁边。我和助手小心翼翼地把树
搬挪至坑里，撕掉树根上包土的薄膜，
一铲铲培土、拍打、压紧，然后浇上一
桶水，再挂上自己的标牌，大功告成。
这个时候，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满鞋沾泥带土，满心欢喜，每个人的脸
上都挂着花朵一样的笑。

“树说历史”

从山上种树下来，我们去了观音山国
家森林公园的古树博物馆，这是全世界迄
今唯一的古树博物馆。从栽种一棵年轻
的树，到凭吊一片倒下的年迈的树，那种
心情多少有点复杂。古树博物馆和其他
博物馆不同，更像是一个科普课堂。这里
收藏着具有科研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地
下埋藏古树 60 棵。通过碳十四同位素年
代测定，这些古树中最年迈的已经 5000
岁，最“年轻”的也有200岁。

为了让参观的人能亲身体验 5000 年
来我国岭南地区的气候冷暖变化周期，

这里的古树按照当时的气候环境陈列，
营造了与之相应的氛围，每个区域出土
的古树都按生长年代排列摆放，“树说历
史”，一目了然。我在那棵高 8.1 米、树
干周长 2.77 米的青皮石化树面前站了很
久，那是距今 5000 年黄帝时期的“老人
家”，古树外层已失去约 1/3，遗留下来
的树轮还有300多圈。虽然我不能和它对
话，但我在这里读懂了它的满腹经纶。

观音山是与佛有缘的山，火焰树也
是与佛有缘的树。传说 2500 多年前，迦
毗罗卫王国的摩诃摩耶王后就是在火焰
树下生下释迦牟尼，这个说法见诸很多
文字，传播相当广泛。西双版纳的每个
傣族村寨几乎都建有寺庙，寺庙周围都
遍种火焰树。到了冬春之交，形体硕大
的红色花朵和木棉花竞相绽放，就像

“冬天里的一把火”，燃烧每个人的梦想
和愿景。有些没有生育但想得子女的人
家，也常常在房前屋后种植一株火焰
树，视为福祉，顶礼膜拜。

我在观音山种下的那棵火焰树，种
下的也是我生命的刻痕。年过花甲，唯
一没有在家乡度过的生日，我在观音山
种下一树火焰，那火，生生不息，熊熊
燃烧，温暖我以后的每一个日子。

立 春 过 后 ， 淅 淅 沥 沥 的 春
雨，仿佛是催化剂，滋润着大
地，加速了城市春色的蔓延。位
于浙北湖州市区西北的潜山公园
悄悄奏响了春的序曲，200多亩梅
花枝头绽放。

趁 着 周 末 ， 与 好 友 寻 春 赏
梅。一进潜山公园，但觉天地忽
然一亮，梅影坡上成片盛开的梅
花映入眼帘，千树万树竞相开
放，红梅白梅交相辉映。尤其是
漂亮的白梅，晶莹剔透的白色花
瓣配上萼红蕊黄，格外惹人怜爱。

江南多梅花，潜山赏梅地，
人们都喜欢来此流连。每年春节
过后，这里的山峦、溪畔、地
头、道边就自然而然地娇艳、热
烈起来，在寒风瑞雪中孕育的万
千梅花苞蕾，会在这个时节次第
开放。此时，“梅须逊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闻香而至”
的人就多了起来。

潜山公园原是当地用废旧石
矿区改造的，有山有水，小巧玲
珑。漫步在木栈道上，野趣横
生，自然景观和人文元素恰到好
处地结合在一起，与潜山的众多
景点融为一体，成为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梅影坡前，一方花岗石上刻着一个苍劲有力的大
字“梅”，出自乡贤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的手笔。梅花
大片枝丫交叉着绽放，在阳光里层层叠叠地从四面八
方的山坡上，彼此簇拥着直涌眼底。阵阵花香袭来，
沁人心脾，天地间也都洋溢在一片欢乐、吉祥的气氛
之中。此时，我意识到自己已经陶醉了。原来自然界
的美丽是有力量的，它让人欢愉自信，在未来的生活
更优雅，更接近幸福。

沿着蜿蜒的小径，我们一行或穿游花海，或停下
脚步取景摄影，好不惬意。远山，田野，村庄，梅
林，游人，还有那翠绿的林，在相机和手机中组合成
一幅幅绝妙图画。虽说早春的梅花到了时光深处，总
会凋零一地，但它们当初的那一段锦绣年华，已经绽
放出了生命应有的风姿和色彩。

行至梅林密处，驻足梅下，近距离地端详那些娇
嫩的花瓣，我不禁闭上眼睛，贪婪地呼吸花瓣弥漫的
芳香。默默手抚梅枝，试想古人抚梅相别是怎般的情
调。也许是梅花看久了，不禁会生发出许多遐想。恰
如林清玄所说，所谓美好的心灵，就是能体贴万物的
心，能温柔对待一草一木的心灵。平平常常的日子，
一种清淡的简单，就弥散在这一片鲜活青葱中，让我
们于寒冷的景中看出一点人间的暖，看到了生命的勇
气和希望。

梅花自古便是文人笔下诗词书画的常客。唐代诗
人柳宗元在《早梅》中写道：“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
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北宋诗人林逋在《山
园小梅》 中感叹：“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
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诗人隐居西
湖孤山，种梅养鹤，将梅当妻、视鹤为子，这般生活
羡煞多少人？梅以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给多少
人以立志奋发的激励。特别在严寒中，梅开百花之
先，独天下而春，怎不叫人心向往之！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那惹眼的簇簇梅花盛
开的姿态，正是早春最真最美的笑脸。摇曳生姿，低
呤浅唱，其勃勃生机、纯洁宁静，平添了无数醉人的
场景，撑起了江南一个活泼奔放的早春。

“路无百米直，地无十亩平。”闽南
多山少平地，华安县更是突出。山多丘
壑，不奇、不峻也不秀，常年绿意葱茏，
桃花、樱花、杜鹃花……漫山遍野，百
花更替迭香。

前些年，由于交通不便，游客很难
进来，当地的旅游业、茶业发展受限，
如今，厦成高速公路开通，大大改善了
华安的交通条件，原本落后的山区在
生态的优势下区位优势反而凸显。

从漳州沿着贯穿闽西南的九龙江
蜿蜒逶迤而行，一个小时便抵达国家
生态建设示范县、全国铁观音茶叶生
产基地——华安仙都镇。

绕过镇区，沿着梯田的山路从山
脚一直延伸到山顶，一层层像面包条
形的墨绿茶垄依着山势，层层叠叠、错
落有致。拾级而上，道路掩映在梯形的
青山茶园中，若隐若现，几经峰回路转
便来到福建华安祥馨茶叶有限公司的
茶业基地。

掌门人黄东锋毕业于福州大学计
算机系，笑容憨厚、皮肤黝黑、略有
些腼腆。几年前，他利用自己公司的
产业和技术优势带动了村里 10 户贫
困户脱贫致富。“每天青山绿水相

伴，晨闻鸟鸣、夜赏夕阳。”黄东锋做
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不时在微信中分
享茶园动态。

茶园位于华安县仙都镇高村村深
山旮旯处，海拔600多米，周围树林茂
密，长年无雪，偶有微霜，时常云雾缭
绕、叶含甘露。“这种海拔最适合种植
茶叶，这里出产的铁观音茶香馥郁、滋
味醇厚。”黄东锋理科出身，却爱好文
学，时常以茶、以景作诗抒情，感悟生
活，品味人生，“味浓香永轻醍醐，恰如
丝绸醉人心”。

翠绿欲滴的茶园中，空气里弥漫
着一股淡淡的茶香。放眼望去，嫩绿
的茶树漫山遍野，几棵生长在茶园里
的松树显得特别醒目。“微风拂过松
树发出音乐般的低鸣，清晰奇妙，犹
如瀑布，时而静止，时而奔流。”黄
东锋指着一片生态茶园说，这片茶园
产出的茶青质量好，叶子肥厚圆润，
色泽光艳饱满。

近年来，华安县茶产业出现了较
大的波动，茶叶种植面积、茶叶产量、
茶叶加工都有较大幅度的减少，茶农、
茶企从茶叶生产过程中获得的“红利”
下降。“回归传统，塑本正源，找准市场

需求和定位才能发展。”黄东锋介绍，
这些年他们研发出带有兰花香味的半
发酵茶，并获得了“福建省浓香型铁观
音金奖”、“意大利米兰世博会名茶评
优乌龙茶类优质奖”等荣誉。

如今，乡村旅游越来越受欢迎。
“我们希望这里良好的生态环境不
仅能引来茶商，更能吸引游客前来
观光体验。”当地一名村干部热切地
盼望着。

仙都镇党委书记陈丽玲介绍，仙
都是华安产茶重镇，也是铁观音茶的
主要产地之一，辖区拥有世界文化遗
产——福建土楼“二宜楼”。目前，
仙都镇正依托土楼的世遗效应和绿色
茶园的环境，以绿色发展带动乡村旅
游发展。

上图：茶园风光。 宋清忠摄

歌曲 《蝴蝶泉边》 唱道：“橄
榄好吃回味甜，打开青苔喝山泉，
山盟海誓先莫讲……”滇橄榄，又
名余甘子，入口微酸涩，细细咀嚼
却又回味无穷，恰似许多人的爱情
过程，也契合了云南少数民族青年
男女们的恋爱真情，所以人们喜欢
称它为“爱情果”或“情人果”。

滇橄榄生长在云南大地上干热
河谷地带的山坡，是一种很普通的
野果。在山里长大的人，大多有过
采摘橄榄的经历。在物质匮乏的年
代里，野生滇橄榄作为一种水果，
常常出现在普通人家里。生食新鲜
橄榄果需要些勇气，因为果子酸涩

相加，牙口好才能承受得了这独特
的味道。我小时候喜欢这样的味
道，一口咬下去，酸酸的滋味，喝
一口水，满口生津回甘，在炎热的
天气里，算得上是一种享受。要想
将橄榄长期保存，那就得制作“泡
橄榄”，用盐水泡橄榄腌制，加上
些甘草类的调料，封存在瓶罐中，
时间久了果肉的酸度下降，食用起
来更加可口。

如今，我离开家乡在外工作，很
少有时间到山野里采摘橄榄，但每
次看到有人售卖橄榄果，酸酸甜甜、
浓浓淡淡的乡愁便会涌上我的心
头。我期盼着有时间到山野里去，与
那些生长在蓝天白云下、沐浴着纯
净山风的质朴的橄榄果会一会面。

2020年春节前夕，在地处金沙
江干热河谷地带的云南省宾川县，
一个叫黄文英的女企业家邀请我们
到她的滇橄榄种植基地去品味滇橄
榄。我们呼朋引伴，欣然前往。

车翻过一道道山坡，到了一个
叫石板箐的地方。下车来，山坡上

阳光正好，满山坡的滇橄榄扑入眼
帘。一树一树成熟的橄榄果，泛着
诱人的青黄色，连空气里都弥漫着
酸甜相宜的醇香。最让人惊奇的
是，滇橄榄果硕大如乒乓球，与我
记忆中野生的细小橄榄果真是天壤
之别。我迫不及待摘了一颗就往嘴
里送，一声脆响，满嘴生津。这经
过人工培育的滇橄榄，酸涩度明显
降低，果肉也更加脆嫩。

我们漫步在数千亩橄榄树林
中，一边沐浴着清爽的山风，一边
聆听黄文英与这片贫瘠山坡的故
事。五年前，黄文英承包了这片荒
山并引进滇橄榄新品种进行栽种，

那时，在云南大地上专业种植滇橄
榄的还屈指可数。为了一个回味甘
醇的橄榄梦，学农业出身的黄文英
敢想敢干，将一腔热情和满怀的心
血交付给了这片土地。发展滇橄榄

种植的过程免不了一路艰难坎坷，
“就像橄榄果，所有的酸涩，都是
为甜美的回味作铺垫”。

据史料记载，滇橄榄在我国栽
培利用已有约1800年历史，是我国
民族医药宝库的一份重要遗产。历
代医学家认为滇橄榄具有生津止
渴、清嗓护喉、润肺降压、消滞化
痰等功效。现代科学研究证明，滇
橄榄果实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C、氨
基酸、单宁酸和各种人体必需的微
量元素，被医药界称为“天然维生
素丸”，其相关产品市场前景光明。

在石板箐山坡上的一个小院
里，我们一起喝橄榄果酒，吃特色
菜“翠珠朝凤”——成熟的滇橄榄
果炖鸡，味道醇香酸爽，味蕾甚是
享受，而且营养价值也挺高，这道
菜被我们笑誉为“灵魂鸡汤”。酒
到酣处，有人唱起 《橄榄树》，并
将歌词巧妙地与此时此地相融——
你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这
里。为什么追寻，坚守一片山坡，
只为梦中的橄榄树，只为生活甜美
的回味……

图为云南宾川鸡足山日出。
何国松摄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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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树观音山
梁 平

种树观音山
梁 平

梁 平 郭红松绘梁 平 郭红松绘

观音山被称为东莞的“城市绿肺”。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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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香出深山茶香出深山
林建武林建武

品味滇橄榄
安建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