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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爱

钓鱼台景区请植物学专家开“药方”——

千年唐柏每年都要喝油
本报记者 袁炳权

在寻找宝鸡古树拍视频的过

程中，我进西山、入秦岭、上北塬，

目睹了众多古树的风姿，有三百多

年的皂角树，有七百年的国槐，还

有上千年的古柏……它们经风霜、

历寒暑，在岁月的持久洗礼下，依

然顽强矗立在西秦大地上，令人感

动和钦佩！

2021年 9月 4日，到宝鸡

高新区天王镇境内的钓鱼台

风景名胜区拍摄古树，工作

人员提到四棵唐柏爱“喝”

油，他们保护千年古柏的

独特做法让我至今记忆

犹新。

钓鱼台景区因姜子牙

隐居十载、滋泉垂钓遇文

王的历史典故而闻名，景区

建有太公庙，以纪念这位西周

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庙前有

4棵参天古柏，据考证，系唐贞观年

间创修太公庙时唐太宗李世民下

令所植，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

史。我看到，四棵唐柏虽历经千年

风霜雪雨，仍龙态遒劲、枝繁叶茂。

景区工作人员曹显华对我说：

“四棵唐柏爱‘喝’的油，就是咱们

日常炒菜用的菜籽油。给唐柏灌

油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

当时，这几棵古树不同程度树皮缺

损，有枯萎的趋势，景区就请杨凌

农科大的植物学专家开‘药方’，专

家说柏树本身木质油脂含量高，对

油脂的需求量大，可以灌菜籽油。”

此后，景区管理人员每年 10

月份以后，都会给这4棵唐柏灌油。

他们在树根部位挖出灌油的通道，

设置了灌油口，每棵树每年大概要

灌四五十斤油吧。

古柏“喝”饱了油，枝干变得雄

壮伟岸，树冠如盖，浓荫匝地，与身

后的三间太公庙宇相互益美，享有

“四柏三间庙”之美誉，成为钓鱼台

景区标志性景点之一。

曹显华告诉我，钓鱼台景区不

仅对古树名木爱护有加，对其他的

树木像雪松、翠柏等也精心管护，

时常浇水、喷药除虫等。

我在景区看到，景区内苍松翠

柏遍布，树木葱茏，似乎在向游客

诉说着工作人员爱树护树、擦亮城

市“绿色名片”的初心和追求。

渭滨区李家槽村

村民为古槐写赋立碑
本报记者 刘玉槐

2022年 3月 5日，我来到渭滨

区李家槽村采访，看到一棵高约10

米的古槐，挺立在该村的土崖上。

树干较黑，树身被钢管撑着。树下

有块碑，碑上刻着《古槐赋》。

“郁郁古槐,苍苍劲骨。

虬枝龙干，错节盘根……虽

三百余载，至今仍老树新

枝，葱茏蔽野……”

《古槐赋》共400多字，

分三段，第一段描述了这棵

树的美丽身姿及所处环境；

第二段介绍了这棵树的历史

及在村民心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段讲述村委会出资维护古

树，并立碑写赋倡导保护古树。

为保护古树，给树立碑写赋，

这种事比较新鲜，我想一探究竟，

便找到了《古槐赋》的作者张宏新，

张宏新是李家槽村会计，说起这棵

古树如数家珍。

张宏新说，古槐栽于1718年，

已300多岁，但1977年发生了一场

意外火灾，将树干烧空。村民在心

痛之余，便集资对树进行了加固维

护，树里面填充了水泥砂浆，用支

架把树身撑起来……最终使这棵

树活了过来。2019年，李家槽村村

委会二次集资，组织村民对树进一

步加固维护，同时为了增强村民和

游人保护古树的意识，就在树旁立

了碑，让他写了赋，刻在碑上。  

我和张宏新说话间来到古槐

下。他说，立碑后，村民对古树更爱

护了，没有人攀折枝条，也没有小

孩上树玩耍，到这里来的游人也没

有损坏树木的行为。在人们的精心

呵护下，这棵树如今长得粗壮高

大，直径达到3.5米。尤其是夏天，

这棵树郁郁葱葱，吸引了众多游人

前来观看，成为村子靓丽的名片。

离开李家槽村时，我看着这棵

顽强活过来的古槐，对该村村民保

护古树的行为充满了敬意。

2021年 10月 2日上午，我登

临秦岭脚下的五丈原。这里曾是著

名的古战场，诸葛亮六出祁山、挥

师北伐，最终星落于此。后人便修

庙宇来祭拜和纪念这位著名的军

事家。环顾庙宇周围，古树

茂盛，其中一棵600多年

树龄的槐树颇有意思。

据五丈原诸葛亮庙

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这棵

古树距今已有 600多年历

史。远看，这棵树主干粗壮，

距地1米多处，树干分成三杈，

往上数米，又交叉在一起，交叉的

树干形似一个“义”字，后人结合刘

备、关羽、张飞三结义的故事，称其

为“结义槐”。槐树东边树干枝繁叶

茂，如在诉说诸葛亮受刘备之托出

兵北伐的艰险。这棵古槐成了人们

纪念诸葛亮的一种寄托。

当地村民说，他们景仰诸葛亮

等人物，也敬重原上的一草一木，不

破坏，也让这些古树得以存活至今。

漫步五丈原，像这样粗壮高大

的古树还有很多，主要包括侧柏、

古槐、桂花等树木20余种上百棵，

这些古树也成为人们心中伸枝展

叶的宝贵“绿色文物”，受到悉心保

护。近年来，五丈原诸葛亮庙景区

更是加大了保护古树的力度，为它

们造册立牌、驱虫治病，营造健康

的生长环境。当地人敬树、爱树、护

树、养树，成为五丈原上新的故事。

如今，五丈原绿树成荫、古木

参天，为厚重的人文历史增添了

自然色彩，来此访古探幽的游客

越来越多。

麟游县城关村城隍庙

文保员日夜守护千年银杏
本报记者 符雅琦

2022 年 3 月 11 日，我来到

位于麟游县老县城的城隍庙，探

访这里的一棵千年银杏。

“我在城隍庙做文保员有 7

个年头了，每天主要工作就是看

护银杏树，然后打扫院内卫生，除

草。”麟游县城关村文物保护员

赵同生告诉我，这棵高达 30 多米

的银杏树相传是唐代栽植，至今

1370 余年，这棵古银杏不仅是麟

游古老文化的标志，也是城隍庙

悠久历史的见证。

每到深秋银杏叶黄之际，这

棵千年古树便成为不少外地游客

慕名而来的打卡地。

外地游客如此欣赏的古

树，麟游人更是倍加爱护。

赵同生说，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麟游就对这

棵银杏树开始了保护。

2011年左右，麟游县启

动文物保护工程，对城

隍庙、古戏楼进行翻新

修缮，也在千年银杏树

周围采取了保护措施。

不仅对树木保护，还有专

人 24 小时看护。

有段时间赵同生发现

银杏树叶打蔫儿，叶片“无精打

采”，好像“生病了”，他心疼得不

行，多年的看护已经让他与银杏

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连忙向

有关部门反映。

文物管理所多次派人给树

检查，还给树挂上“营养针”，但

不见起色。后来又派人专程到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请专家教授过

来“诊断”，这才找到病因，原来

是树根部被损伤，没有办法正常

“呼吸”。对症治疗后，很快银杏

树叶水分补上，又恢复了往日的

精神状态。

“作为文保员，保护古树自然

义不容辞，我会一直尽心尽力看

护下去。”赵同生说。

在凤翔区柳林镇屯头村，有

棵 522 年的皂荚树，数百年来守

护着村里的老百姓，而老百姓也

自发保护古树，成为祖祖辈辈流

传下来的传统。2021 年 11 月 16

日，我来到村里，探寻村民爱树护

树的故事。

皂荚树生长在屯头村六组

路边，远远望去，古树高耸挺立，

树冠巨大。走到跟前，只见树干

粗壮，仔细观察盘根错节的树根

及树干，就能发现有状如蝎子、

蛇、蟾蜍、壁虎和蜈蚣五种动物

造型的突起。“这就是‘五毒’树

的由来，已经守护我们村子 500

多年了。”该村党支部书记严文

杰告诉我，这棵皂荚树高 20 多

米，冠幅可达 16 米，树干需要

三四个成年人才能合抱住。每年

到了夏天，皂荚树枝繁叶茂，住

在附近的人家都会在树荫下乘

凉、聊天。

几百年来，村里代代传下来

一个规矩，就是要保护古树、爱护

古树。如果有调皮的孩子爬到树

上玩耍，都会被家长教育一番。

2018 年，这棵皂荚树被陕西省绿

化委员会办公室列为一级保护树

木，周围也建上了护栏，将树保护

了起来。

这棵古树承载着村子的历史

和文化，每年慕名来参观的人很

多，大家拍照打卡，寻找“五毒”的

造型。严文杰自豪地告诉我，曾经

有几个外地人出价 20 多万元想

买走古树，但是村民们都没有答

应，这棵古树不仅是村子的地标，

更承载着一个个走出村子的村民

的乡愁。

现在，屯头村百岁以上的古

树有 9棵，除了这棵皂荚树，还有

8 棵 100 多年的树，爱树、护树已

经成为上至耄耋老人、下至稚嫩

孩童的共同行动。

凤翔区柳林镇屯头村村民

祖祖辈辈爱护五毒树
本报记者 张笑侠

岐山县五丈原诸葛亮庙景区

   悉心保护伸枝展叶的绿色文物
张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