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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11日，我到凤翔

区探访古树，路过虢王镇虢王村至

纸沟村区间道路、经槐林寺村

（隶属郭家凹行政村）时，被

路边的一棵亭亭如盖的

皂角树吸引了目光。

这棵树身披红绸

缎，树旁还立有碑文，

正面上书槐林寺遗

址故事，背面则是保

护古树的村民名单，

看来里面大有故事可

讲，遂进村多方打听。

恰逢平日在省城

打工的村民冯文让回乡

探亲，而他正是参与护树

的热心村民之一。“这棵老皂

角树有 300 多岁了，村上多少代

人都是在树下长大的……”掀开

树身上披的红绸缎，他仔细地、一

寸一寸摩挲着树皮。

“你看这树皮，现在才长好

了，前些年不知谁把树下的玉米

秆点着了，把树都烧坏了，树根以

前都裸露着，看着心疼很。”冯文让

说，2021年春节，村上几位村民

发起护树倡议并组织募捐，超过

65户村民踊跃捐款，大伙你100、

我200，还有邻村的人也被招呼进

来，最终筹得善款1.3万元。

正月初四，在家过年的 20余

位老少爷们，自发来到树下干活，

有的挖墙基、拌砂浆，有的搬青

砖、立围挡，大伙儿干得热火朝

天。几天时间，荆棘杂草不见了，

新围挡砌好了，树木周围焕然一

新。村民们欢喜地为它披上了红

绸缎，并立碑纪念。

一时间，他们村倾情护树的

故事，在十里八乡传为美谈……

一棵皂角树，一脉乡土情。朴

实的村民，尽己所能，守护村上的

这棵老“宝贝”，守护悠悠乡愁。这

棵老皂角树，早已成为这个西府小

村的一员，记载、见证村子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志愿者带我去看千年白皮松
本报记者 胡宝林

陈金贵是亮相“寻找宝鸡古

树”系列视频的第一人。

2021年 9月 13日，由我拍摄

的“寻找宝鸡古树”第一期《这棵

宝鸡市树1300岁，名叫五爪龙》在

“掌上宝鸡”刊播，他出镜。

碰到陈金贵很偶然。

之前的一个周末，我拍摄完

吴山脚下陈仓区新街镇庙川

村旁的古茅栗林，想找个村

民采访一下。古茅栗林有

树276株，栽植于清代，

树龄平均150余岁。

雨后的村庄，岑

寂一片。走了好一阵

子，终于在路边看见

一位瘦瘦的、头发花

白的老人，拿着铁锨

在清理路边杂枝。一

说到茅栗林的保护，他

说，茅栗林那是先辈给后

辈们遗留下来的，村民们代

代保护，林场也有专人巡查管

护，所以现在依然长得很茂盛，是

一道景致呢。

仔细一交流，才知道他叫陈金

贵，是庙川村一位退休教师，还是

村里一位环保志愿者。陈金贵说，

退休后，没多少事，他就给村里

打扫打扫卫生，看护一下树木、

花花草草，日子过得简单也很充

实。听说记者寻找古树，他的兴趣

更浓了：“我村里有一棵千年古树

呢，你看不看？”

我一听也来了兴趣，走！开车

拉上他，曲里拐弯，上到村庄后面山

梁的半坡，然后步行，踩着泥泞，穿

过一片玉米地。这时，一大片闲地中

间，一棵大树顶天立地出现在视野。

“这棵白皮松，在我爷爷的爷

爷手里就这么大了，这边两个树

股，那边三个树股，村民叫它‘五爪

龙’。”陈金贵指着树枝说，语带自

豪。我一看保护铭牌，呀，1300岁

了，这棵白皮松！白皮松是咱宝鸡

的市树呢，宝鸡得名于757年，将近

1300年，这棵白皮松基本与宝鸡同

龄，多难得，多有历史象征意义呀！

我决定，寻找宝鸡古树第一

期，就拍发这棵白皮松，随即多角

度进行了拍摄。“这棵树，我们要保

护好，留给我们的子孙后辈。”环保

志愿者陈金贵说。

为什么古茅栗林还有这棵

千年白皮松在这里至今能枝繁叶

茂？见到热心的陈金贵我有了答

案：就是因为当地村民像陈金贵

一样，祖祖辈辈爱树、护树呢。

岐山县凤鸣镇北郭村董天太

挪院门只为不伤树
本报记者 安伟东

2021 年 8 月的一天，听闻

岐山县凤鸣镇北郭村董家堡组

有一棵百岁皂荚树，我和县林业

局的同志一起驱车前往。刚进村

子，远远就看见一棵高大挺拔、

郁郁葱葱的皂荚树巍然屹立。

循着大树，我们来到了一

户农家小院门外。听到有人到

访，一位衣着朴素、身材清瘦的

老人热情地出门招呼，林业局

的同志介绍，他就是小院的主

人董天太。

跟随老人走进院子，只见树

的主干上悬挂着陕西省绿化委

员会办公室制作的古树名木保

护牌。问起树是何人所栽，老人

说，1913 年，祖父专门在

凤凰山上挖来一棵皂荚

树苗栽到了小河边，有

了水分的滋养，这棵

树苗茁壮成长，几年

后便开始挂果，造

福村民。在那段物

资匮乏的岁月里，

树上的荚果成了全

村人用来洗头、洗衣

服的“奢侈品”。

改革开放后，农

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人们不再用荚果洗衣

服洗头，但董天太却牢记祖父

教诲，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

呵护这棵皂荚树。

上世纪 80 年代初，村上划

分宅基地，生长皂荚树的这块土

地，顺理成章地被划给了董天

太。当时有人劝他把树砍掉或者

移植到别的地方，但他宁可请施

工队把原计划建在南边的大门

改到东南角，也坚决不愿伤树半

分。至今 40 多年过去，董天太家

的三间厦房已经变成了二层小

洋楼，但这棵皂荚树却依然站在

院子里，完好无损。

前几天，我给老人打电话，谈

到现在的生活，老人说：“趁着这

几年身体硬朗，我要尽心尽力把

皂荚树护好管好。”

2021年 5月 31日上午，我到

凤翔区糜杆桥镇西关村采访，当时

村上的第一书记王益凡饶有兴致

地说，村里有两棵树龄700多年的

槐树，还有一棵 500

多年的，村民对它们

爱护有加。

在他的带领下，

我见到了其中两棵

古槐树，在百余米长的

村路上，这两棵树依次

排列，树龄分别是710岁、

708岁。古树苍劲挺拔、生机

勃勃。树干很粗，4个成年人才

勉强将古树合抱住。

正当我拍视频时，附近居住

的村民李世均走过来介绍说，村

民都特别留心保护这些树，特别

是住在树旁的人家，更自发承担

起看管古树的责任。

前几天我再次打电话给王益

凡，他说，古树稿件发出后，村上就

开会研究如何更好地保护古树，想

着这两年集体经济有了不少收入，

于是村上自筹了近10万元，准备

对古树进行保护。村民李世均得知

要给古树周边建花坛，二话不说就

将院墙外的菜园子收拾了出来。经

过几个月的修整，这三棵古树周边

修了花坛，种上了绿植，也用护栏

围挡了起来。

这三棵古树见证了村子的改

变，守护着一代代西关村百姓，如今

百姓富裕了，更有能力照顾好它们。

编  者  按

凤翔区槐林寺村

倾情爱树成美谈
本报记者 崔婷婷

渭滨区高家镇甘庙村

守护800岁古槐到如今
本报记者 米静

听闻渭滨区高家镇有棵 800

多年的古槐，2021 年 9 月 9日，

遂与好友驱车前往拍摄。行至甘

庙村村头，遍寻古树而不得，遇一

村民问之，没想到与古树相隔不

过百米，不觉哑然。

这棵古槐被围在一米多高

的砖砌围栏之中，树干裂成两部

分，中空的树洞里，成了家禽的

领地，沧桑尽现，却也野趣十足。

根据树龄推测，古槐树距今

已有 800 多年了。我们正在观赏

古树，几位村民围了过来，谈起

村中这棵古槐，村民们眼里满是

自豪的神情。     

据当地百姓说，村子以

前叫槐树岭村，就是因为这

棵古槐树确定的村名，它

不仅仅是一棵树，也是

村民心中的精神记忆。

“这棵树从中间

一分为二，竟也能

活这么久！”我不

禁感叹起古槐强大

的生命力。旁边的

一位老者说了一个

颇富传奇色彩的故

事，上世纪 70 年代，

古槐被一道闪电从中间

劈开，经年累月，树中间就

全空了。村里人痛心不已，为

了留住古槐，有人拿麻绳固定住

树干，好在树萎而不衰、历久而弥

新。这些年，村民将保护古槐当作

自己的义务，自发拔掉了钉在树

上的拴牛环，牵走了老牛。

区林业局在了解情况后，第

一时间对老槐做了围栏保护，用

水泥填充了中空的树干。经过简

单的复壮后，这棵经历了 800 多

年风雨的古槐，长势越来越好。树

冠越来越大，眼看主干树皮快支

撑不住树体了，林业局技术人员

在树的四周根植加强型钢管钢筋

复合骨架，让古槐更好地生长。

“我计划在古槐小游园当讲

解员。”住在古槐下的李东科表示，

“还要让儿孙继续当好护树人！”

凤翔区糜杆桥镇西关村

村民筹资护大树
本报记者 于虹

古树是生态遗珍、乡愁载体、文化符号。从 2021 年 9 月开始，本报编辑策划部策划、
主拍，在宝鸡日报新闻客户端“掌上宝鸡”推出“寻找宝鸡古树”系列视频采访报道。编辑
记者们翻山越岭，走村串乡，足迹遍布我市山山水水，发掘古树背后鲜为人知的生态保
护故事，到 2023 年 3 月，共拍摄 84 期古树视频作品。这些作品刊播后在社会上引起热烈
反响，切实增强了群众保护古树名木的意识。在今年植树节来临之际，参与采访的 10 名
编辑记者围坐一堂，分享了“寻找宝鸡古树”采访中印象最深的人和事，今天本报予以刊
登，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宝鸡人的爱树护树情怀，共同书写宝鸡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