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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峪一天

去济南龙洞林区见护林员刘采法，因为他
在这片区域一呆就是32年。32年，一个人守着
这片浩瀚的林子，不由得令人生出万端感慨。
就是作为以时间长短为标尺的修行，也到家
了。这样单调而漫长的守护，我以为他是个奇
人。在这个物欲时代，他和循环往复的单调生
活是怎么统一的？他身上必定有更多的传奇！
我就迫切想见见他。

相传唐尧时，有孽龙于此兴风作浪，造成
水患，大禹治水，前来捉拿，孽龙钻山逃遁，
留下这九曲十八折的深洞。这里的自然景观和
人文景观都相当丰富。

龙洞占地2万余亩，林区下属三个林点，黑
峪、马蹄峪和佛峪。刘采法就驻守在佛峪林
点。

阳光穿过茂密的林子，洒在窄窄的小径
上，不由生出诗意。陶渊明、王维、杜牧如果
住在这里，肯定会给后人留下美丽的诗行。

从小路进去不远，隐约看到一座绿荫半遮
的房子，这就是刘采法的林点。刚走近，一只
黄灰相间的大狗就咆哮着“迎接”我，正尴
尬，从小路另一端闪出一个人，一边呵斥着大
狗，快速走到我跟前。他就是刘采法。

简单一收拾，就和他一起去巡山。从北台
上山，这里是佛峪的南端，在入口处，他和一
位放羊的打招呼，让羊倌不要把羊赶到山上。
放羊的中年人点点头，轰着羊群就往南面一片
草地上赶，像是面对自家的兄长那样言听计
从。放羊和护林本是矛盾的对立双方，居然这
样和谐，我心里为刘采法竖起大拇指。

走出不远，天淅淅沥沥地滴起了雨。
在城墙岭，雨说停就停了，云雾上来了，

像是多层的曼妙纱幔，在大山间飘来飘去，海
市蜃楼一般。我和刘采法坐下来休息。

刘采法的话太少，说起龙洞他才能打开话
匣子。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植物，沿途我跟着他
认识了不少植物，像很有特色的鼠李，居高临
下的崖柏。

下山时简直就是在峭壁上往下出溜，很多
地方连脚都放不平，幸好刘采法给了我一根棍
子。平常他用三个小时走一圈的巡山路，这次
让我累赘着走了六个半小时。

晚上，林海孤灯。我开始听刘采法讲他32
年的护林员经历。

寂寞黑峪

龙洞峪以著名的济南八景“锦屏春晓”为
终端，上溯又分为几条支峪，一般也合称为
“藏龙涧”，其中最南端的一条支峪接近末端
处有一座较高的山峰名叫黑峪顶，黑峪顶东坡
半山处有一护林点，这就是济南林场最著名的
黑峪林点。说它著名，可不是因为景色好或风
水好，而是因为“偏远、孤寂、艰苦、广
袤”，当然也因为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位坚守林
点30多年的全国劳模黄宜进。林点的周边，七
纵八横的沟壑，形成喀斯特地貌特有的景观，
是龙洞峪的重要风景地带之一。但这里无水无
电，也没有手机信号。从最近的矿（gong）村
进去要翻三座山，过一道沟，从中井村进去，
峰峦路障，要翻一堆山头，就是走最为便利的
近道龙洞寺入口，也得一个小时。

黄宜进临近退休之际，林场公开选拔接班
人，报名条件是先党员后团员。然而在这个躁
动的时代，报名情况却是冷冷清清，刘采法虽
然不是党员团员，领导做他的工作时，他出人
预料地只说了一个字：“行”。

驻守这样的林点，林点三四个人，每日与
山川林木鸟兽为伴，经常几个月见不到外人出
入，因而护林员最盼望的居然是能看到自己的
同类——— “人”，但总是“空山不见人”，偶
尔“但闻人语响”就激动，希望这些进山人向
他们问路，这样就可以闲扯上一番。像来了客
人，久别遇上亲人般萌动着温暖。

但有例外。那天刘采法一个人在点上，进
来几个莽莽撞撞的小伙子，这些不速之客，进
来就把一盆有些浑浊的水泼掉，然后你一盆他
一盆地洗他们满是大汗的脸。一会儿工夫，那
个五十斤的塑料水桶就见了底，然后他们嬉闹
着扬长而去。刘采法热脸送走他们，回到屋里
时，才发现上甘岭一样珍贵的水，早都洒了半
院子。他急冲冲地跑出来，大喊一声，你们！
水！后面想说的一大堆话都咽了回去，摆摆手

让他们走了。他们毕竟都还是孩子，他们不了
解这里吃水是如何金贵。

没有电，手机也无信号，刘采法有一台熊
猫牌的收音机，质量相当好。开始他漫无目的
地听，新闻、综艺、评书他都听，他最喜欢袁
阔成、单田芳。喜欢单田芳的劈啦劈啦的嗓
子，也喜欢袁阔成的关羽关云长。他也想收听
一些科技类的节目，但这类有关树木植物的讲
座找不到。门外的那只狗时不时叫两声，好像
是在提醒他，你不孤单，还有它在。夜闻犬吠
他感到很亲切，像是朋友默默地给他壮胆一
样。收音机有时信号也不稳定，可能一阵风就
给刮没了。开着手电看书，有些舍不得，就只
能一个人迷瞪着眼，熬到有困意来袭，慢慢地
睡着。

黑峪如果下了雪，特别是大雪，不仅巡山
成了困难，就连林点给养都成了问题。虽说大
雪后是山林相对安全的时候，可也是给养最困
难的时候，如果不及时赶出去，会被困在里
边，弹尽粮绝。雪有些时候也和天气预报闹别
扭，不打个招呼就来了。2008年冬日，下午才
有一点云，晚饭时也没有下雪的兆头，后半夜
却下了个天翻地覆，把整个山林罩了个严实，
沟满壕平，熟悉的一切都变了模样。刘采法费
了半天劲推开门，他吃了一惊。本来打算第二
天去矿村买粮菜的，林点所剩的东西也就够吃
一顿的了。这样大的雪，半个月也融化不掉，
背阴处的积雪更得等到来年开春才会消融，怎
么办呢？他坚持了一天，第二天出去试了试，
雪太深，走不动。他房前屋后转来转去，终于
在被雪盖住的窗台上找到了三个熟柿子，这成
了他全天的口粮。第三天他无法再坚持了，决
定突围。因为饥饿变得有点狂躁的狗，委屈地
看着他。他带上黄狗，冒险爬上黑峪顶，然后
再拐到矿村，终于人和狗都吃饱了肚子。

敢于这样冒险行动，还得益于他这几年自
己动手修的那条巡山通道，刘采法是个闲不住
的人，他早先就看好了这条路径，一条能直接
到西山制高点的捷径，他用一些碎石垒成相对
平坦的路。三年多的时间，一条简易小路就出
来了。如遇火情，消防队员能以最短的时间从
这里到达。

走上这熟悉的路，他内心有一种异样的满
足，两侧的树俨然都成了夹道为他鼓劲的亲
人。路毕竟太滑了，就在他接近山顶的时候，
突然脚下一滑，往山下滑去，情急中他抓住了
一棵树干，而下边那棵树正好挡在他的脚下。
刘采法始终认为树是有感情的，万物都是有情
的，年轻时在马蹄峪，自己当年做些急活，在
将军帽的那个最为陡峭的地方，有不少次都是
树救了自己，他和树木早就成了一家人。这次
也是树救了他。到了山顶，黄狗咬了几下他的
棉袄，呜呜地鸣叫着示以安慰，刚刚从惊魂未

定的恐慌中安静下来的刘采法，心里涌起一股
热浪。

皑皑的漫山白雪世界里，刘采法穿着棉
袄，挎着黄书包，拄着一根细长的棍子，后面
还有那条与他相依为伴的黄狗，这是一幅最为
写真最为生动的剪影，他们身后是一串串深深
的歪歪斜斜的脚印。

亲情债

刘采法的老家在长清区双泉乡北付村，距
龙洞林区约七十公里，父亲在林场干了39年，
1997年退休回老家养老，今年刚满80周岁的老
人耳朵有些背了，听别人说话很费劲。那代林
场人吃了不少苦，市区的这些山大都是他们这
一代人栽种树木逐渐培育起来的。说到龙洞和
佛慧山、金鸡岭的植树，他情绪才饱满起来，
那是他们的激情岁月。现在的山都成了葱茏茂
密的山林，这绿色是他们描画的。

刘采法的母亲几次血栓，行动都有些迟
缓，很少插话。父亲说的频率最高的话就是，
干啥就要干好，别让人笑话。老人多次住院，
采法都不在跟前，老人说起来也没有抱怨，觉
得采法身子扑在林场是天经地义的事。

刘采法两个儿子现已成人走上社会，老大
刘东已娶妻生子。刘东和弟弟刘方说起对父亲
的印象，感觉就像是个亲戚，一两个月回来一
次，带点东西给他们，还没过新鲜劲，又匆匆
地走了。每次开家长会，都是母亲来，一直有
同学嘁嘁喳喳议论，好像他们没有父亲。

刘东、刘方都是出色的小羊倌，家里养了
一群羊，成了他家零存整取的“银行”，每学
期开学或需要交各项费用，母亲就抓只羊到集
市上卖了，那时刘采法的工资太低，攒不下
钱。

刘东讲自己摔断胳膊，去肥城接骨，等了
三次都没等上父亲，是母亲带着他去肥城接骨
换药。他轻描淡写的口吻，透着一份理解。

刘东说他最崇拜的人是父亲，父亲不仅正
直，而且身上有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他说这精
神也鼓舞了他，做事就要做好。

刘采法家里种着十几亩山地，只能靠他的
妻子杜玉芹了。最难的是耕种收割，大家都在
拼命地抢季节，家家都忙，谁也分不出身来帮
忙。他家的庄稼，是全村最后一个种，也是最
后一个收。

2006年，刘采法在黑峪的时候，那年收麦
子，本来跟妻子说好回来收。有的人已经收完
了说要过来帮忙，杜玉芹都客气地拒绝了，她
信心十足等着刘采法回来，也好演一场和别人
家一样的“夫妻收麦”甜美好戏。她太渴望
了。别人家耕地、种地、收庄稼，都是男人在

前，妻子帮着打打下手。给男人冲壶水，擦擦
汗，做顿好吃的饭，心里都会洋溢着做女人的
幸福。这样的娇她也想撒，可是刘采法从来没
有成全过她。

麦熟一晌，收麦子是个急活儿，没法儿
等，别人家的麦子都收了，她眼巴巴地在村口
等了好几次，自家的麦子都炸了，电话打了好
多次也没法接通，刘采法还是没有如期出现在
地头，再求人觉得是打自己脸。只好一个人下
镰去割，不成想傍晚时分又来了场雨，熟好的
麦子都捂到地里。看着被大雨浇得一塌糊涂的
麦子，杜玉芹再也忍不住，在地里大哭起来。
一边哭着一边喊着，刘采法，你就别回来了，
你和你的林场过吧。事后才知道刘采法骑车摔
了腿，不想让她受怕，才没有告诉她。

由于长期艰辛生活的压力，这个淳朴的妻
子病了，她再也支撑不住，患上了严重的精神
抑郁症。经常一个人坐着发呆，见了街坊邻居
就像是见到陌生人，一句话也不说，就是和家
里人在一起，一天也没有几句话。父亲一向和
刘采法说话慢声细语，这次给远在林区的刘采
法打电话，一字一句地对刘采法说，你抓紧回
来给她看病，单位的事你自己想办法安排。有
些命令的味道，说完就撂下电话，一点商量的
余地也没有。媳妇自从进了刘家门，对父母孝
敬，对刘采法敬重，对孩子疼爱，对邻里和
睦，他们都看在眼里，真是百里挑一的好媳
妇。懂事的孩子也给父亲捎信，恳请父亲早早
回来。谈到这里，刘采法就停顿了半天，没有
说话。他一肚子辛酸都泛起来了。

为了两个儿子的成家立业和父母二老的居
住，这些年刘采法断断续续盖了四处房子，地
基都是两口子晚上挑灯自己动手干的。几年下
来，欠下20多万的账，生活压力和经济压力，
都是一个农村妇女无法承受之重，这也是她生
病的主要因素。生活如大山倾轧过来，她只能
用柔弱的肩膀扛着，需要倒在男人肩膀上喘息
一口的时候，刘采法却远在百里之外，她挺不
住了。

刘采法带着妻子四处奔走求医问药，历经
两年多，她的病有了明显的好转，渐渐地恢复
了。我最后一次采访她，她的话让我感到了一
丝宽慰，为刘采法宽慰，为这个善良敦厚的家
宽慰，她说，她想开了，人和人不能比，嫁给
刘采法就该这样。这些年孩子大了，很多活儿
都不用求人，她的负担也在减轻。

可刘采法是愧疚于家人的，对父母的尽
孝，对妻子的尽责，对孩子的尽爱，都是个很
大的缺失。但人活在矛盾中，每一个人都要面
对这样的选择。刘采法选择了工作，而对于
家，只能是亏欠了。古人也常说，忠孝自古难
两全。

爱树如命的土专家

龙洞林区是济南地区植物资源最丰富，保
护最完整的地区，大部分地区林冠郁闭度在7-8
之间，许多地片林冠基本上完全郁闭。林区内
存有许多古树名木，如龙洞峪和佛峪的青檀群
落十分罕见，龙洞寺及周边的银杏、古柏等达
到古树名木级别。在佛峪，还生长着中国稀有
物种山东栒子和陕西荚蒾。山东林科院的青年
林学专家解孝满研究员，每年秋末都要带着一
帮林学专业的学生来此采集树种，现在他们早
已经成为朋友。有时需要不是量很大的时候，
就直接交代给刘采法代采，晾干后再来取走。

学生们兴致上来，就没了规矩，刘采法不
放心，总是跟着进佛峪。有个女孩，见到一棵
陕西荚蒾，种子结在树梢，招呼几个孩子把那
棵树头使劲弯下来，两个人压着，两个人采。
远处的刘采法发现了，心中的火气腾地就上了
脑门，爆炸似的喊了声，松手！快松开！声音
很大，在空旷的峪沟里回荡。学生们都怔在那
里，一个也不敢说话。

刘采法过去扶起树，嘴里不停地说，有你
们这样对待树的吗？别说这是稀有树种，就是
普通的树木也是条命啊！如果有人这样对待你
们能行吗？要是再这样，就别来了。带队的老
师闻声赶过来，问明情况后连连给刘采法道
歉。刘采法说，采种子我支持，这些稀有树种
只有你们育了，有了更大面积的栽植，才不会
灭绝，可对树得爱惜。不爱惜，咱干的这些事
就没有啥意义了。学生都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从那次这些学生都知道了，刘采法爱树如命。

去年，一个多年的朋友请他吃饭，提出想
到佛峪锯一块青檀木，他以为凭着和刘采法多
年的交情，没有问题。刘采法回答他：原来你

请我吃饭就是为这个啊？要不我再回请你一
次，想要青檀，门儿也没有！话说得斩钉截
铁，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那个朋友看他如
此不近人情，打那就不和他往来了。

多次的采种，解孝满过意不去，就想给他
些劳务费，刘采法觉得这不过举手之劳，就拒
绝了。解孝满就把钱夹在一本书里给他捎过
来，刘采法托人又捎回去，并对中间人说，要
不就给我几本关于树木的书吧。解孝满大吃一
惊，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护林员，对树木知识
有如此强的求知欲，真令他刮目相看。他说现
如今的刘采法，对树木的认识和知识，对树木
识别，已是专家水平。他曾经给了刘采法《林
木育种学》《林木培育学》等专业书籍，刘采
法如获至宝。在刘采法的林点，案头上摆了一
堆书籍，有解孝满送他的《植物生理学》《济
南树木志》等。

如今的龙洞是济南生态最为优良的区域，
就像搁在城市身边的氧气包，及时地往城市输
送着新鲜的空气。早些年的一场大雨而形成的
泥石流，让龙洞北面一个上井村不见了踪影，
那时的山是光秃的，到处是裸露的乱石。后
来，全市范围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才有了今
天满山的葱郁林木。良好的自然环境，让更多
的稀有和濒危树种，悄悄地在这里生长，山东
栒子的树种群，龙洞最多。

森林卫士

在山里，我们看到，山林内部特别是山林
周边的荒坡，到了冬季干枯易燃，成为山林火
灾的重大隐患。近年木质手串兴起，它们的材
质好大一部分是鼠李、柘木甚至黄栌等，青檀
材质因为难得，价格更高。于是乎有不少人就
盯上了龙洞林区的珍贵林木特别是青檀，这里
更有生长近百年的鼠李、黄栌等灌木林，还有
深藏在峪沟里的奇石，峭壁上的崖柏。一种新
型的技术含量更高的商业性盗伐取代了早年的
谋生盗伐。加上山林防火和防病虫害，这成为
护林员们新的三大职责。

刚到佛峪那年，附近村庄的几个小伙子就
给了刘采法一个下马威。大白天就明目张胆地
开着车，连锯带刨，装了满满一车大型鼠李。
正在巡山的刘采法发现后，不由得火腾地上来
了：太猖狂了！这哪里是盗啊，简直就是抢
劫。刘采法抢先几步，站在车前，并大喊一
声，停下，反了你们！几个脖子里纹着龙、描
着凤的小伙子着实给吓着了。他们没有想到这
个貌不惊人的护林员不但不害怕他们人多，而
且敢这么大胆地拦住他们，一时也都没有反应
过来。他们仗着人多势众，跳下车把刘采法围
起来，刘采法根本没有半点害怕的意思，你们
要不就从我身上压过去，不然休想走。毕竟做
贼心虚，他们都躲开了，刘采法把车钥匙拔
下，他一眼看出这些人就是附近村庄的小混
混，便明确告诉他们说，让你们书记来领车，
不然就别想开回去。

村主任来了，刘采法以礼相待，谈起共同
维护山林，谈起乡村治理，越谈越投机，最后
成了朋友，村里那几个小混混，就请村主任帮
着代管了。后来这个村再也没有发生过盗伐事
件。场领导和同事听说后，都为刘采法捏了把
汗，劝他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刘采法笑笑说，
邪不压正。

熟悉林业行业的人都知道，山林火灾是林
木的头号敌人。而所谓的森林防火工作，最基
础的是预防。现在的防火除了劝说种地烧荒和
祭祖烧纸的市民百姓，还增加了猝不及防的野
炊“驴友”。他对“驴友”的宣传很深入人
心：“除了你的脚印，什么也不要留下；除了
你的影像，什么也不要带走。”很多文明的
“驴友”团队都成了刘采法的朋友。

最近刘采法病了，病得不算轻，右心室栓
塞，胃病也比以前严重了，经常痛得整宿睡不
着觉。领导几乎以命令的口气让他休息，家人
也多次劝说，朋友更是苦口婆心，让他抓紧住
院，他都是笑笑，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过了防
火期再说吧！

济南护林员刘采法在龙洞林区一呆就是32年。32年，一个人守着这片浩瀚的林子，单调而漫长，不由得令人生出万端感
慨。就是作为以时间长短为标尺的修行，也到家了。在这个物欲时代，他和循环往复的单调生活是怎么统一的？刘采法法身上必
定有更多的传奇———

一个人，一片林，32年厮守
□ 赵峰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俄千人滑雪场面壮观
穿泳装大秀健美身材

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
一处滑雪胜地，有1498名
滑雪爱好者集聚在一起，
当天的气温是5摄氏度，
滑雪爱好者们身穿泳衣，
在蔚蓝的天空下欢聚一
堂，大秀健美身材。

连体姐妹花
打破了命运的诅咒

她们是一对连体姐妹
花，两个人共享身体生活
了16年。16年前，姐妹俩
出生在墨西哥的韦拉克鲁
斯，医生检查过后断言，
她们活不过3天。最终姐
妹俩打破了命运的诅咒，
成功活了下来。

男子假装女人
赢得内衣大赛冠军

俄罗斯的一场内衣选
美大赛日前曝出了一件奇
闻：最终赢得这场内衣选美
大赛冠军的安东尼，看似身
材曼妙面孔娇媚的黑发美
女，竟然是一个男人。裁判
们发现了真相后剥夺了安
东尼冠军的资格。

美国女宇航员
刷新太空停留纪录

目前在国际空间站工作
的美国女宇航员佩吉·惠特
森刷新美国宇航员累计在太
空停留时间最长纪录，她已
经在太空飞行超过534天，
成为美国最富经验的宇航
员。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与
国际空间站的地空视频连
线，向惠特森表示祝贺。

护林员刘采法在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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