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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藤老树，古道
西风。经历了千百年
沧桑的古树，自然也
经历了郑州的那场特
大暴雨。暴雨山洪冲
刷之下，古树能否屹
立如初，还是遭受灾
难？

7 月 20 日当天，
暴雨之下，对这场强
降雨预估不足的记
者，冒雨前往巩义、荥
阳，拟对古树名木的
复壮施工进行采访，
完成“古树看病记”的
主题报道。但是，红
色预警下的特大暴
雨，冲毁了道路，让记
者“无功而返”。

特大暴雨，致使
郑州西部山区遭到破
坏，古树自然也在其
中。数百年的古树，
有的轰然倒伏，有的
被连根拔起，从山崖
跌落。大量的水土流
失，导致根系裸露成
为突出问题；树干空
洞处的积水无法排
出，导致枝干腐朽问
题的出现；枝叶折断，
枯枝掉落，也是常见
问题之一。

9月2日至3日，
大河报记者深入新
密、登封、荥阳等地的
受灾严重山区，走访
古树受灾以及灾后修
复情况。从今天起，
大河报也将推出系列
主题报道——古树灾
后重“见”记 ，对受灾
古树的抢救、维护等
工作进行持续关注。

暴雨中800岁古树轰然倒下
紧急营救，吊车帮忙搬新“家”

今年的夏天，郑州多雨，也多暴雨。特大暴雨袭郑，郑州遭遇洪灾。而那些屹立千百年的古树，也遭遇了一次考验。
四千年的古树，护坡坍塌，围堰被冲毁，根部露出，生存环境恶化；在暴雨山洪的冲击之下，山崖边的古树发生倒

伏，有的被连根拔起。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今天，大河报推出“古树灾后重‘见’记 ”第一篇，关注遭受特大暴雨直接冲击的古树。

我国古代著名“驴友”徐霞客，
怎么也不会想到，将近400多年后
的夏天，一场破历史纪录的特大暴
雨，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山路，埋没
在了乱石、山土之下。

9月2日上午，伏羲山风景区管
委会楼院村广沃组的匙叶栎古树
下，驻村第一书记郭三刚提起那场
特大暴雨，依然心有余悸。

这棵临着峡谷的古树，跨越了

4000年的时光，挺过了这场暴雨的
冲刷，依旧蔚然站立在那里，如一位
历尽沧桑的老人。

它是历史的见证，本身也是一
段活历史。在《山海经》里，就有伏
羲山匙叶栎的相关记录。“又东三十
里，曰浮戏之山。有木焉，叶状如樗
而赤实，名曰亢木，食之不蛊。”

时至今日，在当地人的土话里，
这棵古树也被称为古亢树。樗，即

是臭椿，椿树叶子是奇数羽状复叶，
互生，而匙叶栎叶子形状类之，而

“匙叶”，也说明它的叶子有些像汤
匙。

后来，陶渊明在《读<山海经>》
一诗中写道：“丹木生何许？乃在密
山阳。黄华复朱实，食之寿命长。”
开的黄花，结的朱实，陶渊明还点明
了《山海经》中古亢树更为具体的位
置。

天启三年春天，徐霞客开启了
豫、陕、鄂三省之旅。他在《游嵩山
日记》中写道，“遂以癸亥仲春朔，决
策从嵩岳道始。凡十九日，抵河南
郑州之黄宗店”（黄宗店即王宗店，
应是徐霞客记错了，今属荥阳）。仲
春朔，为农历的二月初一，进入郑州
界，在二月十九。

虽然他的目的地是嵩山，但并
不妨碍走马观花。根据他的记载，
他先后考察了圣僧池、香炉山、石佛
岭、天仙院等当时知名景点，然后才
回到密县县城，从西城门出去，向西
逶迤而行，向着嵩山进发。

如今，这棵4000年历史的匙叶
栎，俯瞰着一道山谷，其名为蛇谷。
而根据考据，当时徐霞客在游历新
密时，走的就是这道山谷。

那么，究竟徐霞客当时有没有
从这棵匙叶栎下经过，树下的傍崖
小路究竟是不是徐霞客小道，暂时
还没有定论。但是，徐霞客小道已
经刻进当地人的记忆里，一代代流
传着，徐霞客与匙叶栎，于是被联系
在了一起。

4000年匙叶栎依然耸立 树下的“徐霞客小道”被土石埋没

如果不是去年8月底记者曾探
访过这棵匙叶栎，就体会不到这场
特大暴雨给这里带来的“劫难”。

水往低处流，山洪往山谷跑。
蛇谷之中，乱石断木随处可见，山谷
边缘，古树所立之处，道路被拦腰冲
毁，没被冲毁的石板路，下方土石被
掏空。站在远处再看，可以发现这
里被纵向冲出了一道大沟。

由于这棵古树生长在山崖之
上，受水土流失等多种因素影响，树
根裸露较多，严重威胁到树木的正
常生长。新密市林业局绿化工作中
心主任于富存说，所以他们在古树
四周的崖体上打了数道围堰，同时
做了其它古树复壮措施。

“如果没有这几道围堰的缓冲，
这棵古树很可能发生倒伏，被卷到
蛇谷之中。”她说。不过，虽然围堰
有效保护了古树免遭灾难，但结局
却比较“悲惨”。从最上方的围堰，
到最下方的围堰，几乎全部被冲毁，
土石随之滚落而下。

原来的徐霞客小道，被埋在了下
方。由于山洪纵向冲出来一道沟，
也直接切断了这条小道。如今，站
在山谷边缘，尚且触目惊心，更何况
是顺坡而下，更是危险重重。蛇谷
之中，流水声依然清晰可闻。所以，
郭三刚在现场一遍遍提醒着大家注
意安全。

围堰遭到毁灭性破坏，如果不
及时采取措施，水土流失问题将不
可避免，这棵老树的树根将暴露在

“光天化日”之下，其生命将受到威
胁。于富存说，他们也将这棵4000
年古树的保护工作列上了日程，希
望能尽快恢复到灾前的模样。

外侧数道围堰救了古树一命
但围堰几乎全部被冲毁

特大暴雨之下，并不是所有古
树都能像匙叶栎那样，依然矗立在
原地，姿态和长势没有受到太大影
响。

在登封市林业局绿化工作服务
中心副主任董淑丽的导引下，大河
报记者来到一棵在暴雨中倒伏的国
槐树旁。

这棵国槐位于唐庄镇井湾村，
长在一处崖壁上。崖壁之上，是一
户人家院落；崖壁之下，亦是一户人
家院落。国槐已有三百年历史，由
于暴雨山洪的冲击，国槐根部几乎
被拔出，国槐主干倾倒，和地面呈
180度。

好在下方的房顶不高，没有遭
受国槐枝干的直接冲击。但上方
的院墙，随着国槐的倒伏，也发生
了较大规模的倒塌。如今，有关部
门已经在断壁残垣处安置了一块
牌子，“危险房屋 禁止入内 禁止
靠近”。

站在土崖之上，整棵国槐就在
脚下。主干屈曲向下，眼看着要触
碰到下方的房子，分出的三个枝干

又屈曲向上，这也是房子没受冲击
的直接原因。不过，国槐的一些枝
叶，已经被剪除。

董淑丽说，特大暴雨发生后，这
棵国槐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由于道路中断，灾情严重，大
型机械没法到现场。后来，他们想
了很多种办法，工人们扛着发电机
等机械，来到这里，对国槐进行了抢
救性的就地保护措施。

在清理了土石之后，他们修剪
了部分枝叶，这样可以尽可能多地
减少国槐体内的养分流失。同时，
在国槐下方，做了一个支撑体。

“国槐严重倒伏，他们没有直接
将国槐扶直，担心将仅剩的还在地
下的根系掰断，导致国槐死亡。”她
说，稳妥起见，他们便采用了原地保
护措施。

下一步，一方面，他们将对埋在
泥土里的树干进行处理，糟朽的部
分将去除，并做防腐处理。另一方
面，用钢筋混凝土替代临时的支撑
体，确保这棵槐树维持现状，避免更
严重倒伏的发生。

300年国槐一百八十度倾斜 下方打支撑、进行原地保护

同样是原地保护，荥阳市刘河
乡小寨村800年古柏树，无异于一
次短距离的搬家。

“7·20”特大暴雨，荥阳亦是重
灾区之一。这棵侧柏树，生长在小
寨村八组的一处私有老宅后方的土
山边缘。然而，暴雨之下，古柏倾
倒，被连根拔起，直接坠落在老宅之
内，根部裸露于外面，情势十分危
急。

时至今日，通往这个地方的山
路，依然处于断行状态。荥阳市林
业局一位负责人说，这棵侧柏高度
有11米，东西冠幅14米，南北冠幅
12米。侧柏坠落后，他们采取了一
系列保护措施。用浸湿的棉被覆盖
古树根部，通过对古柏根部的保湿，
减少水分的流失。对古柏进行了适

宜的冠枝修剪，降低水分养分的消
耗，从而避免古树干枯。

他们找来了吊车，就近选择合
适的地块，开挖了一个直径4米的
坑洞，将古柏移栽在里面，并安排专
人进行养护。在主干上用井字架进
行了两处支撑，防止古柏树再度发
生倾斜。

为了尽量保住这棵古树，他们
对柏树的根部灌溉营养液，生根粉，
促进根系生长和营养吸收。同时，
在古树上方搭设防晒网，避免被高
温曝晒。

虽然整棵树木被移栽了，但距
离原来生长的位置不远，土壤与环
境基本一致。他们希望通过这一系
列措施，让这棵古柏的生命延续下
去。

800年柏树摔落土崖 动用吊车移栽于附近合适地块

您家附近或者您的老家
有受灾的古树吗

古树名木如何确定等级和保护

资料链接 ■

保护承载着记忆与乡愁的古树，我们要行动起来

开栏的话

时至今日，郑州的深
山之中，特大暴雨留下的

“伤痕”，依然随处可见，甚
至有局部区域道路中断，
交通不畅。

疫情，紧接着灾情，也
给古树的受损情况调查和
救治施工增添了不小的难
度。目前，郑州市林业部
门初步统计了一些受损情
况较为严重的古树，但也
是粗略统计。这也就意味
着，那些深山险峻区域，有
可能存在着“受伤”的古
树。

为此，大河报联合郑
州市绿化工作服务中心向
广大民众发出征集，如果
您所在的区域或您的老家
存在古树倒伏、受损等情
况，可及时和我们联系。

一方面，您可以拨打
郑州市绿化工作服务中心
负责人崔鹏，联系电话：
(0371)67122161。 另 一
方面，也可以在大河报官
方微博、微信留言提供相
关线索。

据我国有关部门规定，一般树龄在百年
以上的大树即为古树；而那些树种稀有、名贵
或具有历史价值、纪念意义、科学价值的树木
则可称为名木，国家级名木不受树龄限制，不
分级。

【
征
集
】

古树分三个等级
三级古树:
树龄100~299年，实行三级保护；

二级古树:
树龄300~499年，实行二级保护；

一级古树:
树龄≥500年，实行一级保护。

2020年8月，大河报记者曾对新密市楼院村匙叶栎进行报道。

4000年匙叶栎没有遭受太大损坏，但下侧的围堰、护坡被山洪冲毁。

匙
叶
栎
旁
的
徐
霞
客
小
道
，已
经
被
埋
没
。

荥阳刘河乡小寨村800年柏树跌落土崖，整株掉进低处的宅院内。800年柏树被整体移栽到附近合适位置

井 湾 村 的
300年国槐发生
倒伏后，当地
林业部门进
行了原地保
护。

灾后重灾后重““见见””记记古树古树 封面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