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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和气的叶圣陶先生，毕生喜
欢牵牛花。早年，他用清淡委婉的笔
致写《牵牛花》，讲自己在上海的亭子
间种牵牛花，——逼仄的水泥地，苦
于无处取土，便用数个瓦盆摆成一
行，下种浇水养牵牛花。一年又一
年，盆中土乏了，没办法，只好买来催
花的骨粉，使种子发芽。先生是文法
和文章家，素朴的小文章，仅叙写牵
牛花出苗、长高、吐蔓儿，生机盎然，
嫩叶子绿绒一样层层满布，看得见花
蕾花粒精巧地冒起，文章就煞笔了。
没有进一步写花开，但牵牛花笑逐颜
开开花的景象尽在想象中了。这是
高手做文章的巧妙。

“文革”后期，老年叶圣陶和俞
平伯不改种花赏花的习惯，年年种
牵牛花。日常频繁的通信中，应时
要说牵牛花。春天说花籽下种，看
它发芽出苗。夏季要报第一朵牵牛
花开的花信，秋天更细致地描写烂
漫盛开的牵牛花。俞平伯常常派晚
辈送信送牵牛花的种子到叶府，他
通过上海友人，得到了据说是梅兰
芳梅家传下来的花种子，叶圣陶欣
喜珍重。7月底，叶圣陶信里报告：

“弟处牵牛仅有两种，一为紫色细白
边花，一为粉色，花幅大而致有褶皱
之花。后者今已开花。”紧接着8月
初，俞平伯回信道：“牵牛着花，紫
色，每晨可开约十廿朵。在楼廊上
立一竹竿，缤纷繁丽似一花幢，颇可
观。”

北京人家，就是住不上四合院

的普通人，至今仍延续着房前屋后
或阳台上栽花种草的好风气。女儿
所住的团结湖社区，隔路就是北京
画院。我去看女儿，见清明前后，仍
有老北京习惯用火箸在墙根戳一个
窟窿，点丝瓜眉豆葫芦或牵牛花的
种子，斜着靠墙搭根竿子，这样，一
夏天的赏绿看花吃丝瓜就全有了。
甘草居室外也多牵牛花，和别人的
不同，我家的牵牛花不用年年下种，
上年的落籽可以应时出苗发花。年
年入夏，不时要给牵牛花浇水除草，
确也看出了不同的景致。类似梅兰
芳说的，早开早落者，是初夏时节的
牵牛花。阳历五月末六月初，院里
的草木芃芃绿大，南窗外面是苦楝
树和冬青，北墙外的高杨矮柳也绿
浓阴深，这时，自生自灭的牵牛花，
一边袅袅吐蔓儿，一边开出娇嫩的
红花，零星喇叭花静静地在草丛里，
犹抱琵琶半遮面，害羞而楚楚动
人。这最早开放的牵牛花，娇嫩又
娇贵，太阳一大，上午八点才过就闭
合了。仲夏端阳节，牵牛花长高长
大，攀缘的牵牛花顺势而上，有的缠
在月季花上，有的绕在夹竹桃和蜀
葵花上，招摇开花，比着开花。但
是，阳光很强，牵牛花这时开不过中
午，开谢的花朵活生生贴在绿叶里，
一片片仿佛是十月寒霜打僵的粉
蝶。盛夏天热，牵牛花在三伏天也
偷懒休眠，最热的季节，那俩月很少
看见牵牛花开花。牵牛花最好最烂
漫，呈现出花瀑布的景象，是夏末秋

初。新得秋凉贪秋凉，沐浴好露水，
牵牛花爬高最发力，花开最盛。这
时不仅花开得多而均匀，而且花开
的时间也逐步延长，晴天也开到午
后，如果遇到连阴雨天，到了下午，
牵牛花才恋恋不舍卷起边来。清人
邹一桂《小山画谱》记牵牛花：“草
本，牵藤附木……花开叶间，有柄如
鼓子，花色蓝翠，五色相连，不分瓣，
尖蒂抱筒，花心，三白藏筒内，近心
处花白色。清晓开放，日高即殷，遇
阴曀则花竟日。”这是写实，但还不
算奇特——大院的球场，网球场篮
球场的网栏网篱之上，初冬时，霜降
至立冬，蜡梅开早花，牵牛花都落叶
与干秧了，枯藤如线，最后的牵牛花
花朵变得很秀小，但寂寞地要开一
整天。牵牛花内在的光合作用如
何，是科学家研究的事，不用我来辞
费与饶舌。还是咱家的事，冬日的
窗台，玻璃窗上尚爬着牵牛花的枯
线，落过籽的牵牛花壳，空壳似荞麦
皮，映着户外的日光透明白亮，眨着
小眼睛一样。它的籽落于花盆里，
等到把花盆搬回来过冬，阳台上君
子兰或仙人掌的一侧，借助暖气的
烘热，牵牛花严冬里发芽，每年元旦
迎新，一拃高的小嫩苗，开放的牵牛
花小花头朝下，似倒挂金钟，与水灵
灵的蟹爪兰竞开争艳。花出奇！一
岁之间，冬夏春秋，牵牛花变着花样
开花，花开花落令人入迷。为此我
觉得不可思议。

牵牛花的花形与颜色多种多

样，年年外出，在不同的地方和远
方，总能发现不曾见过的牵牛花。
世界这么大，总有奇妙的牵牛花在
和我们捉迷藏。我好久没有看到大
紫花细白边的牵牛花了，可今年在
小街的闹市里，路边一个废弃的大
花坛，那没有被拔掉的黄杨棵子，被
我思念已久的牵牛花满满覆盖。牵
牛花昂扬着还向上长，好几股嫩须
交织拧成了小辫子。牵牛花下，一
边是匍匐开花的鸭跖草，翠蓝色小
花节节伸长；一边是紫茉莉混合了
指甲草，满满开花如花笼子。这是
一对八十开外的老夫妇，随着在此
租门面房开店的儿子，投宿于此，打
杂于此，栽花于此，满开的牵牛花
里，还有一只看不见的叫蝈蝈，不停
的叫声很喧很响。

雅俗共赏的牵牛花，梅兰芳从
花开的婀娜里学戏，齐白石在他的
画里不断描画新的花品种……牵牛
花集“万千宠爱在一身”，牡丹芍药
比不过它，牵牛花不仅是吉祥花，而
且是花精灵。

何频,本名赵和平,上世纪90年
代，开始了草木随笔的写作。他的
作品跳出了对于花草树木知识性和
自然属性描述的窠臼，寄情于花草
树木的时代演变和四季风貌。赵和
平的笔下描绘的都是郑州和故土南
太行一带种种草木在人间的际遇，
犹如游走于自然山水之间。代表作
有《看草》、《杂花生树》、《见花》。

立秋那天，我在微博上写道：三
十岁的人是立秋，因内心还揣着秋
老虎，四十岁的人是霜降，内心有了
微微的寒意。我在三十岁那年，为
自己的生日特意写过一篇立秋，大
意是感到进入中年的急迫。但现在
回想，那不过是一次为赋新词强说
愁罢了，那时的自己哪里有什么秋
意，仍然对未来与爱情充满梦想，体
内储存着用不完的劲，就像今天，虽
然立秋已过，却突然又热起来了，温
度升到了36摄氏度。早晨我在院
子里，整理我家的葡萄，有一枝已经
爬到桃树上，她翡翠一样的枝条还
在吐着卷须，对所谓的立秋无动于
衷，自顾自地生长着。

今年的立秋是凌晨四时，是个
母秋。这是奶奶教我的，虽然她已
经在泥土里安睡了26年，但好像她
一直在我身边，从未离开过。我在
生活中遇到任何问题都会想到她。
记得她说过，白天立秋为“公秋”，夜
晚立秋为“母秋”。“早立秋冷飕飕，夜
立秋热死牛。”她这样解释，这一年
如果是白天立秋，立秋后天气就会
凉爽，如果是晚上立秋呢，一个秋天
都会很热的。秋从禾从火，就是庄
稼快成熟了的意思。我国古代秋有

“就”的意思，立秋即为“万物就成之
时”。据《时训解》言：立秋之日凉风
至。但立秋正值末伏前后，气温虽
然开始下降，但短期内处于盛夏余
热未消，秋阳肆虐阶段，所以民间就
把立秋后回热天气称为“秋老虎”。

我三岁与十八岁之间是和奶奶
住在一起的，那个远离村庄的孤单的
房子，被田野和许多大树包围着，房
子的孤独和我的孤独是一样的。这
使我有更多的时间与空间观察周围
的植物。院子前面有梨树，当然她最
粗，年龄最大，比奶奶还要大至少二
十岁。杏树，一棵年轻的树皮光滑的
树，春天她总是最先开花。一棵榆
树，她在杏花开时，就在枝条上吐出
一串串的浅黄嫩绿的榆钱，那些缺少
食物的喜鹊会成群地飞来，在榆树枝
头喳喳地叫着，长尾巴一点一点地，
许多榆钱会飘飞下来。还有一棵椿
树，奶奶说是臭椿树，叶子长得和香
椿树一模一样，但是不能吃的。靠院

子西边是一片槐树，长得茂密极了，
夏天甜蜜的白花总是被奶奶做成好
吃的菜。房子后面，是一棵大枣树，
一棵楸树。楸树是大戟科落叶乔木，
高可三丈余，树干直耸，叶子绿而光
滑，叶子春天时是暗红色，夏天转绿，
只有叶柄是红色。立秋这天，奶奶指
示我爬树摘楸叶，然后剪成花样儿，
给一个村庄的女人们插戴。为什么
要这样呢，我总是追着奶奶问来问
去，奶奶说，老辈人传下来的，哪有那
么多为什么？

后读北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
录》卷八形容立秋这天汴人：立秋
日，满街卖楸叶，妇女儿童辈，皆剪
成花样戴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
记录的更是细致：立秋日，太史局委
官吏于禁廷内，以梧桐树植于殿下，
俟交立秋时，太史官穿秉奏曰：“秋
来”。其时梧桐应声飞落一二片，以
寓报秋意。都城内外，侵晨早晚叫
卖楸叶，妇人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
花样，插于鬓边，以应时序。我想，
过去的王朝是真正有诗意的朝代，
立秋，还有太史官大声喊叫：秋来
了，秋来了。这声音和着飘飞的梧
桐叶子，该是何等诗意风雅。和迎
春一样，古代还有迎秋，立秋日，天
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京
城西郊九里之外迎秋。回朝后要犒
赏军士，因为秋季是选士励兵季节，
也顺应了天地肃杀之气。

从这里我也才知道，一叶落而
知秋，指的是梧桐树。梧桐也叫青
桐，树皮绿色，枝叶亭亭，初夏开红
花。不是我们黄河流域普遍栽种的
泡桐，泡桐因了焦裕禄而出名，在黄
河两岸的麦地里经常能看到它们的
身影。暮春开紫花，状若村姑。结
籽，秋天榨油，可以用来油雨伞和
船。而我们经常在城市里看到的所
谓法国梧桐，其实叫悬铃木。不是
古代称的知秋的梧桐。

现在我想说说秋天的天空。
奶奶是人生中第一个引领着我

注视天空的人。犹记得立秋之后，天
气仍然闷热难耐，奶奶总是在梨树下
置床，手执蒲扇，为我驱蚊。我仰躺
着，宝蓝色的天空，纤云弄巧，星汉灿
烂。天空与星群扑面而来，时常能看

到一颗流星闪亮地划过天空，不知所
终。有一团星群犹如河流，倾斜着从
东南流向西北。“这是天河。今天晚
上，喜鹊们都飞到天河上，给牛郎与
织女搭桥，他俩一年只能见一次，不
容易呵。”奶奶端着父亲从铜加工厂
特意给她加工的铜烟袋，抽一口烟，
叹了口气。“谁是牛郎，谁是织女？”我
又开始了十万个为什么。这次奶奶
没有训我。她说，织女是个心灵手巧
的仙女，织出来的布比天上的云彩还
美。她爱上了老实巴交的牛郎，和他
结婚生了两个孩子，玉皇大帝很生气
把织女抓走了，可怜的牛郎和他的妻
子分开了。织女求了半天情，玉皇大
帝才允许他们于七月初七见一面。
我一边听着，覆盖在我身上的天空越
来越低，我恨不得跃进天河，变成一
座桥。从此，汹涌的天河在我心中充
满了悲伤。

秋天的天空中，最美的还是月
亮。我躺在梨树下，看着月牙儿从
弯弯的眉毛变成了皎洁满月，月亮
圆的时候，星群暗淡无光，而望月与
朔月的时候，那汹涌银河的水流好
像从夜空中溅到我脸上，我经常迷
迷糊糊地注视着夜空，心中想着可
怜的织女，伤心地睡着了。而立秋
之后的月亮，却是最明媚的。“过了
白露，就是秋分，八月十五就要到
了。”奶奶掰着手指算着日子。她忙
着买冰糖、称核桃、拣芝麻，开始自
己做月饼。我跟随着她，看她小心
地把冰糖碾碎，把芝麻和核桃炒熟，
和着冰糖拌匀，把面在热锅里稍稍
炒黄加上香油和鸡蛋，然后加水和
好。再把青红橘丝放进去。依次加
入冰糖芝麻和核桃，放入一个木头
刻的模子里压好，出来就是一个带
着花纹的月饼，在平底锅里小火慢
慢焙，直到香甜的味道弥漫了屋
子。第一批月饼出炉，我是不能吃
的。奶奶要祭月。“今天是秋分，祭
月的好日子。你给月神许个愿吧。”
我抬头看看，月亮还没有完全圆满，
但明媚洁净，有着牛奶一样温柔的
光辉。真像想像中母亲的脸，我在
心里许了个愿：给我个妈妈吧，人家
都有妈妈呢。我也想要一个呢。

八月十五前，三总是要回来的，

因为奶奶对中秋团圆的要求特别强
烈。“三，端午走，中秋回。家里的规
矩你是知道的，我们这一老一小，不
算个家。”他回来了，带来了许多大大
小小的月饼，花纹比奶奶做的要繁密
好看，有的还印有花好月圆的字样。
但我觉得还是奶奶做的月饼最好
吃。“奶奶为啥要在秋分时节祭月
亮？达达。”（南阳把小叔叔叫达，我
呢，因为从来没有把三当长辈看，所
以叫达达。）三慢条斯理地说：秋分之
后，阴气渐重，世界归月神主宰，所以
要向月亮祈福，以求月神保佑接下来
的日子健康平安。我国有春祭日，秋
祭月之说，朝廷每年在秋分这天有祭
月的仪式，中秋节就是从传统的“祭
月节”演变而来的。因为每年的秋分
在农历八月里的日子都不同，不一定
有圆月，而祭月无月则不祥，所以，到
了唐代，人们把八月十五定为中秋
节，人们把祭月从秋分调到中秋。

中秋晚上，照例是吃月饼，还有
各种瓜果。吃完我们几个小孩约好
一起在月亮下藏猫猫，用手绢蒙住
其中一个人的眼睛，然后高喊：找月
亮呵。四散而去，大树根，墙角处，
麦秸垛，牛屋里，到处都有可能藏
身。那个蒙眼睛的孩子此刻会全神
贯注地注意月亮下任何动静，然后
悄悄向黑暗处隐藏者冲去。这时，
一定不能慌张，如果自己一动，就会
暴露无遗。如果抓到，就会爆发出
一片尖叫声，这个被抓住的，下一场
游戏中将被蒙眼。欢笑中，好像有
母亲在叫其中一个回家，正在迟疑
不决时，有一个黑影朝我们走来，伸
手抓起我的胳膊肘儿，口中念念有
词：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
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
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
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
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
是三，就是三，他又来了！

青青,本名王小萍，现任河南日
报驻济源记者站站长，是河南诗歌
学会副秘书长，先后出版《白露为霜
——一个人的二十四节气》、《小桃
红》、《采蓝》等多部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