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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田花海

鲜花课
□乔叶（河南郑州）

□李培禹（北京）

长城耸峙，龙腾起，世界瞩目东方。神州大地，红船会，镰锤旌旗
高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擘画开春阳。华夏智慧，尽显大国担当。

小康社会初成,可待变富强,百年指向。高瞻远瞩，挥手间，海北
天南新妆。捋袖揎拳，戮力中国梦，弄潮而上。凤鸣鸾舞，一啸云中
翱翔。

开启新征程，青年天地广。锁定强国目标，对表新思想。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交响，谱入新党章。我辈多奇志，携手铸辉煌。

谈理想，显本领，竞担当。大旗高举，紧跟舵手明航向。坚定理
想信念，脚踏实地锻炼，椽笔写自强。中华好声音，五洲皆传唱。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接到第六届海子诗歌艺术

节的邀请，我来到秦皇岛市海
港区。诗人海子是安徽人，他
却把他的诗歌写作和生命的终
点，选择在了秦皇岛。海港区
为纪念这位年轻的异乡诗人，
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诗歌艺术
节。

翌日清晨，旭日跃出了海
面。我们一行向面朝大海由谢
冕先生题字的海子纪念石献上
了一束束鲜花。仪式后，登上
大巴。原以为我们的行程会与
海港为伴，不想，大客车却载着
我们离海而去，一路向北、向
东,再向北，海岸线已远离视线
了……陪同我们的区作协主
席、女诗人赵永红说，我们去看
山田花海！

山海相连，凭的是一列小
火车。火车头还是铁道游击队
时的样子，车身却是喜盈盈的
紫色，阳光下亮闪闪的，煞是好
看。

秋天的格桑花开得正艳，
热热闹闹惹人眼；成片的马鞭
草摇曳着紫色的碎花儿，迷迷
离离醉人心。我们的大巴车更
是“自由”，哪儿美就在哪儿
停！瞧，在这个叫“北纬40度”
的地方，就耽搁了——美景照
不够！接着，天女小镇、最美乡
村房庄，再到仿佛返璞回到明
清的闆城小镇。一个“闆”字，
村口的石碑上有，酒肆的旗子
上有，一户户农家院挂的大红
灯笼上都有，真给人一种穿越
感。

我们几乎与小火车同时到
达的地方叫板厂峪。这里的长
城地处燕山山脉南缘，地势险
要，是由明早期、晚期长城和北
齐长城三部分组成，绵延约18
公里，现有保存相对完好的敌
楼30余座，最高处的敌楼“大
尖楼”修建在海拔880多米的
山巅，雄伟壮观。最吸引人的
当是立于悬崖峭壁之上、“形如
倒挂九天”的明长城。悬崖峭
壁没有挡住依蛇形山势的长城
修建，陡峭程度近70度，仍砌
有砖台阶可以供守城将士攀
登。今人们把这段神奇的长城
称作“倒挂长城”，真是形象、贴
切。

板厂峪长城的独特之处，
在于它拥有两处现今保存完好
的长城砖窑遗址。我们站在高
处往下看，一块块黄土摔成的
砖坯，依然错落有致地码放在
窑底，仿佛那烧制热度还未褪
去，在向人们诉说着600年的
历史烟云。板厂峪长城陈列馆
面积不大，院落里却展示着木
炮、石球、弹丸、爪钩、镞、三孔
竹节火铳……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里
竟有一处斑鬣狗生存遗迹。走
进洞来，立体影像而成的两只
大斑鬣狗迎面而来，吓人一
跳。这种主要生存于非洲撒哈
拉沙漠或热带、亚热带草原的
凶猛动物，怎么会在塞外的板
厂峪出现呢？可近年挖掘出土
的斑鬣狗的遗骨，分明陈列在
灯光下。这道待生物、动物学
家们来进一步解的谜题，无疑
给古老的板厂峪长城平添了另
一种魅力。

如果说去看山田花海，山

田指长城；那么，花海则主要是
去看向日葵花海，看秦皇岛人
画在大地上的“梵高的向日
葵”。

为了第二天去看向日葵花
海，我们夜宿董家口。这里本
是明长城上的一座关口，是明
代军事名将戚继光上疏修筑的
蓟镇长城的重要关塞之一，护
卫“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关
城的北翼要塞。有趣的是，这
里的农家乐民宿都是论“炕”
的，一炕（就是一个大通铺）睡
四人，只听当地管理员大妈喊
着：“今儿个口里住了十炕诗人
……”我和作家王谨、李迪，诗
人洪烛一起，被点名分配在3
号炕。塞外的秋夜风硬且凉，
幸亏热饭热菜热炕头，我们才
得以边聊天边进入了梦乡……

《向日葵》是荷兰印象派画
家梵高的传世之作，今天，秦皇
岛人用一株株真的向日葵在一
个巨大的坡岭上“种”出了梵高
的杰作。原属抚宁县的东徐
庄，本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
落，却因一个了不起的创意
——用五百亩葵花向大师致
敬，打造出世界上第一幅大地
画作“梵高的向日葵”。从观景
台望去，梵高笔下那花瓶里的
十余朵葵花，竞相开放在四十
亩的“大地画板”上，金灿灿的
格外艳丽、夺目。

据介绍，大地向日葵图案
主要由油葵、孔雀草、四季海棠
等六种植物作“颜料”，经园艺
师精心设计，花农们辛勤管理，
草叶应季而长，花儿朝阳盛开，
终于在金秋时节呈现在世人面
前。我注意到，梵高的画像和
他画于1888年的名作《十五朵
向日葵》的复制品，就放在观景
台一隅，它们和大地上的向日
葵共同接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
游人们的膜拜。

画幅超过一万平方米的大
地实景“梵高的向日葵”——多
么了不起的创意！最先提出这
个大胆设想的，是海港区政协
委员、东北大学秦皇岛分院的
吉羊教授。当葵花朵朵向阳开
时，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先生接
下了新的重托，转身悄然离去，
不留下任何痕迹。

我见到从小火车上下来的
游人们，纷纷兴奋地扑向“梵高
的向日葵”，张张笑脸掩映在向
日葵的花海中，不禁想，万千游
客中的大多数人不会知道有一
位叫吉羊的老人，他们也不会
问甚至没人关心创造者们曾付
出过怎样的艰辛。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问与
不问，山田花海就在那里了。

那天出差，在高铁站候
车，闲着无事便看着来来往往
的陌生人解闷。忽然,视线里
出现了一个中年男人，他站在
安检区外，正被人热热闹闹地
包围着送行。他棕黑面庞，西
装革履，身材修长高挑，不笑
的时候看着就是一副霸道总
裁的样子，可是此时他不得不
笑：一群人围着他，此起彼伏
地寒暄着。终于挨到告别即
将结束时，戏剧性的一幕来了
——一个小美女慌慌张张地
奔过来，往他怀里塞了一大捧
鲜花。

是一束淡黄色的玫瑰，我
目测了一下，足有四五十枝
吧，每枝都用淡绿色的纱纸独
立包装着，极为悦目。花中还
插着两枝大大的粉色百合，都
是三头的。

于是这个男人一手抱着
玫瑰，一手拉着箱子，还单背
着一只包。他忙不迭地冲着
送行的人们挥手再见，进入了
安检区。看着他在安检的传
送带上手忙脚乱地挪动箱包
和鲜花，我不由得笑起来。

鲜花，我也收到过这样的
礼物。说实话，这样的礼物是
一种漂亮的麻烦。第一次被
送鲜花时，我也是两手满满的
行李，却还是倍加珍惜地把花
抱回了郑州。安检，上车放到
行李架上，下车再从行李架上
取下来……到家后的鲜花已
经不堪挫折，我将其恋恋不舍
地端详再三，还是扔进了垃圾
桶。从此再有告别时收到鲜
花的事，我便直接送进了机场
或者车站的垃圾桶——也曾
想要留在座位上的，可是想来
这种不知底细的鲜花也没有
别的旅客敢要，最终的宿命不
过是进垃圾桶，那我干脆就把
它一步到位吧。

于是得出结论：鲜花这种
东西，收到的时候是喜悦的，
照相的时候抱着是娇美的，在
房间里插着的时候是芬芳的，

但在旅程中，确实是狼狈的。
也于是，当这个带着一股

淡淡的百合芬芳的男人从我
身边走过时，我便怀着近乎看
笑话的心情，观察着他怎么处
置怀里的鲜花。

只见他走到候车席的一
端，站在那里，一脸的板正和
严肃。似乎是踌躇了片刻，然
后，他解开了花束的包装纸。
再然后，开始送。每人一枝，
每人都送。

发花呢?有人惊叹。
哦，这种福利真不错。
要钱吗？我听见有人这

么问。
送的。他强调。
有老人谦让，说给年轻人

吧。也有人谢绝他，说手上行
李太多。他也不勉强。事实
上，这事情虽然很温馨，但他
看起来仍然很严肃，一点儿都
不热情，只是有一些腼腆。不
得不承认，这种腼腆在他脸
上，很可爱，真可爱。

人群微微有了波澜，候车
席里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
他，注意到了他。便有人凑了
过来，其中有一对小情侣点名
求那两枝百合，他自然是慷慨
相赠。小情侣顿时笑靥如花，
还要求和他合了影。合影时，
男人的酷脸流露了一丝笑模
样，虽然是淡淡的，却也是极
动人。

快到我这里了。眼看他
越来越近，我的心居然有些紧
张得好像要跳起来，如同小孩
子在等待命中注定的糖果。

终于啊终于，他送到了我
这里。

谢谢。我接过来。
不客气。他微微点头。
多奇怪。我曾那么多次

将成束的鲜花放进垃圾箱，现
在，却如此珍爱他分赠的这一
枝。这是怎么了？究竟是怎
么了？

环顾四周，整个候车室，
花香弥漫。

我知道，这不是我的错
觉。

“智商高，情商低。”有朋
友曾如此评价我。我知道这
话还是有点儿客气。他真正
想说的是，也许是我智商不
高，情商比智商更低。智商低
也就罢了，可我的情商低在哪
里？我一直不得其解。这一
刻，看着这个男人，我似乎有
了些许答案。

——对于人生种种，哪怕
再动人，我也总觉得黯淡和虚
妄。比如鲜花，在我的意识深
处，它就是虚妄之物，甚至是
所有礼物中最为虚妄之物：开
得再悦目，也会很快萎谢，然
后被扔掉，结局颓然。如同太
多稍纵即逝的美好事物，甚至
如同人生。

而眼前这个男人，他想到
这些了吗？不知道。也许没
有吧——不，他怎么会没有想
到呢？那样一个看起来所谓
的成功人士，怎么会幼稚浅白
至此呢？所以，他一定想到
了，还一定比我想得更深。可
是，你看他，他还是把手中的
花朵，一枝一枝地送了出去，
分享给了这些陌生人。——
在明了虚妄之后，他还有分享
的诚意和赠送的热情。而这
些鲜花，也因托了他的福，在
成为垃圾之前，幸福地作为鲜
花而绽放到了最后一刻。

所谓勇敢，不就是如此
吗？即使再虚妄，也还要好好
活着。所谓智慧，不就是如此
吗？正因为虚妄，也才要好好
活着。

——结果的虚妄一直就
在那里，所以，就更不应该辜
负过程的欢乐啊。

什么是高情商？这就是
了吧。他给我上了经典的一
课。我忽然充满神往地想，这
样的男人，无论是当朋友还是
当恋人，当兄长还是当知己，
一定都是很好的。一定。

□张祁添（河南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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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 拾 四季花 香

诗词歌 赋

念奴娇·歌颂新时代

水调歌头·新青年

梵高《向日葵》 李晓 临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