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庆
琦

绘

不只是花

月季被春天的节气弄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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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频

牡丹变成了清明花

30多年前，1983年 4月中旬，那时的
气候仿佛与古气候相同，清明走远了天还
未大暖，人第一次到洛阳看花，花会也是
第一届，看花的重点是王城公园，花团锦
簇，一地风流，人气与花气都聚集在那娇
媚婀娜的“牡丹仙子”周围。牡丹娇贵，一
怕大风吹，二怕太阳暴晒。而白马寺，尚
延续传统的古法，僧人在东西两厢庭院里
搭起凉棚护花。接下来有几年，因为挡不
住的诱惑，也间隔去那里看花，旧国道起
伏绵延，远远近近的邙岭和丘陵一色由绿
麦子打底，地上牡丹和天空中开花的泡桐
上接下引，桃红色的桐花、紫蓝色的桐花
和傻不唧唧颇显脸色苍白的桐花，林林总
总的桐花，热闹无比的桐花，给人留下了
喧宾夺主的印象。天下牡丹远不止洛阳
一地，但各地都以洛阳牡丹为正宗，——
华贵、雍容、大气，卢舍那大佛似的花魂魄
与花气象，故而洛阳花、富贵花和谷雨花
分别是洛阳牡丹的别名。最近十余年来，
洛南新区横空出世，特别拉近了洛阳城市
和龙门石窟之间的距离。中原与河洛地
区气候暖化明显，如今的牡丹花，清明三
月三花开正好，倘若仍依照旧路与俗套，
谷雨三朝看牡丹，那对不起，洛阳牡丹花
多数都开老了。

三十五届牡丹花会！年年岁岁花相
似，岁岁年年市不同，——鼓点和人的脚

步踩得正是大变革的年份。当初周都东
迁，周公受命到洛阳选址造城，洛邑初建，
便分王城和成周城西东两座城池。汉魏
故城用成周城方圆之地，所以《洛阳伽蓝
记》说白马寺在老城西。本次花会，大家
借河南日报中原风读书会邀约重聚洛阳，
在别具匠心的余舍感受新城区的时尚气
息，在文峰塔“洛邑古城”寻根，参观了元
明清时期洛阳老城堆叠累积的城墙遗址，
迎着夕阳穿过钟楼和大十字，洛阳水席的
味道与花样依旧，但城市变化与人的精神
风貌，连带花开的日期，一个又一个，则真
不同了！

月季花展于立夏前

廿四番花信风，始梅花终楝花，传统
的春花家谱里并没有月季花，甚至也没有
人称“花相”的芍药花。芍药又名殿春花、
婪尾春、余容和将离等等，和楝花、荼蘼、
月季，都是春天的花尾巴，迎熏风开放在
立夏的门槛上。

月季花和玫瑰，在国外被统称为玫瑰
花，国内有的地方，则蔷薇和月季不分。
旧年花少花稀奇，简朴而干旱的山村，王
家大女儿名季梅，窑洞院带了几间矸棚
房，当院有青石板类似放东西的条凳，当
家的老祖母，夏天的早上就着青石板有板
有眼地梳头洗脸，不多的洗脸水最后要浇
花，用心浇地栽的月季花。天长日久，这
棵月季花满满的一大扑棱，其实是灌木蔷
薇，——千叶重瓣花花头紧凑，花不算大，

但红得发紫且花香四溢，拥有牡丹花国色
天香一样的香气。

因为在郑州生活久了，我看多了好月
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天骑车上班，
带孩子上幼儿园又上小学，特意要穿过行
政区里军区老干部休养所，因为那院子里
月季花好，春来院蔷薇花开满墙篱。

蔷薇是月季的原生态吧，但蔷薇家族
分明已自成一体，蔷薇、荼蘼和十姊妹，满
篱满架交织开花，“小白长红越女腮……
嫁于春风不用媒”。年年清明左右，甚至
比这还早些，如果你是个有心的看花人，
就会发现新绿又满的蔷薇，地栽的或者攀
缘的，偷笑似地会先开一两朵花，当你吃
惊还没有反应过来，它竟然放火鞭一样，
很快上下开花花满篱，一披一挂甚是风
骚。比洛阳牡丹花会的资历略微浅些，郑
州今年已经是第二十三届月季花展。新
世纪开头那几年，“五一”前后去位于西区
的月季公园看花开，常常会遭遇到大风扬
尘，——西北和北方沙尘暴的余绪。现在
郑州月季花展的时候，月季和芍药一同开
放，不仅物候提前了，而且在4月中下旬，
中原和北方常常要出现反常的高温，月季
花坐着春天的末班车来了，她招摇过市，
尽情开放而肆无忌惮。如今，气候大致上
越来越早暖，而花木经由技术的改造，开
花结果越来越提前，牡丹月季是标志。现
在，全国共有五十多个大中城市，不惧重
复，将市花定为四季开放的月季花，五颜
六色的月季花是大城市里最柔软且无比
迷人的一道花边。

四季迎宾的树月季

郑州市园林局的说法是，尽管 1994
年就开办了首届月季花展，但直到 2011
年，树月季才从南阳引种到省会郑州。
它一亮相便很“打人”，金水路大石桥一
段和中原西路，树月季好似模特儿，一街

两行手捧着缤纷盛开的鲜花。今年 4月
15日，我经过大学路口换地铁的时候，发
现黄河饭店北门的中央绿道里，万绿丛
中一点红，树月季刚开花如红宝石闪
亮。间隔不到一周，谷雨节气的第二天，
上午八九点钟的阳光从绿胡同一样行道
树绿荫的间隙里倾泻照下来，人在洛阳
新区的开元大道和王城大道之间行进，
看到成排的树月季热烈开放，焕然一
新。一高大，二花大，树月季这两个特征
最明显。

花木嫁接古已有之。其实，比大街上
成规模引种树月季早，十多年前，黄河迎
宾馆大院里，每逢五一假期来临，紫玉兰
和最晚一季的黄玉兰次第花谢了，牡丹
也落花了，便有鲜艳无比的树月季开花
登场。牡丹叶肥花秾，姚黄魏紫洛阳红，
般般样样，总不脱国画的底色，张大千齐
白石画牡丹，浓妆淡抹总相宜。可月季
花，尤其是人工干预改造过的月季花，形
形色色，色相撩人，全然一派西洋油画的
人体格调。邻居有好事者及早讨得树月
季归来，热心就着大门口两边对称栽下，
好花呀！年年晚春应时开放，一株一色
为西洋红，花大如盘；一株是双色花，深
红花兼粉红花，头茬月季花最卖力，每一
株花开数十朵，人们出来进去，面对着盛
放的树月季，再资深的玩家，也只是叹为
观止。树月季一年开花好几遍，秋冬之
际，迟到霜降而立冬这半月，竟然要开最
晚的一茬花，和傲霜的菊花争高下。我
特别稀奇树月季的主干是何种植物，而
南阳人说南阳话，一会儿说山木香，一会
儿说什么刺，还有说山木香就是野蔷薇
的。而在一位大姐家，几乎与院墙和屋
檐比高低的树月季，上面蓬勃开放大红
花，下边横斜着绽开点点小白花，——白
花五片一轮，被嫁接的树干不甘心只给
月季花做垫背，逸生的一枝野木香，花本
色意外走光了！3

□吴行

铁门古镇的东西各耸一座山峦，两山对峙，势如一阙，
故此地亦有阙门之称。东山曰青龙，古柏满山，青翠如盖，
山峻势险，气象森然，四季之中青绿如染，枝繁叶茂，常年
不凋。西山曰凤凰，即传说中王子乔烂柯飞升之地，道观
掩映，棋盘宛在，所谓落日千年事，空山一局棋，此处是
焉。两山夹一水，铁门居其中，青龙之首突兀隆起于镇中，
形势之美，洛西绝胜。

烂柯山下涧水如练，流经南北，过石桥，入东门，镇中石
径纵横，炊烟袅袅，鸡犬相闻，恍若置身桃花源。石径高低
不平，被岁月洗刷得光滑如玉。少时，常与二三小伙伴，踏
着街巷中蜿蜒的石径出入东门内外，或于城外河边柳荫下
乘凉戏水，或于城内老街上嬉戏玩耍。那时记忆最深刻的，
便是镶嵌于东门额上的“铁门镇”榜书大字，三个字雄浑有
力，系著名书家于右任所写；还有里人张钫撰书的“百二关
山严凤阙、五千道德跨龙门”的古隶石刻门楹。

青龙头下是座文庙，小镇之中，竟有此庙，其地文脉可
知。文庙的东邻便是蛰庐了。蛰庐是民初豫西名园，是辛
亥革命元老、北洋略威上将军张钫息戎返里，所建园寓。后
来，文庙改作了镇小学。于是，我的少年记忆便在这里展
开，在这个山明水秀的小镇里，我度过了五年的难忘时光。

不知道自何时，蛰庐开始成为一座废园，苑墙颓圮，杂
草丛生。透过残垣，能看见屋宇的花窗和数十株高大的古
柏，绿荫中，假山水榭尚在，依稀能想见昔日这座私园的兴
盛不俗。而孩子们只能从大人口传的故事里，知道曾几何
时这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胜友雅集，风云际会。从
众多的故事中，小伙伴人人心中都会有一个不同的张钫，
一个神秘、传奇的蛰庐主人。

下课或散学的钟声响起，小伙伴们撒欢似的涌入蛰庐，
一时间，满地散落的碑刻、石雕，成了灰头土脸，扒高上低的
少年伙伴捉迷藏、玩游戏的道具。废园中，大家尽情玩耍，
哪里知道赵孟頫、董其昌、王铎等前贤文曲，皆在脚下。

与其他孩子相比，我的境遇不同，每当和小朋友打架
闹气，或看到其他家长亲昵地呼唤孩子回家，我就会闷闷
不乐，独自躲进蛰庐，在那镶满唐志刻石的窟洞里，思念父
母，忧郁悲伤。那个时代，父母挨批挨斗，只能将我寄托于
小镇后街的外祖父家。

整天出入蛰庐，与这些石刻相亲，端详窑洞中满壁的文
字，久而久之，冰凉的碑石开始有了温度。双手抚摸、游走
于这字里行间，懵懂中开始感受到汉字之美。今日想来，就
像命运注定，也是前世因缘。正是这种缘，孩提的我成了蛰
庐的常客。

夕阳西下，我常常独自从这深深庭院中走出，游荡在
老街的石径上。返家的路上，每每会驻足于一位侯姓老者
的作坊。他在街上靠画像为生，也能画山水，绘老虎，街坊
早已忘记他的名字，直以侯虎山相呼。每至其处，看他泼
墨山水，细描猛虎，总是忘记了时间，久久不肯离去。往往
月上柳梢，人影散尽，老人呼唤，才低一脚高一脚返回后
街。此时月光如水，树影婆娑，家家户户窗棂里散落出微
弱的煤油灯光，投映在光滑而不平的石板路上，静谧，安
详，曲线光影，宛若图画。如今想来，这景象模糊而清晰，
遥远而亲近。

时光如梭，物是人非。今天镇里的石径早已不在，蛰
庐也不再被当地人提起，取而代之的是培华楼和对面闻名
遐迩的“千唐志斋博物馆”。原先镇子的模样和蛰庐主人
一道，都成了过眼云烟。只有蛰庐主人自题的“谁非过客、
花是主人”八个大字，依然宠辱不惊，在那里坐观云卷云
舒，笑看花开花落。留下的，是这座私园主人的传奇故事
和那千古不朽的唐刻志林。1

□徐宜发

长垣是我的故乡。尽管我出生在郑州而且
不经常回去，可那儿毕竟是我的祖辈曾经栖息
耕作过的地方，每每谈起长垣心中自然有一种
别样的情感。

不久前，我应邀回长垣参加烹饪文化交流
活动。长垣早有“中国烹饪之乡”的美誉，从
那里走出的烹饪大师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
地。我爷爷和我父亲也都是厨师，他们围着
锅台转了一辈子，至今还有人念叨我们家老
爷子的手上功夫。到我们这一代，改行的不
少。虽说我没有再操刀掌勺，但长期的耳濡
目染也让我对烹饪技巧略知一二，偶尔也撸
起袖子露上一手。骨子里，我是很喜欢烹饪
这个行当。

到达长垣当晚，我下榻的宾馆坐落在绿树
丛中，环境优雅安静，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蓝
天白云下，绿草茵茵，清流潺潺，我为家乡的美
丽感到自豪，情不自禁拿出手机拍摄并发到微
博上。同来参加活动的朋友玉华看我这么有兴

趣，问道：“常来长垣吗？”
“不常来。偶尔过来一趟，也是匆匆离去。”

我回答。
“那你真得好好转转，长垣今非昔比，毫不

夸张地讲，长垣城就是一座大花园……”玉华又
说。

后来，当我去到位于县城中心的“劳模主题
公园”和“如意园”等，我才体会到玉华那句话的
真正含义。

这座占地328亩的劳模主题公园在全国尚
属首家。漫步在园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爱
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
利、甘于奉献”的 24字劳模精神和刻有习近平
总书记 2015年在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摘要的书籍、文化石等；公园的道路两旁，一个
个灯箱上图文并茂地展示着282位全县劳模的
风采，让你瞬间感到这些劳动者那样温暖、可
亲、可敬。

而在如意园，曾经祖祖辈辈生活于此的
“刘园”“曹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如今改变了
耕作方式，当上了“花农”。他们在这个以植

物景观为特色，集文化展示、休憩娱乐、健身
锻炼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里种植了芍
药、月季等 150多种优质树木花卉，花开芬芳，
草木葱郁，一片勃勃生机。那天，我站在水波
荡漾的湖边，看到对面一拨儿年过半百的长
者，伴随着优美轻盈的乐曲声，跳着热情奔放
的广场舞。我从心里为这些劳动者的幸福生
活喝彩。

那几日，享受到家乡丰盛的早餐。热豆浆、
小米粥、鸡汁豆腐脑儿、油馍头儿、鲜炸枣糕……
在烹饪文化交流会上，我们又品到肉丝带底、炸
八块、三鲜铁锅烤蛋、炸紫酥肉、锅贴豆腐、霜打
馍等美食，那种淡而不薄，咸而不重，甘而不浓，
辛而不烈，肥而不腻的味道久久地留在味蕾中，
留在记忆里，留在心上。

德有多高，艺有多深。这些都是一代代长
垣厨师精心钻研、传承、创新的成果，他们一起
谱写着长垣“中国烹饪之乡”的美食传奇，他们
都是真正的“劳模”。

这些辛勤劳动、幸福生活的长垣人，把这座
城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大花园。3

我与蛰庐

□赵瑜

初春，某个早晨，我尚未起床，黄海的
电话进来。

他说在某条新闻上看到我的照片，那
新闻指向经济陷阱，以及生存的焦虑。自
然是为了安慰我，通过他的叙述，我才知
道，他有和我一样的经历，转折几年，方有
了好的答案。

黄海是我青春期时的友人，我那时在
一家青年杂志就职，去西安出差，看完大
雁塔，下来，便找他。他领我一起去吃城
墙边上的小吃。那时候我们都单身，未
来在遥远的地方。理想也多变，现实中
的灰尘都在阳光里，有光，这世界便坏不
到哪里去。

那时候，我们都写诗。青春短暂，所
能捡拾的句子都是短的，也的确适合写
诗。现在想来，分给我的那些句子一多半
被丢在了郑州的燕庄，或者关虎屯，有两
三年的时间，我不停地搬家，在都市村庄
的缝隙里，到处塞满了我的青春。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和黄海失联了多

年。
生活常常是这样，尽管有些友人参与

了我们的青春期，但是一转眼便走散。他
们的样子就那样停在青春期的相册里，不
论什么时候想起他们来，都是旧时笑脸。

放下电话，我开始梳理自己的青春
期。曾有一段时间，我处于失业状态。
后来，我到了一家民办的大学代课。教授
基础写作，好玩的是，我并不是一个认真
备课的老师。常常在去往学校的公交车
上备课。讲什么呢，现在想来已模糊。但
那时候我给学生开过三个专题，分别是鲁
迅与许广平专题，钱钟书《围城》专题，以
及张爱玲胡兰成专题。我是从那个时间
开始读鲁迅的。

那时候，我坐四十二路公交车上班下
班，有时候也会骑电动车。周末的时候，
会和同事一起去吃酸菜鱼。

那时候博客刚刚兴起，我在网上写
作。忙碌，冲动。仿佛随时准备做一个知
名的人。

可笑。却不知，自己正一步步远离自
己的初衷。

过年的时候，回到乡下，也会为自
己工作位置的缺失而焦虑。家人们虽
然不会因为我的漂泊感而责备于我，但
是，他们不再因为我而骄傲。因为，我
在郑州工作多年以后，终于失去了一个
正当的单位。

30岁那年，我开始与自己的日常生活
为敌。我究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
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是我与社会双向选
择的问题。当时的我，活得有些消沉，既
有不甘，又很无助。我几乎迷失了方向。
被郑州的道路牵引着，每一天坐公交车到
不同的地方，听车上的人谈论菜市场的价
格。也写作过一些鸡汤文字，但那些文字
抵抗不了我的孤独。

彼时的社会价值排序是，一个男人，
应该有一个收入不错的单位，来寄养身体
和家庭。而那个时候，我刚刚从一个还不
错的杂志辞职，想要有更多的时间，写点
东西。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想要辞掉
任何工作，一个人，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
下来，看书写字。

然而，写什么东西呢，还有更要命的

问题，我是不是能写好？
生存从来不只会递来稿酬，荣誉，还

有大量的误解，自我怀疑，以及让人耻于
谈及的挫折。有两三年的时间，我活在郑
州，却和原来的朋友圈完全失去交集。

机缘巧合的是，我在生活的湖水里溺
水的时候，伸手抓到一根绳子。一个到
《天涯》杂志工作的关系，让我上了岸。我
似乎找到了一把通向安静的钥匙，我可以
安静地写作了。

我丝毫不迷恋我的苦难史，那些迷失
的时光，仿佛和苦难并不密切。只是一想
到那几年的无助，我便会在内心里觉得隐
隐作痛。这生存的痛感，既不尖锐，也不
激烈。却是对精神的围剿，是对内心执著
的慢性下毒。

黄海兄的电话，将我送回到我们相识
前后的青春时光。现在的他依然写诗，
物质丰富以后，却仍然没有丢了自己的
爱好，这样的人一定有过和我一样的生
存挣扎。而这些生存的痛感，会成为我
们的暗疾，时时需要勤奋坚持，才能治愈
自己。3

本次花会，大家借河南日报中原风读书会邀约重聚洛阳，在别具

匠心的余舍感受新城区的时尚气息，在文峰塔‘洛邑古城’寻根，参观

了元明清时期洛阳老城堆叠累积的城墙遗址，迎着夕阳穿过钟楼和大

十字，洛阳水席的味道与花样依旧，但城市变化与人的精神风貌，连带

花开的日期，一个又一个，则真不同了！”

苏轼《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吴行 书

人
生
往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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