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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

访名家

拜访
艾青

□

何
频

1992年，我想出一本诗集，定名
为《爱的抽屉》，就想请一位文学大
家题写个书名。

那年7月,在北京学习期间去拜
访艾青，上午九点多，我与泰安日报
的一位朋友赶到东四十三条97号，
这个不大的四合院就是艾青的家，
我们一进院，艾青的夫人高瑛就迎
了出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北京民居四合
院，不大，显得有些紧凑，但就是这
个普通的小院，是一位文学巨匠的
栖居之地。艾青这个名字我从写诗
之初就如雷贯耳，他的《大堰河，我
的保姆》我读过多次。今天能与这
位诗坛泰斗交谈，也是一生中的幸

事，但心里还是免不了有些拘束。
正这样想着，高瑛拉着艾青的手一
起走了进来。艾青穿着白汗衫，下
穿灰色布裤，满头花白的短发下，一
双和善的眼睛。他微笑着同我们打
招呼，握手，然后在茶桌的上首坐
下。我们向艾青问候之后，仔细观
察这位大师级的诗人，高瑛曾说，艾
青最近身体不好，从面色来看确实
如此，他的面色泛暗，脸上有点浮
肿，难怪他走路都有点吃力，要高瑛
搀扶，但那双睿智的眼睛依然放射
着深邃的光，似能看透世间的一
切。我们向这位老人做了自我介
绍，艾青知道我来自河南焦作后就
问：“你们那里有没有著名的文人

呀？”我告诉他，焦作是李商隐和韩
愈的故乡。艾青听了很感兴趣，他
说：“那你们焦作可是个了不得的地
方，光出大诗人啊。”他问我，要他给
题写书名，书名叫什么？我在一张
纸上写下“爱的抽屉”四个字，递给
他，他看了一下说：“不错，这个书名
很有意味，我可以为你题写。”我再
三道谢，艾青说：“帮助你们年轻诗
人，这也是我的任务啊。”说完，他大
笑起来。艾青还向我们询问了地方
报纸文学副刊的现状，我们都一一
作答，艾青感叹道：“中国新诗发展
几十年很不容易，经历了许多挫折，
但现在的势头很好，你们年轻诗人
应当有所作为。”

从艾青家里出来，一路上我们
都在谈这位传奇老人，谈他的文学
地位，谈他的优秀作品，谈他的处
世为人，谈他的平易近人，我们一
个共同的感觉是，越是大人物，就
越是没有架子，层次越高，就越是
谦逊。

我带着很多收获离开北京，回
到焦作不到一周时间收到一封来
信，信中夹着一张艾青为我题写的
书名，“爱的抽屉”这四个字写得工
整流畅，颇见功力，其中的“爱”字是
繁体，中间加进一个“心”字，可见艾
青是有意这样写的，爱，就要用心去
爱，这也是他留给我们和这个世界
的精神财富。

三种
常青的
木兰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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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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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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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购求租
●急需各类仓库 8 万平方米

18703838997

出租招租
●金水路润华商务花园纯商务

写字楼招租 63616111/222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陇海东路 325 号一层商铺

1000m2可做服装、银行、超

市等，招租电话 13938231790
冯先生

●中牟五通一平土地招租 120
亩交通便利 13703799978
●黄河南路整楼 2.6万m2可分

租（办公商业）15036156363
●花园路纬五路西一层临街

商铺 300m2 13703841004
●500m2 办公用房招租，花园路

与丰产路交叉口 18137799789

●金水路● 地铁口● 喜来登

全新精装● 美盛中心写字

楼电话：0371—87086666
●国基路门面两层500平饭店

可分割空转 13073778335
●陇海路兴华北街现房 1 万
平可分割注册 13525515567
●索凌路与国基路普罗旺世商

业街旺铺电话 13140110505
●经三路纬四路南100米路东

一二楼 1200m213937166607
●禹州市禹王大道繁华地段12
层 1.7 万 m2综合酒店招商

（银行、知名品牌酒店、餐饮、

足疗等与酒店相配套行业）

招商电话：13526834307

5A写字间租
金水路黄金地段、价优、精装修

15838249916
旺铺招租

黄河路经四路交叉口现房商

铺，建筑面积 200 到 600 平方

之间，有水电、中央空调、门

口车位。适合银行、金铺、

西餐、影楼等公司入驻

电话：15290856399

房地产

●整院 2640m2售 18137181911

●出售西大街 5层商铺 2千平

方价格面议 13383818833
●转全产权厂房 18538709728
商铺出售

农业路省汇中心1-2层1352m2金

水区曼哈顿2楼65m2另红专路金

城宜家花园复式 18903816677

出租仓库厂院

●高新区厂仓院 13598899953
●平原新区大型标准化厂房招

租 25000m2电话 13203733966
●南曹大型国仓 15093167057
●古荥厂院出租 13633835869

●机场旁独院 6000 平米

水电齐全 13073781788
●南四环与西四环独院厂房

出租 2600m215617870999
●北郊厂房出租 15803999606
●黄河路南阳路北100米路东仓

库办公楼出租 6000m2可分租

15225069305、18137110515
●城东南路仓库出租电话：

66736683、13523456727
●东区26亩厂院租售位优价低

联系电话：13607684924
上街厂房出售
工业用地 28 亩、车间 11000
平方整体出售 1770382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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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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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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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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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飞租车车新价优60277555

设计施工
●李丽预算标书15837190386
●专业建筑设计15238618651
●加固改造拆除18003820332
●效果图、施工图13253679815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星级保姆保洁育婴65942095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石材养护外墙清洗85395209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居家易家政55555561专业保洁
●我爱我家家政保洁66662288

●鸿基梦家政●全国连锁

86111371●63521082
●友邦防水诚天下15638880669

招 商

●供应土元种、苗13613716021
●亚风快运招商 15638817058
●飞鹰货运诚招郑州市区、地市

县加盟代理商：15937108331

●全峰快递加盟 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 13783595572
●申办拳赛送眼镜13525516687
●烧鸡店招加盟 13937915272
隆重招商

杏花村清酒诚招市县代理商

鹿邑大曲诚招市县代理商，

电话：15038093009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P2P 系统开发 18638551072
●网站软件APP定制53395926
●398 起建网站 15981824310

●网站建设品牌设计56769901
●300全套建网站13598809660

信息窗口

●专业绿化养护 13283882322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让饭店酒吧

●500m2饭店，做中餐火锅均可

房租低位置 13253682333
●二七区饭店转 13949002890
●政七街600m2饭店13683803939
●文化路火锅店 15837159550

●400平米一层临街门面（饭店）
转让 13937102287

公 告
●注销公告：河南四海游龙水

产养殖有限公司（注册号:41
0108000035962）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自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转 让
●●盈利宾馆转让15713870691

●万象城附近物业（酒店、餐
饮）整体转让 13700888738

转让商铺门面
●●门面旺铺转租15713870697

寻人启事
●吕建波林县人4
月3号上午9点在

马寨六胡垌丢失

身穿深蓝色衣裤

有精神病31岁望

好心人及有信息者与我联系

必重谢电话：15515792869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27、28、31版

气候暖化不仅使玉兰早开，也
使郑州玉兰种植的品种逐步扩大。
木兰科的玉兰花，辛夷和白玉兰、红
玉兰早春开，是先花后叶的品种。
常青的树玉兰原本只有广玉兰一
种，现在却多了含笑和山玉兰。

树高叶茂的广玉兰又名洋玉
兰、荷花玉兰，每年立夏 5月初时
应时开花。但四季常青的含笑和
山玉兰，会早早与白玉兰、紫玉兰
同时迎春开放。明代的《群芳谱》
说含笑：“含笑花产广东，花如兰。
开时常不满，若含笑然，而随即凋
落，故得是名。”1949 年上海出版
的黄氏《花经》这么说：“含笑花又
名寒霄（谐音），高一二丈，沪上多
盆栽，故形矮小；叶色淡绿，叶互
生，有柄，全边，花开四季不绝。惟
气候较寒处，冬须置入温室……有
相当温度之处，亦可栽诸地上越

冬。”但江南这些年，含笑露天植树
开花已很普遍。以我在皖南和苏
沪杭等地城乡间观察，含笑的花与
叶比常见的玉兰显秀小，类似冬
青、茶油树之叶片，开单瓣小白花
黄蕊，也略似茶油树的白花。“香若
香蕉然，又似甜瓜，故俗呼酥瓜花，
为夏季盆玩之美品。”（《花经》）今
之江南人直呼为香蕉花，早春和霜
秋时节，都连绵花开不断。我是在
古商城遗址边上一个向阳的老院
里，发现郑州有人栽种含笑成功
的，真奇葩也！赏花人绕着这棵两
米开外的开花树笑吟吟看不够，女
主人说它已经有年头了。

而山玉兰似乎比含笑的出产更
远，多生在边陲云南。常青的山玉
兰，别名野玉兰、云南玉兰、波罗花、
山波罗等，还有个风雅且禅意十足
的美名曰优昙花。昆明环山多丘

陵，市区东北有名刹昙花寺，原以高
僧手植的优昙花大树而得名。古寺
现在变成了公园，其中有一碑一祠，
引人入胜。先说那兰公祠，《滇南本
草》的 作 者 兰 茂，（约 1397——
1476）字廷秀，号止庵，晚号和光道
人。祖籍河南武陟（或曰洛阳）。他
和李时珍相仿，熟悉历代本草著述，
并亲自采药，结合云南各民族独特
的医药经验撰成《滇南本草》一书，
身后被民众建祠立墓纪念。中州宾
馆后边临着金水河，有株山玉兰悄
然独立好些年了，一年开花不止一
遍。而河南报业集团的大院里，也
有数棵山玉兰生长良好，四季开花，
凌冬不凋。解放前，含笑在上海尚
属盆栽。1950年代，广玉兰从武汉
等地移植到鄢陵的苗圃里，冬天还
需要入室保暖。如今连同山玉兰在
郑州都露天栽种生长良好，这么看

起来，中原地界与黄河两岸，气候真
的是变暖了。

木兰家族，是有花有果植物的
先驱和代表，被誉为东亚和东南亚
地区常绿到落叶森林中的老寿星。
它还是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变迁的
重要衡量指标，植物学家吴征镒曾
感叹说：“明代徐文长还见到猿，并
画出它的形象，但是毕竟常绿阔叶
的木兰已从黄河推向长江。明朝用
尽了江西、福建的楠木之后，改用松
杉，到现在长臂猿也就只有海南和
云南的深山里才可见了。不合理的
开发利用，又缺乏有效保护，使国宝
资源越来越少，木兰科植物某些属
种的分布幅度越来越窄，趋于珍稀
濒危的境地，不绝如缕了。”（《中国
木兰》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