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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小城 □李梅

卢氏
无处不飞花

大柏香的美丽风景 □苗清和

□吴天敏

旅者的专属花季

在沁阳市柏香镇老家住的朋友给我发来
“云上沁阳”视频，是一片金黄色海洋。他带
着几分神秘的口吻说，油菜花盛开，不可辜负
花期，应回老家看看。并提议我最好到范庄
村和贺村看一看，会有“意外惊喜”！

趁着闲暇，我开动电轿直奔范庄村。
一路上，我都在想着油菜花的模样。虽

是“熟人”，但当面一看，还是让我惊诧不已。
偌大的地块，金黄一片，一眼望不到边，可仔
细一瞅，这“油菜花”叶子咋和我熟悉的油菜
花不一样呢？

正疑惑间，从村口走来一位扛着锄头的
中年女子，告诉我这不是油菜花，它其实是培
养蔬菜种子的青菜花。我方才悟出朋友所称
的“意外惊喜”。“假作真时真亦假”，如不置身
其中，还真以为它就是油菜花呢！

中年女子说，这里是沁阳市昊诚种植专
业合作社蔬菜种植基地，以蔬菜瓜果种植和
种苗培育为主。除了培育青菜种子，还培育
萝卜种子和洋葱种子，萝卜现在还没有开花
呢，“但是洋葱开花了，你看，每根箭秆上都顶
着硕大的花冠，有白色，有红色，像不像蒲公
英？”

你若花开，蜂蝶自来。一望无际的金色
花海中，蝴蝶翩翩飞舞。嗡嗡嘤嘤的蜜蜂飞
来飞去，分外忙碌，每只蜂都拖着两坨沉甸甸

的花粉团，飞起来，摇摇欲坠。
养蜂人说，为了让菜花授好粉，村里专门

邀请他们几家养蜂人，把蜂场转移到这里。
作为柏香镇一分子，也算是为柏香镇乡村振
兴出份力吧！

贺村青青麦田与金黄花海相间，好似一
块美丽大地毯。经多家媒体报道后，它已成
为“网红”打卡地。

这里热闹得很！
三三两两的摄影师，扛着长枪短炮，摁动

快门，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瞬间定格；一拨拨
慕名而来的参观者、赏玩者，手机嚓嚓嚓响个
不停，将金黄菜花儿拍下珍藏！

行走间，偶遇一位三十岁左右女子，有气
质，人漂亮，嗓音甜。我随口问道：“听你口
音，你是孟州的吧？”她惊讶地点了点头：“俺
来这儿是想学学制种，明年也种一些！”

几个年轻姑娘在拍摄“抖音”，她们或小
心翼翼地托起花朵，凑鼻子下深嗅。或搂抱
着打手势合影。一会儿又挤在一起唱起歌
来，唱了一曲“你莫走”，又唱“等你我等了那
么久”，嗓音圆润，动情投入。录制结束有精
辟总结，整个过程很流畅。

我看着她们笑言，我朋友也会拍“抖音”，
水平高，效果好！其中一位姑娘拧过身来瞅了
我一眼，脸上分明写着“不服气”，她说：“老师，

加个微信吧，回头把我的‘抖音’发给你，保证
让你满意！保证不会让你失望！”

徜徉在蔬菜制种田的花丛中，享受着暮
春的暖阳，吮吸着无孔不入的花香，真真地心
旷神怡，六神皆安，如同喝下了花蜜一般。

我迫切地想知道，这大片土地，农民是如
何忙过来的？热情的管理者告诉我，现在是
大农业管理模式，耕地，施肥，播种，除了必要
人工外，治虫有喷药机，浇地有喷灌，喷洒农
药有无人机，完全是大机器作业，省时省力省
人工。

看着，听着，想着，我陷入沉思。我的父
亲是做农活的一把好手，一辈子勤于劳动，可
他没福气目睹和体验“享受型”的现代化大农
业，没看到盛世美景！要是今天父亲还在，该
多好！

在柏香一街村的一块菜花地，我遇到焦作
日报社摄影部副主任杨帆，他在高中时期曾是
我的学生，老家也在柏香镇，他是“沁阳通”，更
是“柏香通”。杨帆告诉我，柏香镇是典型农
业镇，全镇有 62个村庄近 6万口人、7.8万多
亩农田，是沁阳市人口最多、耕地最多的乡
镇。有充足人力资源优势和较广阔的发展空
间。他说，近年来柏香镇党委、政府注重乡村
振兴工作，致力于找到一条适合本地的发展
道路，坚持砥砺奋进，把繁荣兴盛的柏香大地

建设得更加富饶美丽！
蔬菜制种是柏香镇实现乡村振兴的一

项产业，也是特色产业，全镇种有蔬菜制种
田 1100 多亩，每年可为农民增加收入 550
万元以上，已成为乡村振兴和农民脱贫致富
的助推器。杨帆饶有兴致地让我看了他手
机上保存的《柏香镇菜籽种植统计表》，清清
楚楚分列着村名、户数、亩数、农户姓名、各
村庄种植总亩数。这是货真价实的明细账
目表，政府细致入微的工作和突出的业绩，
明明白白记在上边！

杨帆说，农民的算盘拨拉得精细着呢！
你看看，白菜籽一亩净利 2000~2500元、萝
卜籽3500元左右、大葱籽4000元左右、洋葱
籽8000元左右……有钱挣，农民咋能不撒欢
儿干呢？！

站在杨帆身边的一个农民接话说，今年
我们的钱包又会鼓起不少呢！说完，他呵呵
笑了起来。

伫立在广阔无垠的、图画般的蔬菜花海，
我神思遐飞……感谢朋友，让我有机会领略
大柏香的美丽风景！感谢大柏香的美丽风
景，让我看到家乡的一片新天地！我是农民
的儿子，我为农民的幸福生活而欣慰！我是
家乡人民的儿子，我为家乡的蓬勃发展而放
歌！5

在这个五月的清晨，我穿过一条长长的
街道，路边绿植一丛丛茂盛地垂下来，刚刚醒
来的花草是清新的，我经过它们的绿意葱茏，
也经过之外的他们，以及她们。

商贩们早早地打开门市，早餐店门前热
气蒸腾。在五月的十字街口，你有时会喜欢
上清早的人来车往和川流不息，勤劳的人们
往来穿梭，摩肩接踵，城市的道路纵横交错，
寻觅生活的人们东来西往，劳作是艰辛的，又
隐隐暗藏一些诗意，阳光明媚如常，每个人都
在编织自己的存在。

我想到忙碌的蜂群。出发，归来，忙碌，
休憩，从城东到城西，从城南到城北，我们多
像一只只小的蜜蜂，嘤嘤嗡嗡。如同蜜蜂爱
恋着花朵，这个城市林木挺拔，花朵无数，为
我们提供了宜居的生存环境，我们得以在舒
适的空间里，欢乐地采集生活，辛勤劳作，诗
意栖居。

五月的小城，充盈着熟悉的气息，早晨醒
来的城市，像是骤然盛开的花朵，暗喻为蜂，
我隐隐嗅到一些花蜜的味道。从清晨到黄
昏，我们背负着一天的期冀，薄翼乘风，好似

掠过一些未知而芬芳的花朵，采集寻常的日
子。

这让我想起曾经在酿蜜点，看蜂蜜的生
成，蜜蜂们飞出去，飞回来，密集地劳作，嘤嘤
嗡嗡。这是蜂的工作，也是蜂的生活。我不
知道养蜂人怎样造就了蜂的勤劳和坚韧，会
有逃避生活的蜂吗？

在城市里生活，劳作者的群像朴素而令
人感动，每一滴生活的蜜都来之不易。为着
生活，为着家人，也为着自己，即使常常疲惫，
即使日子并不完美，眼前的人们坚持着，活成
五月里的明媚，在这样的早晨，在城市的路面
上，步履从容而执着，节奏平稳而清晰。

我跟在一个小男生身后，这是个清瘦的
男孩子，中学生的模样，发型四六分开向后
梳得整齐，扎了个一寸左右的细发尾，我看
到他的头发，就在心里笑了。这若是我的学
生，我怕是不会让他进教室的，可这孩子多
么欢乐，他迎着阳光向远方走去，在人群里
有些不同。

我想他要去的地方，也许是五月的花
海。我猜想着，他一定在自己的世界里飞，又

想起我们在这样年少的时候，何曾有过这种
个性的装束？发型是简洁的统一，步履要的
只是稳重。我就这样跟着他走，像是倒回一
段完全不同的年少时光，走在时间的万花筒
里。

有时我会被匆忙赶路的司机训斥，他像
是从车里斜伸出来的枝条，从窗户里探出头
来，将头颈微微后仰，他大声地催促，你怎么
回事啊？啊？！他拖着长腔，语气有些强烈，
又有些怨怒。我想他是飞累了，拿我当出气
筒呢。我笑笑，说对不起，然后继续赶自己的
路。

我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包
容，年轻时的那些心里的小刺，被一点点拔出
了，或者没拔出，它就退化了。在有所期待又
有些滋味的日子，只要那些重要的人和事在
心头安好，你会想原谅世间的一切，原谅所有
的辛劳和周折。

生活是一种采撷，不为相思，却也不知疲
倦，如一只蜜蜂的忙碌，在花间的朝与暮。我
们在各自的世界里飞，总是希望采摘一些生
命的果实，一些心形的叶子，而不是积怨、痛

苦，不是劳顿和伤怀。
记得有一天乘公交车，男司机很有精气

神，正是上早班的时间点，车里人满满的，车
厢里的音乐声很大，很热烈，很煽情，歌词通
俗热烈，是俗世里人的欲望，毫不遮掩。车厢
里的人们各自望着一个方向，异常平静。这
样宁静的早晨，和这样奔放的音乐，也是有趣
的对比。嘹亮乐曲之间，男司机一边开车一
边大声跟着唱和，他的方向盘和换挡的动作，
划出节拍的样子。

音乐并不影响车厢里七个月孩子的眼神
清澈。他圆润、饱满、眼神通透充满好奇，他的
嘴巴濡湿着。他悄悄打量世间的一切。人们
在心里伸出双臂来，想要拥抱他。

世界一片柔软。日子的丛林，有花瓣也
有荆棘，即使平常的生活，也会让你尝尽苦
辛，也啜饮甜蜜。我们不断地采集生活，在飞
翔中拉近与世界的距离，祈愿会有一些丰收，
少一些坚硬的抵触，保持心灵的柔软，读懂七
个月大的孩子。他是这世界里最柔软的一
粒，我们采集了他眼里的清澈与甜蜜，一路回
味。5

我们来卢氏时，这里的连翘开得正艳。
仲春时节，天朗气清，卢氏的连翘花竞相开放，

热热闹闹。抬头，低眉，移步，驻足，到处是连翘的
世界，花香的汪洋。

对山里人来讲，连翘是极寻常的，开在路边或
坡上，随处可见，平时对这种花儿也不以为意。可
开成堆，开成片，开成海的连翘，就成了风景。这
是大自然从量变到质变的杰作，就像长城上的每一
块砖并不稀罕，但砌筑在一起，就成了人间奇迹。
多少人专程来卢氏，就是为了看看，这小小的连翘
铺排出来的别样春天。

100 万亩，当介绍人报出这个数字时，我们还
是吃了一惊。再抬眼望去，只见遍地金黄的花儿，
如一路火焰，燎燃所有村寨山川，在视线尽头，依
然起伏跌宕，生生不“熄”。恍然明白数字的局限：
万亩有涯，而春色是无限的啊！

卢氏山高谷深，沟谷密布，地形的多样造就了
“连翘花谷”“连翘长廊”“连翘梯田”的奇特景观，
这种错落感让连翘的“金”有了沉实质地，“黄”有
了深浅明暗，也让金和黄之间的一带红土，如镶嵌
的花边，嵌在流溢的花海里。

“待到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洛河南
岸，与卢氏县城一河之隔的望家山上，金灿灿的连
翘花如锦如帛，吸引了天南地北的看花人。连翘花
长枝拂拂，轻轻敲叩着车窗，一开车门，便是一枝
灼灼伸过来，温柔挽拉人衣。

春天出门看花，这种扑面而来的惊喜和措手不
及的相逢，最是撩动着人的心弦。

连翘花最动人的还不止颜色，还有它至美的名
字。一般花名只是一个代号，它不在乎我们怎么叫
它。也有像丁香、夜来香、百合这样婉约加以说明
的，但很少有花的名字像连翘，是有动作的。所谓
连翘，是翘首以待，是翘望，是翘盼，是翘楚。而
且，是连续的，是连缀的，是连绵的。说着这个名
字时，自己的嘴角也禁不住翘了起来。第一位把这
种很不起眼的小黄花起名为连翘的，一定是在那黄
色花瓣里看见了翘着的笑意，然后微微一笑，嘴角
也翘起弯弯的弧度。

连翘全身都是宝。连翘花成熟为连翘，是抢手
的地道中药材。可以想象，连翘成熟季节，这一路
花香又该是一路的药香了。连翘叶子制作成连翘
芽茶，口感、味道、效果出奇的好。

一朵花，点亮了一个春天；一场花的盛会，激活
了一方经济。卢氏实现了连翘满坡青山绿的生态
效益、连翘飘香销四方的经济效益、种植加工就业
忙的社会效益相统一，全产业链的连翘产业让当地
获益颇丰。想必卢氏的人们，看见这花色如金又生
财生金的小黄花儿，嘴角都是弯弯翘起的吧。

卢氏的春天，不只是连翘花。
在卢氏的丰饶土地上，在文峪、官坡、双龙湾，

在西子庄、淤泥河、凤凰台，在东虎岭、望家山，山
麓河畔，田畴陌上，没有不被花儿占领的地方。一
片片，一层层，一行行，一树树，那洋洋洒洒的美，
那浩浩荡荡的艳，愣是三天三夜没有看完，怪不得
卢氏有“河南后花园”的美誉呢。

卢氏樱花开了，落“樱”缤纷红石谷。雨中的红
石谷，空气如喷了清新剂一般，吸一口都带着清冽
的甜。洁白的樱花开得相对安静一些，那雅致的素
白，洗涤着岁月铅华，晕染着卢氏人脸上初春的曦
光。美女们或顾盼，或轻嗅，欣赏着，谈笑着，拍摄
着，与花相拥，与欢乐相伴。春雨缠绵中，赏花观
景亦别有情致，分不清是花面的粉，还是人面的
红。

卢氏桃花开了。红的像火，粉的似霞。山地溪
边，缤纷郁野。一株开花的桃树不知傍着谁家的石
院墙，点亮了我的眼眸，惹我无尽遐想。

卢氏油菜花开了，火力全开。波澜壮阔，像极
了梵高的油画泼洒开来。构成了一个远离城市的
诗意花园。喜欢那一句：我们站在花田里，不必划
拳猜枚，不必喝酒举杯，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卢氏的兰花也不甘示弱，不论在金蕙兰花产业
园，还是在盛大的兰花博览会上，幽幽暗香中泛滥
着盎然的春意。

夺目的还有绚丽多姿的山花。它们等不及树
枝发芽长绿，熬过漫长冬季后，便直接开在干枯的
枝条上。常说“红花还需绿叶配”，但山花不需谁
来衬托，风风火火，我行我“速”，随心所欲，只管绽
放。

谁的手机里飘过来一首歌：花开的时候你就来
看我。花开的时候来看你，这是怎样的诗意和浪
漫。

“一年之计在于春”。人们说得很朴实，也很直
接。四季伊始，全年是个啥光景，春天给定下基
调。春天忙得越热乎，秋天就会收获得越欢实。这
个季节，在乡下，数得着的大事儿全是农事了。

花儿掩映中，山坡上，菜园里，农人开始忙着耕
作、播种。裸露的脚板踩在土地上，那心应该是踏
实的，充满了对丰收的向往。

卢氏的映山红是最浪漫的，它们齐心协力，把
玉皇顶染成了一片红色。卢氏的映山红像符号，承
载着信仰与精神。在这片红色土地上，曾有多少先
烈和英雄为此付出和奉献。

卢氏县委大院内的那几树白玉兰，还是那么款
款大方。它们静守在土坯房一隅，一树清纯的白，
自成风景。不管俗世如何变幻，不染微尘，不改初
心。

花开时节步步景，万紫千红处处春。赴卢氏，
就是奔花儿而去的，卢氏果然没让我们失望，没让
这个春天失望。

恍然觉得，春天的样子，就是卢氏花开的样子
啊，是所有的花加在一起，捧给你一个美美的春
天。5

留在南方故乡的老友给我发来玉兰花照
片，构图蹩脚画面失焦，满屏姹紫嫣红，毫无
重点。这是他的自拍。

我笑话他拍照技术没长进，给摄影兴趣
班倒是没少交钱。他置若罔闻，得意地炫耀
自己可以“常回家看看”。

我定睛一看，这玉兰树可不就是我家附
近那几株吗？透过树影，还能隐约看见我以
前常光顾的夫妻面馆呢。

我哑口无言。
离开家乡前，我曾以为南米北面是天经

地义，还以为北方的“恶劣”气候种不活娇弱
的玉兰。

后来来到黄河以北的城市生活，才知道
完全不是这样。儿时南方故乡家门口两旁的
玉兰花树，见证了我的成长，我早已认定它们
是故乡象征，甚至骄傲地认为，只有我家附近
才有这样漂亮的花树。

事实上我远在中原，也能给老朋友发回
这儿的玉兰花照片，两者几无区别，只是南方
的玉兰，记得我儿时的样子，北方的玉兰，目
睹我开启着未知的前程。

老友跟我说故乡一年一度油菜花节正在
举行，我可以挑个小长假回家看看。我翻翻
日程表，没空闲，忽觉每年花期都这么匆匆过
去了，又有些不甘。

大抵天下旅人，对于远方的憧憬和对家
乡的思念，都是在前行路上迈开第一步时，达
到峰值。后来的后来，逐渐变得不期待远走，
也不迫切想要回头，只是把未来规划，藏进每
个熙攘都市梦里，把回家心愿，寄托在每一天
每一次，对家乡气温折线的关注里。

天南地北的不同气候，牵引出朋友圈
里的迥异穿搭，牵引出电话两头的温情故
事。中原的饮食习惯，成为我和故乡朋友
线上拉家常的话题。随着时光的推移，我
的饮食起居习惯有了不少改变，我还认识了
很多新朋友，消除了一些疑虑与偏见，印证了
中原的温柔敦厚和宽大包容。相比连方言都

层层加密的江南，河南话坦白直给，更易让人
有归属感。每次听到河南朋友用乡音交流，
我不会觉得茫然无措，反而会被带入亲切风
趣的语境中，有时还像模像样地说上几句，为
自己被悦纳而欣喜。

在中原文明温热柔软的掌心，所有蜷缩
的身体都可以放心打开。我还会关注故乡的
每日气温播报，但，当我暂别河洛、回到南方
收拢羽翼之时，我发现我开始关心河南的天
气情况，我很想“家”。

朋友更新了相册，是属于春天的明媚颜
色。我慷慨点赞评论，笑言，我们河南的花季
也很美，要不要挑个小长假过来看看？5

□杨喻程

一块界碑

立在

季节的缝隙里

青春燃烧成肥硕的

绿

植物艳遇过后

一个季节的主题

让人心跳

灌浆，坐果，繁育

秋天在远处激动不已

而秋天的期待

注定了是此后一段

汗淋淋湿漉漉的日子

风干成劳作者衣衫上的

盐迹

立夏

这个日子

铁了心要将春华

演化成

秋实

立 夏

□赵宽宏

大别山上杜鹃红5 耿亚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