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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似一位胸有成竹、运筹帷

幄的“顶级导演”，它井然有序地让各

色花儿芬芳在各自的季节。当春花

纷纷落幕去结它的果儿，于是，“你方

唱罢我登场”，石榴花儿携着夏日的

似火浓情，像一支支开在葳蕤绿枝间

的红色小喇叭，它激情四射、奔放热

烈地奏响了夏之狂舞曲。它吹醒了

熟睡地下的蝉儿，也吹熟了颗粒饱满

的麦穗，更是吹开了我太多与石榴花

亲近的如梦似烟的往事。

据说石榴原产于中亚地区，直到

张骞出使西域，才将后来深受杨贵妃

喜爱的花儿带回古长安，而它生长得

最是繁茂结出的果实最甜美之地，就

是华清池所在地的临潼。女为悦己

者容，花为赏己者艳，而“拜倒在石榴

裙下”的典故，也是从这位貌若天仙

的杨贵妃故事中得来的。作为三秦

女子，童年伴我成长的花事中，那些

随处可见，开在家家庭院，一团团一

簇簇似火焰般在枝头燃烧的石榴花，

也总是能勾起我“一眸子的欢喜，一

袖子的怜爱”。

儿时家乡的庭院，母亲就栽种了

一棵石榴树，在满院的俗枝凡树中，

它像立于鸡群的鹤，虽长得娇俏低

矮，每年也总是零星的挂几个果儿，

可它很受母亲青睐，贤淑柔和的母

亲，从石榴树吐露花苞起，就厉声瞋

目对“无法无天”的我“约法三章”，绝

不许用手触碰开在枝间的花儿，否则

花会坠落，就吃不到酸甜诱人的石榴

籽了。当年那个绿裤红衣的乡野小

丫头，拿着小人书乖坐树下，望着满

树炽红火热、像一盏盏小灯笼的石榴

花，她似与花语，又总是悠然神飞，无

数关于石榴花的童话在她的遐思中

轻舞飞扬，心间旖旎荡漾，那时的岁

月，因石榴花而变得绮丽妙曼。

清晨在公园闲庭漫游，在这人间

芳菲尽的初夏，一树一树火红的石榴

花让我驻足流连，情丝绵绵。夜间的

露珠还在花间滚动，折射出斑斓缤纷

的七彩炫光，花蕊之上蜂喧蝶舞，真

是“蹙蹙生红露滴珠，薰风凉幌晓妆

初”。如今时尚潮范儿的女子，已不

会将土得掉渣的怡红快绿穿在身上，

可大俗即大雅，眼前这位身着墨绿色

石榴裙的女子，火红的T恤衫，在石

榴花间伶俜穿梭着拍照，怡心悦目，

就如那枝间开得肆意活泼的石榴花，

浑身满溢着青春的活力。这世间一

人一性情，一花一灵韵，石榴花那光

艳夺目的“中国红”，则给人喜庆、美

好和繁盛之感，甚至有人称它“吉祥

花”。套用一句辛弃疾的词“我见石

榴花多妩媚，料石榴花见我应如是”，

石榴花从童年开始，已开在我的心

间，我与花，早已情相融，意相契。

石榴花开迎夏来，在徐徐微风

中，一缕缕花香浸润肺腑，心情也顷

刻变得悠然闲适，花草皆富有灵性，

它芬芳了流年，也给心间播撒下一粒

粒如石榴籽般晶莹剔透的诗意妙曼，

食之品咂，回味无穷而晴暖一生。

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

时。

不可否认，春天万紫千红，使人

倾倒，但初夏的翠色浩瀚，更令人怦

然心动。

如果说春天的表情是百花争艳，

夺人眼球，那初夏的表情就是万物竞

绿，摄人心魄。当花朵退场后，满眼

的绿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百花的心

事，在雨水里浸得晶莹透亮，被滋润

成磅礴大气的绿。这种绿，是“绿树

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的绿；

是“南风吹笋成修竹，园林一番新阴

绿”的绿；是“空斋数点黄梅雨，添得

芭蕉绿满庭”的绿；是“一帘芳树绿葱

葱，蝴蝶飞来觅绮丛”的绿……整个

世界被无边无涯、层层叠叠的绿包围

了，绿得沉、绿得酣、绿得翠，绿得触

目生凉，绿得心清如濯。

在绿的庇护中，树木枝繁叶茂，

亭亭如盖；爬山虎活力四射，努力攀

爬出一道道绿幕，想要一绿遮天；知

了才开始在绿色里蠢蠢欲动，百灵鸟

却早已站在绿色中引吭高歌……一

阵风过，所有的树木纷纷用绿色的手

掌哗哗地鼓起掌来。

初夏的绿，就是这样活泼，洒脱，

宛如一位画家在天地间挥毫泼墨，在

蓝天白云下，尽情描绘着一幅幅多彩

多姿的画卷——用葱茏和葳蕤的笔

锋，将浓浓的生命极尽渲染。

当你登上山巅，极目四望碧绿的

原野，林峦叠翠，荫郁苍莽，吐纳着大

自然的博大胸襟。那无边无际的深

绿，像海洋的波涛，一浪接一浪，逶迤

伸向远方，郁郁葱葱，充满生机。

当你走入田野，一株株小草儿，

由绿茸茸变为翠绿，喜气盈盈颔首微

笑；一棵棵杨柳，由鹅黄变为娇绿，优

雅婀娜随风而舞；一垄垄的禾苗，由

青绿变为葱绿，抖擞精神拔节抽穗

……时令的递进，渐次分明的轮廓也

变得愈加明净，那些生命蓬勃的意

向，努力向着葱茏的时光肆意蔓延。

当你泛舟湖上，绿柳成荫的绿，

为湖水编织着绿色花环；簇簇丛丛的

芭蕉绿，点缀成湖水的胸针；鲜绿清

脆的荷叶小卷，亭亭出水，是湖水中

长出来的绿色的心……天空与湖面，

似乎都浮动着一种清澈干

净的翠绿，似是绿水漾入云

天之上，蓝空漾于碧波之

中，水天一色。而我们，已

然成了在翠色中穿行的一

袭青衣的诗人。

走进五月，就走进了绿

色的世界。黄绿、青绿、翠

绿、葱绿、幽绿、墨绿、浓绿、

碧绿……各种深浅不同的

绿色，恰到好处、不分伯仲

的铺遍大地，涂

染出无边无际、

辽 阔 无 尽 的 碧

色，给人带来绿

色的心情，带来

绿色的希望。

红黄蓝绿青

白紫，色彩万千，

我独爱绿色，因

为绿色是自然的本色，是生命的依

托，是健康的保证；因为绿色象征着欣

欣向荣的生机活力，象征美好充盈的

希望。与绿色欢喜相逢，便是遇见生

命的本真。她让我想起索取，更让我

想起奉献——那是一身身橄榄色的军

装，屹立在祖国的边疆、海岛；那是老

师办公室的一盆仙人掌，目睹着老师

由黑发到白头；那是医生身上的手术

服，见证着医者仁心，天使之爱……

所以，绿色，我们没有理由不爱，

她虽然宁静不争，但宁静不争只是一

种表面上风轻云淡，其实，它的内心

在经历着巨大的成长，而就是在一天

天的生长和走向成熟中，它的绿会慢

慢的凝重起来，完成从春华到秋实的

传承与使命。

举目所及，绿意尽染，她是初夏

最灿烂的表情，与她对视，我们满目

翠绿，满怀希望，皆是心安心实的欢

喜，怎能不嘴角上扬，眉飞色舞？

栀子花在五月的某天盛开

了，就在那无人关注的角落。数

年前，我曾在一方花圃中留意过，

朵朵清心纯色的白色花朵，被翠

色欲滴的绿叶倒映着，心想它就

应该开在这般素雅的季节里，为

葱郁繁茂的夏天提前睁开一双

双不沾烟尘的眼睛。我和它缘

于一场无意之中的相遇，在那河

畔的斜坡之上，仿佛一夜之间就

冒出来白色的花朵，若不是百无

聊赖中漫步于此，可能直至盛夏

来临，花瓣凋落，也不会发现栀子

花已悄然来过人间。角落的栀

子花开得如此淡雅，散发着独有

的香气，细腻而娇嫩的花瓣清新

欲滴，玲珑剔透，片片皆自然，且

毫无杂质。栀子花瓣上挂着露

珠，就像哭泣的白裙少女，梨花带

雨，惹人怜爱，翡翠般的绿枝缠绕

着花朵，朝向远处的河面，伫立

在花托上，芬芳随空气飘远。

我信步于黄昏的河畔，道旁

有三三两两的高中生在结伴骑

行，身穿洁白的校服，留下欢笑

而过的背影，不知他们是否注意

到点缀于花圃的栀子花，但我似

乎看到了洋溢在花瓣上的笑

靥。母亲曾告诉我，栀子花的花

期比较短暂，随后这枝花朵便会

凋落消逝，但人们和栀子花的相

遇，在春天就开始酝酿，到初夏

的期盼，再到此时我与它的深情

相拥。我想，那些被欣赏过的栀

子花，也许会变得与众不同，连

花期彷佛都被人为地延长，但倘

若始终无人注意到，它将独自盛

开，默默凋谢，也拥有完整的一

生，不被外物叨扰，真切地存在

于世，便也能落为永恒。

初夏的季节里，连日暮时分

都成为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存

在，夕阳的余晖如细沙般沾染着

世间万物，将它们染成金黄色，

人们感受不到炎热，只有阵阵微

风伴着花香迎面扑来，打扰着如

镜的河面和岸边漫步的人群，这

是属于自然独有的最惬意馈

赠。未来的数月，无数初来乍到

的生命将带着勃勃生机与活力，

将世间构成一幅水彩画，覆盖整

个夏天，而此刻，栀子花就盛开

在我的身旁，并未凋落，被暮光

浸染成白里透黄的花瓣，彷佛在

借着黄昏，提前散发关于夏天的

明信片，而收到明信片的你是否

已沉醉，是否也愿化作一朵纯白

的栀子花，无论在枝头仰面绽

放，还是落地被碾作尘埃，都能

怀抱夏日之心，朴素安静，清新

淡雅，馨香扑鼻，终将在不经意

间随风飘散，然后四处弥漫。就

像顾城在诗作《初夏》中所述的

那样：“所有早起的小女孩，都会

到田野上去，去采春天留下的红

樱桃，并且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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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在诗人杜牧的《鹭鸶》

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

风。一诗中感受落花。诗人将

鹭鸶比喻成落花。王安石的《北

山》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

得归迟。这些赞美落花的诗词，

令人感叹岁月的无情，在落花时

节有一种落寂的情怀。每逢落

花时节，漫步在花香缭绕的芬芳

里，不仅心醉，情更醉。在我的

家乡，有一篇梨园，每年的春天，

我都会回去，看着满树的梨花盛

开，直到梨花开落的时候，我才

不忍离去。置身于梨花中，像置

身于一场纷纷扬扬的雪中。给

人带入一种纯洁的境界里。而

与雪不同的是，梨花飘洒着浓郁

的花香，令人心醉。

在诗人赵嘏《春酿》一诗人

中：“春酿正风流，梨花莫问愁。

马卿思一醉，不惜鹔鹴裘。”巧妙

的将梨花写进了春天。

常常品读一卷诗词，在唐诗

宋词里穿行，感悟落花的美，感

怀落花的香气。落花的香气从

古诗中飘来，从岁月的深处飘

来。每一朵花瓣都是一个鲜活

的生命，每一朵花开，都是一个

春天里报春的仙子。有花开，便

会有花落，即使飘落了也要将一

脉花香，留在世间，留在人们的

心中。化作一片春泥，依旧香如

故。即便是自己粉身碎骨了，也

要为枝干输送养料，在岁月里默

默地等待再一次的花开。

在花香的世界里，我喜欢一

切花开。喜欢梨花的素洁，喜欢

杏花的调皮，喜欢桃花粉红的情

思，喜欢牡丹的高贵。这些美丽

的花朵，在花香的世界里尽情的

开放，即便是在飘落的日子里，

也要给人们带来浓郁的馨香与

遐想。置身于百花纷落的日子

里，感触这些经历了繁华的花

瓣，多么像一只只彩蝶在春天里

飞舞，像一行行诗句在季节的诗

典里跳跃。

在岁月的风中，在流年的往

事中。落花总是带着惆怅伤感

色彩的。“一朝春去红颜老，花落

人亡两不知。”“落花流水春去

也，天上人间。”无可奈何花落

去，落花隐喻不可挽回的逝去。

落花容易让人想到青春逝去、容

颜衰老，也容易让人想到世事凋

零、人生无奈。

其实，花落是洒脱和诗意

的。花落不是一种逝去，而是花

朵们与岁月达成的一个很默契

的约定。只要春天的召唤，花朵

们便会盛开在春天的枝头，在一

场场的花事里，尽情的开放，尽

情的舒展，尽情的飘逸自己浓郁

的花香。

每到梨花盛开的日子，我与

梨花也有一个约定，我都会回故

乡，用真情去感悟梨花裹挟的乡

愁。落花漫天，洁白的花瓣铺天

盖地，纷纷扬扬，又壮观又奇幻，

使人感觉是在梦中、在世外桃源

一般。

其实，在我看来，花朵也是

有生命的，有情感的，跟我们人

是一样的。人的一生，也仿佛是

一场花开花落。唯愿，能在岁月

的路口留下一脉落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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