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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童年到中年，和着祖国强劲发展的律动前行，
越发热切地渴盼亲近北京，希望与首都一起呼吸、一
起心跳。心向往之，却身不能至，有时竟羡慕起扎根
于京、生长于京的那些树木来。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特殊年份，有幸到北京
工作一段时日。纵横密织的街路、巷道、胡同，承载
着或行色匆匆或情态悠然的人流、车流，晨昏不息地
忙碌着，不曾一刻肃寂。道路两旁槐树的年轮里，刻
印着这座繁华都市的深沉过往。
在诸多树木中，能广而久、亲而详地记录北京时
事变迁的，当槐树莫属。北京的槐树与北方其他地
域的槐树并无二致，可不管古木还是新枝，皆因生在
首都，长于街巷，既浸润尊贵之气，又沾染烟火之气；
既历经悠悠过往，更亲历火热时代；从而修为了独特
的气质，不同于它处。故而，我愿亲切地称之为“北
京槐”。
北京槐，才是地道的“北京人儿”。它们的子子
孙孙遍布整座北京城，且默默看过了几百年的北京
风雨。它不声不响，不言不语，却沉稳睿智，洞悉世
事，淡然度过北京每天十二时辰。如若开口讲话，必
定也是一副尊者模样，操一口从历史走来的地道“北
京腔儿”，讲出太多坊间巷里的传奇故事、时代沿革、
哲理感悟、风土人情，让人心服口服。
槐树之于北京，就如胡杨之于大漠。这情结既
来自于槐树的古老、绵延、广布、寻常，更来自于槐树
的质朴、坚韧、荫郁、蓬勃，或已成为不入户口的“北
京市民”，生活、成长在这古都市井之中。
张恨水在《五月的北平》中记述：
“ 槐树，不分大
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有。在五月里，你如
登景山之巅，对北平城作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
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大部分就是槐树造成的。
北平这个地方，实在适宜于绿树的点缀，而绿树能亭
亭如盖的，又莫过于槐树。”可见，槐树在北京由来已
久，且一直都在。
我曾数次登临景山之巅，眼前的北京城虽高楼
林立、一派繁华，可目之所及的绝大部分绿色，大抵
来自广植的槐树。景山有，故宫有，北海有，北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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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昆明那么多年，却一直弄不清楚，每年春城的春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到来的，以
什么形式诏告她的到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其他很多地方，春天的到来往往是有
较明显的标志的，譬如在我的老家，滇西北一个荒冷的村庄，春天到来的标志便是柳树
发芽。无论天空如何阴郁，大地如何冷硬，只要那一抹嫩绿冷不丁从光秃秃的枝头跃入
眼帘，人们由此及彼去寻觅，就会发现，不知何时，在大蓬大蓬的枯枝荒草下，蒿枝、嫩草
已然蓄势待发，春天便稳稳当当地着陆了。
在昆明，也许是我不够仔细，却很难找到这样的哨兵。不同时期，总是有些个性十
足的绿叶、鲜花在混淆视听，让人感觉莫衷一是。比如，除了梅花之外，冬日里居然也有
不少鲜花绽放在枝头，就像歌里唱的，
“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常绿植物就更不用
说了。所以，春总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混了进来。
与混沌不清的春的到来不同，夏天的到来却明朗得多，或者最起码我认为雨季的到
来是有迹可寻的，那就是蓝花楹。
我是喜爱蓝色的。所以，当轻盈的、有着梦幻般色彩的蓝花楹开满春城的大街小巷
时，总忍不住无病呻吟、附庸风雅地觉得，那是一首首诗人的底稿，随意抒写，有些诗行
长，有些却很短，有些浓墨重彩地描绘，有些只有寥寥数语。
如教场中路的蓝花楹，开得如此铺陈，每一首都是长诗，甚至都赶上赋的篇幅和气
势了。路的两边全是，且枝干发达，密密匝匝，几乎要遮天蔽日了，行走其间，让人不由
自主地遐想，这里是进入魔幻世界的神秘通道，犹如仙女施了法术，才呈现出这般如梦
如幻的蓝色。此时，周围钢筋水泥的高楼于静谧中多了几分温柔，树下车水马龙，熙熙
攘攘，但突然间似乎都不觉得嘈杂，车流仿佛也受了某种魔力，不再风驰电掣，大多选择
缓缓驶过，感受那绚丽的蓝由远及近最终倏忽越过头顶并在身后远去，不断地接近不断
地从头越过，仿佛在头上放映一部精彩的电影，只是用了快镜头。
有些地方没有这般密集、成规模，却也不甘寂寞，从一个个或意想得到或出乎意料
的地方探出头来，像一首首绝句，或是小令。也许是公园的一角，也许是小区的广场上，
刚转过屋角，不经意一抬眼，一下子就映入眼帘。一阵风吹过，摇曳多姿不说，光是一两
片飘落的花瓣，轻得一丝风就能把它托住，如同轻盈的羽毛流连好一阵，在空中留下令
人眼花缭乱的轨迹，最终盈盈落地，像优美的乐曲最终画上完美的休止符，亦或是舞者
演绎完最后一个动作后的优雅谢幕……
无论如何，有那一抹蓝色的地方，就会引许多人驻足，迟迟不肯离去。还有人想把
它的美带走，用手机或相机将瞬间的美定格下来。但蓝花楹往往长得还不矮，要照个全
貌尚可，想拍近距离的特写就要颇费一番工夫，人们就各显神通各尽其能，从不同角度、
不同高度、不同距离发动攻势，最后各自带着好不容易拍到的作品施施然离去，最终它
们又会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在众生面前。屏幕上的蓝花楹，有的坦率直白，有的深情悱
恻，有的海海漫漫、恣意汪洋，有的遗世独立、清纯朴拙……
当蓝花楹开得正盛的时候，往往雨季就来了。
汪曾祺在《昆明的雨》中说道：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
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
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昆明的雨季的确挺长的，我对雨季的印象，往往就是和蓝花楹联系在一起的。没有
雨的时候，艳阳高照，紫外线肆无忌惮让人无处躲闪，甚至不敢仰头赏花，气温更是让人
皮肤似有灼烧之感，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蓝花楹都开得如此之盛了，雨怎么还不来？
是的，我始终认为雨中的蓝花楹最美。其他的花也是抒写各自的华章，各个风姿绰
约，但我更喜欢她们在艳阳之下熠熠生辉，如果见其遭遇雨打风吹，便会忍不住叹息她
们红颜薄命韶华易逝；唯蓝花楹，她们与雨季是最为相得益彰的。梦幻般的蓝色在雨中
更见风致，绵绵密密淅淅沥沥间，升腾起一片蓝色的薄雾，蓝花楹的绽放也到了极致，在
雨中惬意地摇曳，带着最甜美的笑靥，舞出最曼妙的身姿。想来，舞会上最能让王子侧
目的公主的舞姿也不过如此吧。她们甚至不惜从枝头飘落，带着迷离的笑把被雨洗过
的大地装点得美轮美奂。
看来，真正的蓝花楹季其实应该从雨季开始。她的绽放，就是在等雨季的到来。他
们早就约好了吧，或者没有约定却彼此心照不宣。她知道，雨总会来的，有时莽莽撞撞
地来了，有时迟一些；有时和风细雨轻柔如情人低语，有时狂风骤雨似猛兽。蓝花楹执
著地等候着，竭尽所能活成最美的样子等雨来。
有时雨季姗姗来迟，蓝花楹都要开败了，经风雨一摧，憔悴不堪的花瓣铺满泥地。
这时，风声静默，致敬她们无声而又优雅的涅槃仪式。
甚至有些年份，恰逢干旱，她们终其一季也没能等到雨来……
但无论如何，蓝花楹属于雨季。每年，蓝花楹都在春城绽放。她的雨还在很远的地
方集结，终有一天，会来到她身边，带她同去。

河
密缝，意恐迟迟归”，“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 君问归期未
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
思知不知”“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些脍
炙人口的思念亲人、朋友、爱人的诗句，是古典文学
中最凄美而真挚的文字。
正因分离如此痛苦又难以避免，团圆才成为中
国传统文化永恒的追求。如今，飞机高铁让人天涯
变咫尺，网络手机让人可以随时沟通。而在这白马
山与仙女山之间，据说也会很快架上一道缆车，遥遥
相望的两山之间，白马王子与青衣仙女如牛郎织女
般的爱情也许终于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只是不知道，物理距离的消失，是否能够真正让
心灵相通相连。没有肝肠寸断的思念、没有因为距
离而产生的美好、没有隔着山头的遥遥呼唤，人们的
相聚是否还如此珍贵？团圆更容易的时代，很多人
却在哀叹，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手
机”……
望仙崖上，现代的年轻人，仍然热血沸腾地向着
对面的仙女山喊出心上人的名字。其实，无论天涯
咫尺还是咫尺天涯，人们渴望的都是心的接近、心的
团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丰子恺 作

仙女山，将逢八月十五月圆日,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思
绪万千……为什么在中国传统的爱情故事或神话传
说里，分离总是永恒的主题？
在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里，团圆的寓意是最为重
视的。中秋要阖家团圆，清明是与故去亲人的精神
团圆，重阳是游子登高远望家乡渴望团圆，而春节，
不远万里也要回家团圆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心
愿。就连七夕，一个爱情的节日，也是两位相隔万里
的神仙眷侣的团圆。
中国人如此看重团圆，而在中国民间流传最广
的四个爱情故事——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白蛇
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却都是不得不分离的爱情悲
剧。牛郎织女星每年七月初七才能于天上的鹊桥相
会；孟姜女还没入洞房，丈夫就被抓去修筑长城而
死；白娘子被压在雷峰塔下面多年；梁祝的结局也是
死后化蝶才能双飞。实际上，即使是中秋节人们祭
拜的月亮上，也有孤独的嫦娥的传说。
遥远的封建时代，大概正因为人们向往自由的
爱情却难以冲破约束，这些悲怆的爱情故事更能打
动人心。更因为在古代，马车很慢、行船很慢、书信
很慢，一旦分离，不得不饱尝思念之苦。分离的痛
苦，最能让人感同身受，
“ 父母在，不远游”，
“ 临行密

儿戏

中秋前夕，慕名来到了重庆武隆白马山。但见
冈峦连绵、诸峰相映，浮苍滴翠，一路上花香鸟语，美
景环绕。白马山为大娄山脉鸡笼山西北翼，南与贵
州省道真县毗邻，起伏的山峦间时有悬崖峭壁、峡谷
深沟的险峻山势，一年四季景色绝佳。
正值初秋，山上烟云缥缈，置身峰顶宛如穿梭云
海，林海和茶园环绕四围，令人心旷神怡。白马山
454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 73.1%，负氧离子含量极
高，在被称为火炉的重庆，夏季平均气温 18℃的山
中可谓避暑胜地。这里因为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36 种和大型动物 32 种而被称为“生物基因库”，杜
鹃、珙桐等珍稀植物，共同汇成每年春夏季的花海，
更有天坑、天然湖泊、溪流、溶洞、黔蜀盐茶古道、战
场遗迹等自然和人文景观。
然而身处白马山，同行朋友的口中却都在提另
一座山——仙女山，心下以为不过是相邻的另一处
度假胜地，来到山顶的望仙崖，遥望对面仙女山，听
当地人介绍，才突然明白了其中的深意。原来两座
山有着一段古老的爱情传说——“仙马奇缘”。
传说玉皇大帝的第九个女儿青衣仙子负责看管
天庭的仙草园，掌管世间花草仙果和珍稀药材，随
身携带的绣团花球是她的标识之物。一天，青衣仙
子来到天河边游玩，无意间掉落的花球正好被前往
天庭的东海龙王敖广的龙三太子嘲风捡到。两人
一见钟情。龙三太子化为白龙马驮着青衣仙子在
云雾间驰骋，无意间冲撞了王母娘娘的銮驾。王母
盛怒之下用乌金天尺将两人打落凡间化为两山，并
用乌金天尺在两座山之间划出一条江水。青衣仙
子坠落人间时将绣 球 花 团 抛向自己的情人，人间
也便有了女子向自己心仪的男子抛绣球的风俗 。
因为期盼着白马回到她身边，仙女山自古以来就有
大面积 的 草 原 。 而 在 白 马 山 山 崖 上 ，人 们 总 能 听
到踢踢踏踏的踏歌之声，据说是白龙马在山崖上
眺望仙女山，此崖即名为望仙崖。因这古老的“情
侣山”传说，在这里的“喊仙台”上，很多年轻人专程
前来，向着江对面的仙女山大声呼喊心中暗恋爱人
的名字。
站在望仙崖上，绝壁悬空，云海苍茫，脚下是幽
幽的千里乌江，带着茶叶清香的山风拂面，隔江相望

大街有，金融街有，什刹海两岸有，道道胡同有，条条
街路有……既是绿化树、行道树，又是景观树、庭院
树，无所不在，随处皆是。如果从空中航拍，郁郁葱
葱的槐树必定如一朵朵怒放的“绿花”，盛开在高楼
街巷周围，大美怡人。
我暂居的群力胡同及旁边的护仓胡同、护国寺
街，虽是北京多如牛毛的胡同中最普通不过的几条，
可“四合院、古槐、原住民”的独特风貌，足以让我迷
醉，无数次流连其间，宛如成了北京人，恰似这胡同
里的一棵槐。
初到北京时，正值槐树萌芽，既有洋槐，又有国
槐，与太行深山家乡小城的槐树一模一样，高高的
干、黑黑的枝、嫩嫩的芽，我一眼便可识得。儿时，曾
经攀上洋槐捋槐叶，砍槐枝，扛回家喂兔子；或者摘
回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让母亲做香甜的槐花饭；或
攀上国槐扒槐米，晒干卖钱贴补家用；更时常在槐树
下追逐嬉戏，看书发呆，有着太多的童年记忆。如
今，离家在外，望见这熟稔的槐树，便如遇到老乡一
般，急忙上前，仰起头，张开双臂，打个招呼，瞬时有
了种莫名的安全感，与北京槐成了朋友。
既成朋友，便时常拜访，一年有期。
洋槐开花的时节，我们在一起。蓝天、绿叶、黑
枝、粉白的槐花，色彩明快，相映成趣，构成北京五月
标志性的绝美画面，令心中一片静净。更可人的是，
那满胡同弥散的槐花香，甜甜蜜蜜，偶尔佐进些沿街
门店的卤煮、烤鸭、烧烤、糕点香味，全然将工作的疲
累与离乡的寂寞驱散尽净，周身舒爽地轻快漫步。
槐树葱郁的时节，我们在一起。槐树高大，枝叶
繁茂，自然长成大伞模样，撒下一片阴凉。夏日的北
京很是炎热，每每骑车或散步走过槐荫路，我都要紧
行几步，如获救星般地躲到浓荫之下休息片刻，大口
呼吸着凉凉的风，如获重生，再次登程。好在北京的
街巷都很人性化，专门辟出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且栽
植的一排排槐树向两侧撑开绿伞，形成绿色廊道，令
我这等单车族、步行族深得槐荫庇护，心存感恩。闲
来无事的人们，常在胡同的槐树下或支起棋盘下棋，
或撑开躺椅闭目听评书，或三五成群地摇着蒲扇扯

蓝花楹和雨

□张金刚

□

杨云芳

北京槐

着闲篇，有的干脆把饭桌支在树下，凉凉快
快度过炎夏，这幅老北京的生活画面，很是
亲切。
国槐开花的时节，我们在一起。淡绿
的槐花隐在墨绿的槐叶之间，虽不惹眼，却
很漂亮。这些槐花自然无人去扒，任其花
开花落，洒落一地。起初，心中满是生命绽
放的馥郁之感；可慢慢地，繁花凋零的伤
怀之情油然而生。一日路过胡同，看到四
合院前的槐树下停放一辆自行车，安放一
把旧椅，椅上落花朵朵。手机拍了发在朋
友圈，引来纷纷点赞，更有文友题诗“落花
不语空辞树，旧椅有情待人归”，恰似这般
意境。
槐树叶落的时节。我将踩着枯黄的落
叶，抬手接几片落叶。在曲曲折折的叶脉
间，感受生命轮回的律动。槐树覆雪的时
节，我们还将在一起，看那风骨外露的槐
树，在寒冷的西北风中摇落一身枯叶干枝，
傲然迎接瑞雪的降临，让黑枝与白雪定格
成美艳的瞬间，入照片入画作，入文入诗，
成为永恒。槐树萌芽的时节，我们会共叙
一年友情，然后，告别，期待有缘再会。还
好，我会在家乡的槐树下，想起北京槐，就
像在北京想起家乡槐一样。
槐与“怀”同音，故而，我便爱借槐树怀
古、怀乡。
北京有多少古槐，我不是古树研究者，
自不得而知，但我打算敬访几株。景山的
“歪脖树”，因与崇祯皇帝关联，与明朝灭亡
关联，被赋予了太多故事与解读。如今这
株虽不是当年那株，但时间久了便似了那
株，值得一观。还想站在故宫的“紫禁十八槐”下，领
略“排列成荫，颇饱幽致”的气韵，感怀其遒劲苍老之
态下隐藏的皇朝风雨兴衰的传奇历史。国子监内外
的那些古槐，似乎所有根脉、枝叶都透着国学大儒、
历代状元的风范与学问，需仰视可见，并要常访常请
教。梅兰芳故居外的几株古槐，令我心生羡慕，想问
问它是否听过梅先生的唱腔，见过梅先生的身段儿，
似乎那随风而起的树叶响动都有些京韵呢！还有隐
在公园内、胡同里的被树池、栅栏保护起来的那些古
树，都想去寻访一番，考究一下古槐那沧桑的纹理内
藏着多少秘密，或许能找到打开北京发展变迁的城
市密码。
北京是座包容性极强的城市，无数外地人汇聚
于此，追逐梦想，打拼生活，建设北京，甚至把家安在
了这里，但根儿上仍是外乡人。或许有些槐树，就是
他们植下的呢。那日恰逢中元夜，在胡同口遇到一
对老人正在老槐树下烧纸钱，定是想念故乡的亲人
了。我有时走在槐荫下就想，这些槐树像极了众多
游子，扎根于此，耐得了孤寂，耐得了寒暑，耐得了贫
瘠，在北京开枝散叶，可那深扎于北京土地的根系却
指向一个个遥远的故乡。不由得对所有在北京漂泊
或定居的游子心生敬意，太多的艰辛与苦楚宛如这
繁密的槐叶一般生了落、落了生，最终滋养自己站立
成一株挺拔的槐，庇护着北京这个大家与个人小家
的一方晴空，为后来者遮风挡雨。虽渐渐韶华远去，
却更加根深叶茂。
当然，北京的绿色与生机，不仅仅有市树“北京
槐”，更有北京松、北京柏、北京杨、北京柳等等，就像
是北京不仅有诸多传奇人物，还有众多平民百姓。
树如人，人即树，所有树与人，都静默地散落在北京
城的角角落落，撑起一片片绿荫，共同守护着北京。
每天，我从古老的什刹海胡同出发，穿过现代
的金融街到达工作地，无数棵高大茂盛的槐树被我
甩 在 身 后 。 我 们 在 前 行 ，北 京 在 前 行 ，中 国 在 前
行，而这些极具生命力与忍耐力的北京槐，一直站
在这里，见证这座古城以非凡的速度从历史走向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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