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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石鼓园 （外一首）

■路男（咸阳）

一声赞美，是多余的
一处美景，也是多余的
唯有静观、细品
才会看见久远的火花
 
它们瘦弱而坚挺
字字珠玑，吸纳天地之精华
它们缜密而端庄
从远古而来，闪耀着历史的光芒
 
在这里，我的影子也是多余的
深邃的目光容不下丝毫昏暗与聒噪

青铜器

这些笔画，是弯曲而绵长的
这些生字，从来都没有写过
 
这些重见天日的盘和鼎
这些已经被叫上名字的青铜器
让我们大开眼界
 
给这些笔画抹去色彩吧
给这些生字关闭灯光吧
 
这些叹为观止的演绎与变迁
这些从泥土里一跃而出的春天
让我们拥有了一个别样的世界

秦岭写意
■高涛（西安）

摊开八尺宣纸
准备好笔、墨、砚
三月暖阳高照，积雪渐消
一幅山水写意徐徐展开
 
水墨里，纵横东西贯穿南北
山峪中，住着老子、王维、韩愈、韩信
石壁上，刻着李白的诗柳公权的书法
唱山歌的女子，攀上山腰
走进历史的深处
 
五千年华夏更迭了多少故事
万里祖脉演绎了几多传说
三千名隐士参悟了几分禅机
画中的秦岭啊
抒发着我的胸臆
 
风从周秦汉唐吹来
风从寺庙古迹吹来
云雾飘雪的秦岭
满是父亲的味道
 
春天来了
站上秦岭之巅
每一个怀揣梦想的人
吼出最初的秦声
巍——巍——秦——岭——

我把春天搂在怀里
■高均科（渭南）

我把《诗经》里的春天搂在怀里
我深深地呼吸
想着那时的春天
该有多么的万紫千红
多么的空旷、高远，流水潺潺
多少鸟儿在天空飞翔
没有污染，只有炊烟袅袅

我把《离骚》里的春天搂在怀里
于是屈原的爱与热情
还有泪水，滴在我的手心
那种痛和饱满的泪珠啊
在春天里，像万丝春雨
滋润大地万物

我把汉唐诗歌里的春天搂在怀里
曹操的李白的杜甫的春天啊
万马奔腾春风浩荡
大好河山因他们的雄浑与质朴而壮丽
大地上犹有万千的酒杯
好似故人列队而来
心中的春天奔放热烈

我把宋词里的春天搂在怀里
想着“三苏”在春天里
扶杖而行
大地飞歌，雄风千里
十里桃花如佳丽万千
摇曳，舞蹈

我把春天搂在怀里
几千年的春天啊
在我的手心里发烫
如琥珀，照亮前行的
路径

海棠依旧最西府
◎宋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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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 诗 坛

凉亭

时光太快，还是坐下来歇歇脚吧
青春渐凉，那就让回忆暖暖身子

春日已去，无须再说花朵
绿树浓荫，藏着幸福的果子

雨在江边散步，我在阶前看风
灯火阑珊，仍旧把我
向季节的深处里带

刻下一个名字，就有多少驻足
此处自古难留，就这样吧
你看，天色高远
木石不会说话
何须道尽离愁

瓷器

只有火，能使爱脱胎换骨
种下玉石之心，谁不爱梦里
这精美的外表，和脱俗的光芒

一个泥胎，经过多少磨难
最终，才能光鲜出炉
一世浮尘，需要多少光阴
才能于僻静处，安顿下来

光滑、坚硬、易碎

时间是一件奢侈品
很容易支离破碎
爱往往无声无息

红月亮

心血来潮，还是相思成疾
是谁此刻，在夜的头顶
写下天地的神语

美好，温馨，神秘
无须解读。抬头就是梦境
风景里画出，点睛之笔

相遇就是一生
时光何须看透。相望就好
捧着彼此的一颗心
说出的都是多余

咫尺天涯。我站在寒冬
一边是醉人的雪景
一边是道路的泥泞

月亮的银钟挂在头顶

好多年了
一些海依然汹涌
一些湖，早已平静

时光如画，就像
月光照进流水
银钟挂在头顶，为此刻计时
也把往事敲醒

让文字失眠，就是
把时间留住
月是黑夜的街灯
有时，也给白昼光明

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

     相望就好（组诗）

■赵博

赵博 ：中国诗歌
学会、陕西省作家协会
会员，咸阳市作协诗歌
创作部部长、咸阳市诗
歌学会副会长。在《星
星》 《绿风》 《延河》等
发表作品。著有诗集

《清风好梦》 《玻璃心》
《飘飞的云朵》 《诗，或
者灯》，散文集《留给夕
阳的雨露》等。

从小生活在陕西关中
一个当地人叫作西府的地
方，这里古称雍州，乃先秦
古都，是秦始皇加冕之地。
当地人给东西起名字，总
喜欢前缀“西府”，像老百
姓唱的小调叫西府小曲、
地方戏叫西府秦腔，皮影
戏叫西府皮影，家家户户
吃的带肉汤面叫西府臊子
面，一些酒厂出的酒也就
自然而然叫西府大曲，心
想所谓西凤酒大概就是西
府凤翔之酒的意思。总之，
只要你愿意，这里一切东
西的名字，似乎都可以在
前面加上“西府”两个字。

后来到了西安，才发
现原来有西必有东、有西
府也就有东府，所谓“东有
同州府、西有凤翔府”。说
是封建时代在陕西关中道
设有三府，除了中间的那
个白菜心西安府，向东在
今天的大荔设有同州府，
向西在凤翔设有凤翔府，
这就是西府的来历。到了
民国时期，历经千年的凤
翔府被铁路拉来的城市宝
鸡所取代，关于西府的话
题自然就越来越少了。随
着我毕业离开家乡，西府
之类的话题似乎慢慢被尘
封进了历史记忆。

不能不说造化总是让
人难料，有些事情似乎冥
冥之中早有安排。多少年
之后，在千里之外的北京，
竟然重新发现了西府的存
在，就像一个人第二次踏
进了同一条河水一样。

有一年阳春三月，几
个人逛北海公园，发现里
边的海棠甚是好看，一看
树上挂的标牌，写着西府
海棠。西府？什么意思？
一个问号迅速在脑海里闪
过，但 因 忙 于 拍 照，没 有
顾 上 深 究。后 来 去 故 宫，
发现御花园里的海棠也挂
着西府海棠的牌子，再后
来发现颐和园也有西府海
棠，“每到春夏之交，迎风
峭立，花姿明媚动人，楚楚
有致。”强烈的好奇不时涌
上心头——什么是西府海
棠？为什么是西府海棠？
此西府是不是彼西府？ 

好在信息化的时代，
不怕没有答案，就怕没有
问题。网上关于海棠的说
法简直汗牛充栋，关于西
府海棠自是览不胜览。说
是海棠花姿潇洒，花开似
锦，自古就是雅俗共赏的
名花，素有“花中神仙”“花
贵妃”“花尊贵”之称，在皇
家园林中常与玉兰、牡丹、

桂 花 配 植，以 示“ 玉 棠 富
贵”之意。说是各种海棠虽
然都花开娇艳动人，但一
般海棠花并无香味，只有
西府海棠既香且艳，实乃
海棠中的上品。“西府海棠
花未开时，花蕾红艳，似胭
脂点点，开后则渐变粉红，
有如晓天明霞。”有人赞美
西府海棠“树态峭立，似亭
亭少女。花红，叶绿，果美，
花朵红粉相间，叶子嫩绿
可爱，果实鲜美诱人，极其
美观”。

原来此西府就是彼西
府！不是所谓皇宫西边的
什么官府，也不是什么安徽
的某个地方，更不是《红楼
梦》中的什么府，而是西安
西边的那个凤翔府，西府海
棠就是源自西府的海棠。

据 说 海 棠 本 是 舶 来
品，根据唐朝李德裕的《花
木记》所言，大凡名字带海
字的花木，都是自海外而
来。但无论来自何方，到了
中土汉唐自然免不了“中
国 化 ”嫁 接 改 造，可 见 我
们的先人们早就懂得“转
基因”技术了。明代《群芳
谱》言 ：海棠有四品。一般
认为是贴梗海棠、垂丝海
棠、木瓜海棠、西府海棠。
传说最早的海棠是灌木，
因为花柄极短，花儿好像
紧贴在梗上，所以叫作贴
梗海棠。后来有好事者尝
试将海棠与木瓜嫁接，形
成了木瓜海棠，一下子从
灌 木 摇 身 一 变 成 了 小 乔
木，形象立马高大起来，就
像实现了从猿到人的跨越
一样。到了江南，有人将海
棠与樱花嫁接，形成了垂
丝海棠，看起来婀娜多姿，
宛 如“ 所 谓 伊 人、在 水 一
方”，实现了从人到美人的
升华。据说西晋时期，西府
一带有人将海棠与梨树嫁
接，发现不仅大美，而且香
艳，西府海棠就此闪亮登
场，实现了从美人向绝代
佳人“惊险的一跳”。后来，
人们的嫁接栽培尝试越来
越多，海棠品种自然也就
越来越多了，以至于在植
物学分类中，因为海棠品
种极其复杂，只好暂以“西
府海棠”一名以蔽之。

海棠之美之艳，上自
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
无不为之惊叹。相传唐明
皇曾将沉睡的杨贵妃比作
海棠，以海棠之美比喻贵
妃之娇媚。据说明皇登香
亭召贵妃，但贵妃直到卯
时仍大醉未醒，明皇遂发
出“岂妃子醉，直海棠睡未

足耳”的感慨，留下了“海
棠春睡”的典故，也许就是

“花贵妃”的由来。
历 史 上 无 数 文 人 墨

客写过海棠，尤以文化鼎
盛著称的宋代为甚，不少
诗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海
棠诗句。北宋诗人刘子翠
写了一首颇受欢迎的海棠
诗 ：“ 幽 姿 淑 态 弄 春 晴，
梅借风流柳借轻。几经夜
雨香犹在，染尽胭脂画不
成。”形容海棠集梅、柳优
点于一身，似娴静的淑女，
妩媚动人，雨后清香犹存，
花艳妙不可言。最牵肠挂
肚的莫过于从西府开始仕
途生涯的苏东坡。西府海
棠之美艳，让东坡居士为
之倾倒，即便离开凤翔，仍
对西府海棠念念不忘。被
贬黄州时，看到窗外的海
棠，触景生情，写下了“东
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
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
故烧高烛照红妆”的名句。
按 照 宋 代 僧 人 惠 洪 的 说
法，正是唐明皇与杨贵妃
的海棠故事，启发了东坡
居士的海棠诗。

南 宋 不 少 气 吞 山 河
的大诗人也对海棠赞不绝
口。陆游夸西府海棠“虽艳
无俗姿，太皇真富贵”。范
成大的“迟日温风护海棠，
十分颜色醉春妆”，描写了
西府海棠让人如痴如醉之
大美。让人耳熟能详的还
是婉约派李清照的《如梦
令·昨夜雨疏风骤》：“昨
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
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
依旧。知否？知否？应是
绿肥红瘦。”堪称海棠词的
不朽名篇。

近现代的人们对海棠
的兴趣依旧浓厚，尤以西府
海棠为盛。“我不生气”的梁
实秋先生在《群芳小记》中，
首先且用最长的篇幅赞美
西府海棠 ：“一排排西府海
棠，高及丈许，而花枝招展，
绿鬓朱颜，正在风情万种、
春色撩人的阶段，令人有忽
逢绝艳之感。”特别是“海棠
花苞最艳，开放之后花瓣的
正面是粉红色，背面仍是深
红，俯仰错落，浓淡有致。海
棠的叶子也陪衬得好，嫩绿
光亮而细致，给人整个的印
象是娇小艳丽”，把西府海
棠独特的美艳惟妙惟肖地
展现了出来。

即便花花草草被视为
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也
没有挡住人们对海棠的热
爱。连不少无产阶级革命
家也对海棠情有独钟，据

说宋庆龄就十分喜爱西府
海棠，周总理对海棠花的
钟爱更是广为人知。相传
周总理生前特别喜欢居所
中南海西花厅的那棵海棠
树，邓颖超睹花思人的《西
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一
文就是人证加物证。多次
听人们说，西花厅的海棠
正是西府海棠。

总括起来，历朝历代
对西府海棠的赞美无外乎
几个方面，一是花香，二是
色 艳，三 是 型 美，四 是 神
气。西府海棠是诸品海棠
中唯一散发淡淡香味的，
不仅香艳，颜色还随时间
变换不定。西府海棠花瓣
形状小巧，点点红艳，在满
目春光中甚是耀眼，许多
人看了西府海棠都会满心
喜欢、流连忘返，难怪海棠
花又被称为相思花、断肠
花。西府海棠的树形，常常
被誉为亭亭玉立，宛如美
丽少女，但我觉得用茅盾

《白杨礼赞》中的话来形容
西府海棠也十分恰切，伟
岸、正直、朴质、严肃。参天
耸立，在西北的寒风中保
持着力争上游的精气神，
恰如深深渗透在中华民族
血脉与骨子之中的老秦人
性格一样。猜想在崇尚清
流风骨的西晋一代，西府
海棠之所以能够在众多海
棠中脱颖而出，被誉为上
品，除了既香且艳，恐怕与
此也不无关系。

自从了解了海棠与西
府之缘，便开始关注上了
海棠。发现原来海棠真不
止四品，至少还应该包括
八棱海棠，河北北部一带
多有栽培，因为果子有八
个棱线，所以叫八棱海棠。
在所有的海棠中，八棱海
棠的果子也许最为红艳，
大冬天一树的叶子落了，
红彤彤的八棱海棠果子依
然挂在树上，就像火红的
柿子高高挂在枝头一样，
在寒风中格外引人注目。
遗憾的是八棱海棠果子虽
好，但花儿比起西府海棠
来，还是要逊色不少。

近年来，国外的海棠
慢慢走进了我们的视线。
首先是日本海棠，真有点
与贴梗海棠难辨雌雄，花
儿看上去比贴梗海棠要明
亮一些，给人一种清新的
感觉，但花枝比贴梗海棠
矮了一半，大概只有一米
高，还是未能摆脱灌木类
的先天不足。过去西府海
棠被称为小果海棠，见了
欧洲海棠，才发现西府海

棠 其 实 还 是 大 果 中 的 小
果，真正的小果海棠非欧
洲海棠莫属，叶子小，果子
也小，简直是小巧玲珑。有
点意思的还是北美海棠，
从 叶 子 到 果 实 都 是 暗 红
色，有点像美国西部的牛
仔，胳膊和脸蛋晒得红红
的，也许把这种海棠叫作
红叶海棠更为恰切。

最 令 人 惊 奇 的，并
不是欧洲海棠、北美海棠
的叶子和果实，而是一年
里多次开出的花儿。这些
年风靡走路，午后常常与
三五个好友一起沿着北海
走走看看，到了一排排的
海棠树下，总要抬头看一
看。不看不要紧，一看往往
有发现。有一年九十月的
一天，偶然发现欧洲海棠

“梅开二度”，一枝海棠花
儿在秋风中独放着，虽然
显得有些单薄，但仍然十
分独特而艳丽，似乎和北
京的二乔玉兰一样，不来
个梅开二度不心甘。

当时并没有太在意，
以为也就是一个例外。到
了来年夏天，有一天突然
发现海棠再次开花了，这
次大家竞相拿出手机立此
存照，有图有真相。谁知到
了九月，发现居然又梅开
三度，在斑斑黄叶陪衬下，
新开的两三朵海棠花儿格
外醒目。让人不禁暗叹，难
道月亮真是外国的圆，海
棠不再最西府？

前 两 天，北 京 的 天
突然降温了，萧瑟秋风今
又是，红红的黄黄的海棠
果子纷纷在风中飘摇。举
目寻找了半天，没有发现
一丝棠开两三度的迹象，
只好若有所失地往回走。

“ 快 看，这 不 是 海 棠 开 花
了么！”随着同事一声呼
喊看去，发现路边的一棵
西府海棠开满了一树的花
儿，在午后的骄阳中显得
分外靓丽。

白杨树一般的挺拔玉
立，不会是别的，正是西府
海棠，在深秋再次开放了，
也许是二度，也许是三度。
不管花开几度，开出的不
是一枝两枝花儿，而是满
满的一树海棠压秋风。

这就是西府海棠，总
是不忘初心、不改初衷，不
论早来还是迟到，依旧艳
香美神，正直刚毅，散发出
满满的正能量，在雍容华
彩之中洋溢着积极上进、
意气风发，渗透出中华文
化历经千年磨炼而成的独
特气质与成熟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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