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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素仲作品

市花，既是城市形象的重要標誌，也是現代城
市的鮮活名片。國內外不少大中城市，都擁有自
己的市花。比如，莫斯科的市花向日葵、首爾的
市花連翹。又如，北京市花月季花、香港市花紫
荊花、上海市花白玉蘭、福州市花茉莉花等。我
最熟悉的，當屬廈門市花——三角梅。
三角梅的「老家」，在南美洲的巴西。上個世

紀五十年代，我國南方開始大量引種，成為人們
常見的花卉之一。1986年，廈門將三角梅定為市
花。寒露的頭天上午，天藍藍，風輕輕，懷着愉
悅的心情、帶着可愛的外孫逛公園。剛進南大
門，一個由五顏六色三角梅組成的大花壇，吸引
我的眼球，燃起我的興趣。三角梅，為常綠攀援
狀灌木，花大色艷，花期較長，常作為庭院種植
及盆栽觀賞。
廈門，別稱鷺島，位於福建東南部、九龍江入

海處，是東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港口，以及
我國著名的旅遊城市。廈門西接漳州台商投資
區，東南與大小金門和大擔島隔海相望，與漳
州、泉州並稱廈漳泉閩南金三角經濟區。作為中
國最早四個經濟特區之一的廈門，還是閩南、贛
南、湘南的東向出海口。這裏融僑鄉風情、閩台
習俗、異國建築為一體；這裏島、礁、岩、寺、
樹、花相互映襯、相得益彰。近幾十年來，伴隨
着經濟及社會的持續發展，廈門已收集培育了
110多個品種，佔世界三角梅家族成員的三分之
一，是迄今全國擁有三角梅品種最多的地方。
瀕臨台灣海峽的廈門，由廈門島、鼓浪嶼、內

陸九龍江北岸沿海部分地區，以及集美、同安等
地組成；陸地面積1,500多平方公里，海域面積
300多平方公里。國際性海港風景城市廈門，是
座「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海上花園。很多人
都知道，廈門氣候四季如春、景色如詩如畫。我
是幾年前退休後，從武夷山下來到廈門隨女兒生
活的。在我眼裏，廈門不單城市風姿綽約、風情
萬種，就連市花三角梅也五彩繽紛、分外多情。
廈門歷史悠久。晉太康三年（282年）置同安
縣，屬晉安郡，不久裁撤，併入南安縣，直到
600多年後，才再次設縣建制。洪武二十年
（1387年）始築「廈門城」——意寓國家大廈之
門，「廈門」之名自此列入史冊。廈門地形以濱
海平原、台地和丘陵為主，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傾

斜，地勢地貌構成類型多樣，有中山、低山、高
丘、低丘、台地、平原、灘塗等。從西北往東
南，依次分布着高丘、低丘、階地、海積平原和
灘塗，南面是廈門島和鼓浪嶼。海拔1,175.2米的
雲頂岩，為廈門島最高峰；聲名遠揚的日光岩，
為鼓浪嶼最高峰。2017年7月8日，在波蘭克拉
科夫舉行的第41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位於廈門島
西南隅的「彈丸小島」，與廈門島一衣帶水的
「鼓浪嶼——歷史國際社區」申遺成功，戴上
「世界文化遺產」的桂冠，散發出愈加光彩奪目
的文化之光；注入全新旋律的鼓浪嶼之波，輕輕
撥動着五湖四海、天南地北遊客的心弦，在這裏
聆聽一段段動人的歷史往事、翻閱一篇篇驕人的
歷史華章，別有一番韻味湧上心頭。
有句成語，叫「錦上添花」。盛開的三角梅，

猶如孔雀開屏，格外燦爛奪目，令人為之陶醉。
幾十年來，三角梅真真切切、實實在在為鷺島廈
門增添了許多人見人愛的「花」。廈門三角梅，
除了默默奉獻的精神，還有難能可貴的品格。
——隨遇而安。在廈門，三角梅隨處可見、觸

目皆是。不單廣受當地市民的青睞，而且備受八
方遊客的喜愛。三角梅喜溫暖濕潤氣候，對土壤
要求不嚴，在排水良好、含礦物質豐富的黏性土
壤中生長良好。三角梅不耐寒，但卻耐鹼、耐貧
瘠、耐乾旱、耐修剪。廈門三角梅，在生長環境
方面，不嫌貧愛富、不挑肥揀瘦。從路旁，到橋
邊；從社區，到公園；從街頭，到巷尾；從陽
台，到門前，只要有些泥土，它們都能牢牢扎
根；只要有燦爛陽光，它們就會默默開放。廈門
三角梅，雖貴為市花，卻甘於平凡。在我家住地
附近、本人光顧最多的集美「敬賢公園」，春夏
秋冬，都有不同品種、不同顏色、不同形態的花
兒競相開放，綻放出美美的笑容、散發出淡淡的
香味。如，鳳凰木、木棉樹、臘腸樹、羊蹄甲、
重陽木、紅千層、雞蛋花、雞冠刺桐、印度紫
檀、澳洲火焰木等。它們有的高大挺拔，有的枝
繁葉茂，勃勃生機，默默競秀，在不同的季節，
綻放不同的花兒，為整座公園平添了不少情趣與
魅力。它們大多立身人行步道兩邊，且胸前都有
一張圖文兼備的「名片」，唯獨既不粗壯，又不
舒展的三角梅，不單種在公園內不起眼的角落，
而且沒有任何身份介紹。或許，這是「天下誰人

不識君」的緣故吧。可貴的是，它們年復一年，
無怨無悔，無聲無息，盡其所能，燦爛開放。
——善解人意。雲起無聲，花開有期。比如，

桃花、荷花、菊花、梅花等，分別在春夏秋冬不
同季節開放。廈門三角梅，通常在每年的5月前
後、11月前後進入盛花期。若是遇到特殊年份，
它們便會善解人意，服從需要，提前開放。2017
年9月，舉世矚目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九次會
晤，在中國廈門舉辦。為了迎接世界嘉賓，以更
加美好的姿態展示廈門形象，廈門先期在市區部
分主幹道，以及公園景區等地段，布置了許多三
角梅樁景、花柱、花球等。這些熱情好客的三角
梅，齊刷刷把花期提前到9月。三角梅能「按需
開放」，得益於人工「控花」。「控花」，說起
來容易，做起來不然。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
先要摸清三角梅的開花習性，爾後再多管齊下、
多招並舉，有的放矢一般，綜合採取施肥、澆
水、修剪、光照、生長調節劑等手段。當地園林
部門有關人士形象地說，「控花」好比裝「開
關」，每一個環節，每一道工序，都要恰到好
處、恰如其分，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早了不
行，遲了也不行。這樣，才能讓三角梅按照人們
「預約的時間」閃亮現身，一展市花平而不凡的
絢麗多姿，以及廈門這座旅遊城市的熱情好客。
己亥金秋，前往澳洲與新西蘭旅遊。一天，在

昆士蘭州首府布里斯班南岸公園（Brisbane
South Bank Parkland）觀光。途中，導遊津津有
味地給我們介紹三角梅長廊。及至跟前，旅遊團
中有人快言快語：欣賞過許多三角梅，還是廈門
的三角梅艷得耀眼、美得醉人。的確，廈門市花
三角梅，雅而不俗，艷而不嬌。淡雅是她的品
性，奉獻是她的追求。眼下，適逢金秋，鷺島隨
處都可看到渾身熱情、滿臉堆笑的三角梅。當代
著名詩人舒婷在《日光岩下的三角梅》中寫道：
「是喧鬧的飛瀑/披掛寂寞的石壁/最有限的營養/
卻獻出了最豐富的自己……」誠如斯言，廈門三
角梅，無論立身何處，她們全都毫無保留地盡情
綻放，不為別的，只為給天南地北遊客送上一絲
愜意、給國家大廈之門增添一縷秀色。

話說西班牙作家，暢銷書《風
之影》（La sombra del viento）
作者卡洛斯魯依斯薩豐（Carlos
Ruiz Zafón）在美國洛杉磯去世，
享年55歲，他在2018年診斷出結
腸癌，之後一直為其所苦；他在
1964年9月25日生於巴塞隆拿，
幼時立志成為作家，家中並無文
學氛圍，其母為家庭主婦，其父
則為保險經紀人，經常教導他：
「文學與書本的世界非常重
要」；完成大學學業後他首先任
職於廣告界，曾任巴塞隆拿著名
廣告公司總監；1992年決定投身
寫作，辭職之後即參與文學創
作；據外媒所報道，他近兩年罹
患大腸癌，早前在美國洛杉磯家
中過世。
他在2001年出版的《風之影》
為他迄今最著名的長篇小說，以
巴塞隆拿為背景講述愛書人的傳
奇故事，令讀者癡迷，席捲西班
牙書市；《風之影》之後與《天
使遊戲》（El juego del ángel）、
《天空的囚徒》（El Prisionero
del Cielo ）構成「遺忘書三部
曲」，他的最後一部作品乃2017
年推出的《靈魂迷宮》（El laber-
into de los espíritus ）。
就在2004年，《風之影》獲西
班牙年度最暢銷小說獎；在法國
獲年度最佳外國小說獎；在英國
成為有史以來第一本登上暢銷榜
冠軍的西班牙小說，目前《風之
影》已譯成50多種語言在全球出
版，總銷量高達1,500萬冊，創造
西班牙當代出版的紀錄。
在1993年，他出版小說處女作
《霧中王子》（El príncipe de la
niebla ），獲西班牙重要的「艾德
彼兒童文學獎」所肯定，接下來
幾部作品如《午夜皇宮》（El pa-

lacio de la medianoche）、《九月
之光》（Las Luces de Septiem-
bre）與《瑪麗娜》（Marina ）
等，俱為極受好評的青少年小
說，他在寫作小說及劇本以外，
同時為西班牙《前衛報》、《國
家報》撰寫專欄，全球各地獲獎
無數；2004年先獲西班牙出版協
會選為該年度最暢銷小說，後在
法國獲頒「年度最佳外國小
說」，曾獲此殊榮的西語文學巨
擘僅有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與巴爾加斯略薩
（Mario Vargas Llosa）；德文版
出版一個月即熱賣十萬冊；英文
版在英國成為有史以來第一本登
上暢銷榜冠軍的西班牙小說，美
國推出後迅速登上各大暢銷排行
榜，其中包括《紐約時報》、
《洛杉磯時報》、《三藩市紀事
報》、《華盛頓郵報》、《丹佛
郵報》、獨立書商協會等，並打
入亞馬遜網絡書店前一百；其書
介於純文學和大眾文學之間。在
國際間受到矚目以後，也為後來
進軍國際市場的西語作家鋪路，
許多優秀的西班牙語作品因此譯
成各國語言。
《風之影》讀者醉心於其筆觸
精準有力，輕易便可勾勒出生動
的畫面，角色對話寫得相當好，
節奏感也很強，作品有着濃濃的
歐陸風味；「遺忘書之墓系列」
故事軸心都圍繞在「書」的故
事，不同的是《風之影》的故事
在書的實體的爭奪，而本書則放
在書本的創作，由書本創作之謎
團與過程，串出奇特故事。
雖然整個系列並無明顯提到政

治與戰爭，但作者在字裏行間往
往不經意流露出對此場內戰的控
訴。

■葉 輝

風之影作者結腸癌去世

野菊染霜花猶香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吳春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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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楝子

■李潔新

生活點滴

■青 絲

廈門市花三角梅

詩情畫意

到公園運動，看到一個老頭抱着一棵苦
楝樹在猛力搖晃，苦楝子如雨點般落下
來，樹下幾個人趕忙蹲下撿拾。站在旁邊
看熱鬧的人都覺得奇怪，不明白這些人撿
苦楝子來做什麼。
我知道撿苦楝子的人是用來泡藥酒，外
用有抗菌治癬的療效。從這個細節，也能
看出不少過慣了城市化生活的人，與舊有
的鄉村經驗是脫節的，因為在過去，苦楝
子是有專人收購的商品，撿苦楝子賣錢是
鄉下的小孩子改善生活的重要方式。
苦楝樹在南方是很常見的庭院綠化樹，

一是易存活，不挑地，二是成材快，木料
可堪大用。屈大均的《廣東新語》記述，
明清時期，嶺南鄉村生養了女兒的人家，
會在屋前屋後種幾棵苦楝樹。女兒到了摽
梅之年，樹木也長至可供成器，砍了做傢
具作為陪嫁，與紹興的女兒紅酒，有異曲
同工之妙。
我幼時住的街道也有很多苦楝樹，有幾

株樹幹尤為粗大，小孩雙手無法合圍。春

末夏初，枝梢處會開出淡紫色的小花，釋
出一股淡雅的植物青氣。苦楝花可以提煉
芳油，其香氣令人舒適安神。蘇軾的《香
說》記敘，宋仁宗最寵愛的張貴妃喜雅致
素淨，其臥室每天淨化空氣，焚燒的香是
用苦楝花、松子膜、荔枝果皮一同蒸餾提
煉製成，諸如沉檀、龍麝這些名貴的香
料，都一概不取。苦楝花的豐富內蘊，既
切近大眾的深層記憶，又能滿足貴族階層
的私人需求。
苦楝樹的枝葉茂密，亭亭如車蓋，夏日

時節，會有很多人聚集坐在樹下的石凳上
聊天乘涼，是消閒小憩的好所在。到了秋
天，枝頭會結出一串串橢圓形小果，起初
是青色的，成熟後就轉為了金黃色，故苦
楝子又有別名「金鈴子」。
嶺南古民謠曰：「荔枝好食不生子，苦
楝無甘墜折枝。」意為苦楝子有微毒，無
法像荔枝那樣作為水果食用，即使樹上結
出的果實把枝頭壓折了，也沒人來摘。當
然這是藝術修辭化的說法，苦楝子除了可

以賣錢，對小孩子來說，也有許多可玩的
樂趣。趁苦楝子未完全成熟、顏色尚青時
摘下來，硬邦邦的一粒粒，圓轉如彈丸，
用針線串成一串掛在脖子上，是做遊戲的
道具念珠。
完全熟透了苦楝子，果肉漿軟，呈紫褐

色，又可以用來做鋼筆墨水。把苦楝子泡
在清水裏，任其泡脹糜爛，待果肉的色素
徹底溶解到水中，取一塊布過濾，把沉澱
在水底的渣滓濾掉，就是自製的藍黑墨
水。這種墨水只能蘸着書寫，灌到鋼筆裏
會凝結，無法使用。
苦楝木的硬度適中，可塑性好，木料經

過高溫定型後，不易變形，在高溫潮濕的
嶺南，是最常見的傢具木料。我讀初中的
時候，家人給我買了一個用苦楝木做的床
頭櫃，兼作書桌。沒有上漆的原木櫃，每
當伏案寫字，就會聞到一股苦楝木香。淡
淡的苦楝木香，無聲地撫慰着少年的苦悶
和倦怠，陪伴我度過了那段浮躁焦慮的青
葱歲月。

李叔同自幼身體羸弱，加上多憂多慮認真做
人的性格，終於染大病了。不是一般的病，而
是在當年很嚴重的肺病。李叔同在此大病中，
以寫實又浪漫的手法把病情描述出來。「肺枯
紅葉落」，肺病的吐血讓他描寫得如此浪漫，
只如紅葉從枯樹落下一樣。讀此詩令人既心痛
又心憂。但李叔同就是這樣的硬性子。異鄉染
病，還能樂觀地賦詩一首，並以「微陽」的筆
名發表，暗示自己的身體如微弱的陽光一樣，
但仍是陽光時，仍能發熱。而事實上，李叔同
的肺病並沒有完全康復。在1913年給許幻園
的信中說：「今日又嘔血，……」1924年寫
給俗侄李聖章信又說：「朽人近年以來，神經
衰弱至劇，肺、胃、心臟，並有微恙……」
李叔同終生奮鬥，與病體亦是。

微陽的光和熱
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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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應了民間那句「白露不白，下過九
月」的諺語，今年，自從那一場百年不遇
的特大暴雨過後，沒有晴朗幾日，從白露
的小雨開始，就一直陰雨連綿。13度左右
的氣溫下，今年的霜和露也來得比往年早
一些。在這樣的時節，正如一句老俗話裏
那個很常見的歇後語一樣：很多植物禁不
住霜露的打擊，都像「霜打的茄子——蔫
啦！」而野菊花呢，則恰好相反，在霜露
的浸染下，一朵朵鮮艷的小黃花卻簇擁着
開得密密匝匝，一片連着一片，很遠就能
聞到一股沁人心脾的草本清香。
之前，在一頁枱曆上面看見野菊花有祛

毒瀉火、疏風清熱、消腫利水、消脂降
壓、安神醒腦、有利於增強睡眠質量、對
頸椎病有改善、養肝明目、降壓通脈、減
肥延年、防治鼻咽癌等作用。菊花茶對口
乾、火旺、目澀，或由風、寒、濕引起的
肢體疼痛、麻木的疾病均有一定的療效。
健康的人平時也可當開水飲用。每次喝
時，不要一次喝完，要留下三分之一杯的
茶水，再加上新茶水，泡上片刻，而後再
喝。既然野菊花有這麼多的功效，那為什
麼不試試呢？
很快，陸陸續續把那些去山上摘回家來

蒸過、晾乾的野菊小花朵泡茶喝以後，厲
害的老媽廢物利用，把家裏已經不穿的舊
布襯衣袖子剪下來，縫上袖口，把篩剩下
的一堆野菊花粉末裝起來縫好，然後拿來
裝在枕頭裏面一直睡到現在。奇跡竟然真
的發生了，可真是意外的驚喜：不但她的
血壓從160變到了115，以前梳頭都夠不着
的頸椎病也已經不成問題了，頸脖子和手
隨便怎麼轉動梳頭了——而且，更令人驚
喜的是，野菊花裝入枕頭裏面後，也會散
發出一種濃郁的清幽苦香味，很快就讓人
進入了夢鄉且睡得極為踏實深沉，一覺就
睡到了天光大亮的清晨——最最可喜的
是，睡了這個有野菊花的枕頭以後，居然
晚上沒有蚊子飛進屋來叮咬了！於是，我
媽把全家人的枕頭如法炮製了一番，都做
成了野菊花枕頭；尤其是在有類風濕關節
炎的老爹的床尾腳下部位，還專門多放了
一個對他的腳特別關照，希望對老爹由於
類風濕關節炎已經變形的腳能夠有所幫助
和改善，從而少受一些折磨和痛苦——嘿
嘿，看來，用放了野菊花的枕頭睡覺，以
後的炎炎夏日，蚊香和蚊帳之類的都可以
退休到一邊兒涼快去了！
另，據典籍記載：

1、《本草綱目》：「治癰腫疔毒，瘰癧
眼瘜。」2、《本草匯言》：「破血疏肝，
解疔散毒。主婦人腹內宿血，解天行火毒
丹疔。洗瘡疥，又能去風殺蟲。」3、《本
草求真》：「凡癰毒疔腫，瘰癧，眼目熱
痛，婦人瘀血等證，無不得此則治。」經
現代研究表明，野菊花之所以能「通關
竅、利滯氣」……主要是菊花中含有龍
腦、樟腦和菊油環酮等揮發油、菊甙、腺
嘌呤、氨基酸、膽鹼、水蘇鹼、小櫱鹼、
黃酮類、菊色素、維生素，微量元素等物
質，可抗病原體，增強毛細血管抵抗
力……
而今，漫山遍野的，一年一度，野菊花

又開！野菊花啊親愛的野菊花，你的作用
真是太大了——讓我微笑着向你敬個禮
吧！
雙腳走在聞得到泥巴味道的土地上，流

連忘返在清香撲鼻的花草樹木間，就感覺
無比的踏實安然，一顆着陸的詩心一瞬間
隨風怦然而動，結句於胸：

草葉帶露珠欲滴
野菊染霜花猶香
秋入愁腸終有時
味沁心脾化惆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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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印象三首
——賀深圳特區建立四十周年

二
鵬城深圳經錘煉，
體健筋壯正當年。
改革開放先鋒將，
再創烜赫大志延。
超越自我擔重擔，
創造新高敢為先。
強大引擎動力勁，
飛坡跨隘笑聲歡。

一
金鵬昂首拍雙翅，
雄勢劃空傲碧天。
繡羽豐潤染錦色，
柔冠高豎耀虹丹。
歲滿四十創奇跡，
譽溢九州鑄偉篇。
開路拓業又啟始，
長嘯飛躍正翩翩。

三
灣區崛起正騰躍，
風起雲騰雪浪翻。
江面潮漲航道闊，
河岸水滿好揚帆。
璧合珠串聚宏彩，
山匯堤接耀翠鮮。
福壤祥址繫一帶，
浩浩蕩蕩共往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