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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开始的时候，人们纷纷奔
往神农架。写罢《金丝猴部落》，我
亦开启森林的夏之旅，住在大龙潭，
以继续观察金丝猴。我的想法很简
单，真正写好一种动物，必须连续观
察二十年。

这个想法源于一个美国人，他观
察猫二十年，写了一本《猫》。依稀记
得，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中，
有个人在美国西海岸观察鹰长达二
十年。珍妮·古道尔从二十多岁起前
往非洲原始森林，度过三十八年时
光，获得非凡的野生动物研究成果。

那时候，我只是想一段时间待
在北京，一段时间待在神农架森
林。从最喧嚣的大城市，到最宁静
的森林，在两极之间获取人生感悟，
拓展我个人的写作领域。逃避北京
的溽暑也是我的想法之一。

初始的兴奋点聚焦在野生动
物，拍一种野生动物上传网络，引发
一片惊羡，内心获得一种非尔族类
的快乐。我的朋友圈多舞文弄墨
者，你们生活在文明中心区，我与野
兽为伍。那种感受十分微妙。此间
有一个插曲，离我不太远的陕西镇
坪，横空出了一个“周老虎”，朋友们
也问我，你拍的金丝猴是不是真的？

观察大自然中的野生动物相当
之难。在都市中，街上发生一个事
件，人们纷纷拥去围观。走在原始森
林，前面或侧边突然发生巨大响动，
人的本能是逃离。其实直到今天，森

林中突然蹿出一头黑熊，我第一时间考
虑的也是逃离，不是追上去拍摄。

所以，我在寻找野生动物之际，同
时关注神农架植物。野生动物要不期
而遇，而植物永恒地在那里等候。我
记得在神农谷的垭口，有一片绿绒蒿，
每年的夏天开花，那妖艳又质朴的蓝
色花，仿佛到时间就召唤我去拍摄。
垭口上一片等候的花，它们是在期待
夏天的金阳和穿越的暖风么？

大龙潭的海拔高度，与我村口的
百草冲相同，生长着许多在低处难得
一见的植物。纯净的空气中，纤尘不
染的花朵被金阳光照耀，纤毫毕露，可
以看清花蕊的精微结构。

重要的是，植物永远在那里等
候。于是，观察金丝猴之余，四处寻找
植物。我这样的一个植物菜鸟，每天
都能发现好多“新种”，即我个人没有
见过的植物。

这么懒散地在森林中走着，背着
摄影器材、丛林军刀、军用水壶和压缩
饼干，我有些“森林得志”的快乐。有
一个中午，金丝猴待在树上打盹，我沿
着一个土坡走进冷杉林，林下铺着一
层厚实的铁锈色的冷杉针叶。这样的
地方，往往会生出一些橙色的松乳菇。

忽然，我看见一株白色的小草，顶
开铁锈色的冷杉针叶，挺立在树荫
下。停住脚步，蹲下来，悉心打量。它
从茎秆、叶片到花朵，全身素白透明，
如水晶。我想如果有一缕阳光打在它
身上，在金色光芒照耀下，它的通透与

纯净，拍摄下来一定极美。可是，它不
需要阳光，根据它自我选择的生境，水
晶兰就是一株黑暗之花。

心里生出一种感动。谁家孩子是
这样生长的呢？它未接受光的照耀，
连茎秆也没有一点绿色，从冷杉的针
叶中挺起，低头绽放花朵，全身晶莹剔
透。在高山的清凉之境，水晶兰独生
与簇生，在林下长出一小片。从惊讶、
惊喜、惊叹，直到产生内心的窒息感。
花与人居于两个世界，从无沟通。而
水晶兰，与植物界的其他物种，也是相
去甚远。

水晶兰全身肉质，似乎已经蜕化
为仙，若一株仙草。坊间也称它为幽
灵之花。它是我在马先蒿之后发现的
神秘之花，也同属腐生植物，依靠菌类
提供养分。生而不花，枉为植物，水晶
兰可视为通体皆花。

从水晶兰开始，我觉得走进植物
的世界，能够获得许多神奇。它简直
是一个梦。午间，万物俱寂，金丝猴在
午休，鸟类停止啼叫，蝉鸣也歇住。我
蹲在一株水晶兰前，它让世界休眠。

从此，水晶兰带我走进植物界。
千姿百态只是植物的外表，生长才是
它们的共同内心。时间从叶子上走
过，即使不曾沐浴到光，听任风的梳理
却完全相同。此后，我年年看见水晶
兰，相信它们并不在乎我的存在，蓦然
生长的短暂时间，水晶兰无色的绝望
之美，只有一步之遥。它是一朵感叹，
扎入冷杉针叶之下的泥土。

水晶兰带我走进植物世界
古清生

⦾作家自述

本期关注 植物 自然是一部大书，阅读它必须置身于自然。 ——题记

2009年，古清生进入神农架，开启人生的耕读历程。从“北漂”作家到隐居山林的茶
农，他的身份转换，缘于对大自然的钟情。神农架以难以数计的花朵、果实、鸟羽、兽鸣召唤
他，以“一片绿的光”诱惑他，他跨上摩托车，从北京长驱1700公里，成为森林的正式居民。
在幽寂的森林深处，他种茶炒茶，种玫瑰制作花露，采集野果酿酒，在厨房研究烹饪。或者，
循着雪地足印追踪野兽，俯身山岩听流淌的泉音，攀缘至垭口拍摄蓝色绿绒蒿……

每一种植物都清新可人，每一种动物都朋友一样亲切。开门即是的广袤森林，给予他
人生的散淡从容、丰盈纯粹。在近期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森林中有许多酒》
中，古清生书写了自己从水晶兰开始的观察植物之旅。 ——编者

“家乡那棵红枣树，伴着我曾住过
的老屋，有过多少童年的往事，记着我
曾走过的路……”这熟悉的旋律再次
勾起我对老屋红枣树的沉重牵挂。

从我记事起，我家院内就有一棵
枣树。这棵枣树栽种于北屋正堂与
东厢房的夹角处，居住在这两座房子
中四代人的喜怒哀乐被这密密麻麻
的红枣树枝条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散文家杨朔说：“花鸟草虫，凡是
上得画的，那原物往往也叫人喜爱。”
枣树，通常不是画家的爱物，古今文
人骚客提到它的诗文也不多见，但这
耐贫瘠、抗干旱的普通树种，却是我
最喜爱的。它是我心中的伤痛，也是
我抬头仰望时看到的希望。

俗语讲，四树进宅，镇室旺财，这
四树中就有枣树。在我的家乡习惯
把枣树按果实分为紫枣（又叫甜枣）
树和酸枣树，招人喜欢的是紫枣树，
因为它的果实是红色的，甜甜的。“人
言百果中，唯枣凡且鄙。皮皴似龟
手，叶小如鼠耳。”诗中看不到作者白
乐天对枣树的偏爱，我想这说的不是
甜枣树而是酸枣树。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流行的说
法是：枣树同音为早树，有早日树人
才之美意，象征做什么都快人一步，
种在庭前，守护家人成才成功，给院
子里的人们带来好运。枣树寓意早
生贵子，种在家里有好兆头。当然也
有不同的说法：庭院不宜种枣树，原
因是枣树树冠高大，遮阳，容易赶走
好运气。不过自古以来，这块土地上
的人们就开始栽种枣树，它如同春来

三月三、秋走九月九的燕子，年
年岁岁陪伴着寻常百姓。

数日前，父亲唯一的
弟弟、我的叔叔去世，给他
办完后事，父亲和我闲
聊，说起屋前枣树。根
据父亲回忆，这棵枣树
是在1962年春天，叔叔
十五岁时亲手栽种的，
至今已过去六十年。
叔叔走了，留下了这棵
枣树。诗云：“棠棣之
花，萼胚依依；手足之

情，莫如兄弟。”作为兄
长，已届耄耋之年的老父

亲常常自言自语，似乎在低
吟东坡先生的“与君今世为兄

弟，又结来生未了因”，那分明是对叔
叔的思念。看到老人家神色忧伤，我
心很痛。

闲云潭影，物换星移。家中的房
屋已拆建翻盖了几次，庭院原貌不
在，不变的是老屋的这棵红枣树，它
孤零零地、顽强地生长，茂盛的树枝
挂牵着北屋正堂，挂牵着我随父母居
住的东厢房。红枣树春日发嫩芽，秋
天结红果。一团碧绿，连同挂满枝头
的大红枣，总是我心中的一幅画。

母亲教我，枣芽发，种棉花。不
少年份，种棉花的收成是我全家人的
经济来源，吃饭穿衣靠它，买纸买笔
也靠它。枣树结果不多，换不来钱，
但却是我记忆中少有的甜蜜。

那些年，家里四世同堂。曾祖父
母、祖父母、叔叔和我们一家，同住这
座南北长五丈八、东西宽五丈四的普
通院落，因为“树大分杈”，分灶吃饭，
夕阳西下，傍晚时分的风箱声此起彼
伏，炊烟袅袅，孩童嬉戏，鸡叫犬吠，
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地共同生活在
这棵红枣树下，其乐融融，在我童年
的记忆里，这是真正的人间烟火。

那一年，家中柴草垛失火，烧死
了我五岁的弟弟，严重烧伤了救我弟
弟的父亲，近处的一棵榆树也被烧脱
了皮，十三岁的我怀抱黑黢黢的树干
仰天悲嚎，但是稍远处被烟熏火燎的
枣树竟毫发无损。

那一年，受苦受累的爷爷备受疾
病折磨，五十六岁便撒手人寰。我至
今记得爷爷眷恋求生、有所期待的眼
神，这情景长久刺痛着我的心。哀乐
声中，祭奠爷爷的灵棚搭建在正房正
前，托起灵棚的四根柱子中东南方向
的一根借助了院里枣树的树干，算是
这枣树为主人送最后一程。

那一年，大地回春，万象更新。
1982年，我以较高的分数考入河北大
学，走出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黄土
地，挣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轨
迹，与万千学子一起踏上了人生的新

起点。上大学那天动身时，我心情复
杂，步履沉重，身背母亲亲手为我缝
制的衣物，含泪紧抱红枣树开裂的树
干，久久不愿松手。

那一年，我有了工作，也收获了爱
情。美丽的妻子连我家庭的穷富都没
搞清楚，就毅然决然地嫁给我这个中
专教师。我的新婚大典就是在这棵红
枣树下举办的。那是在民国才女林徽
因纵情歌唱的人间四月天，初夏的季
节，树上嫩芽勃勃，枝下粉面桃花，令人
惊艳的新娘子失色了枣花，醉了新郎。
从那年起，妻子最喜欢吃的是家中树上
的大红枣。“八月剥枣，十月获稻”。母
亲活着的时候，中秋节前后，都会亲手
小心翼翼地摘下一颗颗大红枣，用最新
的布袋装好，捎给她百里之外的儿媳
妇。农历壬辰年暮春母亲去世时，她的
儿媳默默地折叠好满满的一大包千纸
鹤，亲手送到了婆婆的坟前……

这十年，蓝天碧水，满目葱绿，百
姓安居乐业，生活水平犹如芝麻开花
节节高。家中的红枣树更加枝繁叶
茂，生机勃勃。我儿时的记忆是“淹
梨旱枣”，是说天越旱，枣树越挂果。
父亲却说，这些年，无论年景淹与旱，
红枣树总是年年开枝散叶，岁岁硕果
累累，每逢收获季节，如同一簇梦幻
般的红珊瑚。

“……当初离开家的时候，枣树
花香开满枝头，每当我孤独的时候，
就想起家乡一草一木，随着那蹉跎的
岁月，你是否依然花香如故”。如今
的老屋只留下我八十岁的老父亲，还
有这棵六十岁的红枣树，因为担心红
枣树孤独，我把重新移栽后的、陪伴
我三十年的一株树冠呈棕榈状的苏
铁栽在了院落中枣树的不远处。

每次回老家看望父亲，也成了我
与伴我成长的红枣树见面的机会。
每一次的重逢，都会勾起许多往事，
许多滋味……

（作者系河北省邢台市教育局一
级调研员）

老屋的红枣树
赵洪宪

⦾杏坛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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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选自《《花朵小史花朵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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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2019年开始，每周通过博
客或微信公众号推送一篇有关花卉植
物的文章，到现在已经积累了200多
篇、60多万字。文章对每种植物的
性状特征、演化脉络、文化意蕴等都
力所能及地加以梳理。有不少读者对
此非常感兴趣，经常通过各种途径和
我交流，说自己原来对身边景物是多
么熟视无睹；有些读者发现新奇的花
卉植物，会及时提醒我去现场找寻，
丰富写作素材。

每个人心中都有好奇的种子

经常有人问我，你是物理教师，
怎么会对植物感兴趣？2019年，我
经历了一次工作单位的调整，新的单
位离家比较近，我开始步行上下班。
原本只是想锻炼身体，但从家到单位
沿途会经过一个湿地公园，还要经过
一所高校，这些区域的植被非常丰
富；即便是城市道路的两侧，在园林
工作者的精心布置下，也是鲜花不
断，一年四季总给人带来盎然的生
机。

在这样的环境中行走，很自然地
就会被身边的景致所吸引。像石榴
树、槐树、合欢树等植物，小时候经
常看着它们花开花落，对它们有着深
厚的情感；像丁香、栀子花、蔷薇等
植物，首次相识是在流行歌曲中，近
距离观赏则有别样的感受；像野豌
豆、吊瓜这些野生或栽培的植物，有
着悠久的历史，在《诗经》中都能找
到它们的踪迹；像粉黛乱子草、马鞭
草、松果菊等近些年的网红植物，都
是引进的植物品种，丰富了人们的物
质和精神世界。

越是对这些植物关注和了解，越
会有令人惊奇的发现，也越能激发我
的好奇心。唐代诗人杜牧夜泊秦淮
河，想起陈后主故事，借古喻今写下
了名作《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
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
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后庭花是
什么植物呢？有一年我参加民进上海
市委组织的西部教师培训活动，在贵
州见到了青葙这种植物，在对它进行
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它的花在某种情
况下会发生缀化现象，其变形的品种
即我们常见的鸡冠花。北宋苏辙曾写
道：“……或言矮鸡冠即玉树后庭
花。”南宋王灼在《碧鸡漫志》中也
写道：“吴蜀鸡冠花有一种小者，高
不过五六寸。或红，或浅红，或白，
或浅白，世目曰后庭花。”你看，从
青葙到鸡冠花再到后庭花，这样的发
现历程是我初见青葙时完全没有想到
的。

有一次我在家附近的河道边散
步，被一种花香所吸引，仔细辨别，
发现是一种开着黄花的枝条长长的草
本植物释放出来的。花儿虽小，香气
却很浓郁，通过查询才知道它的名字
叫草木犀。在研究这种植物的时候，
我有了意外的发现。古时候的人们为
防止蠹虫咬食书籍，会在书中放置几
片芸香片，植物学家在大量考证的基
础上发现，古代藏书所用的“芸香”
并非现在植物分类中的芸香，其实就

是草木犀。我们常说“书香门第”，
这里“书香”的本义既不指墨香，也
不指纸香，是书中所夹的草木犀所发
出的香味。夹有草木犀的书籍，书中
清香之气，日久不散，打开书后，香
气袭人，故而称之为“书香”。你
看，一次偶然的相遇，产生了对“书
香”的新认识，这样的际遇多么有
趣！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好奇的种子，
这些花卉植物就是诱发我好奇心的催
化剂。每认识一种植物，就会有意料
之外的发现，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惊
喜。原以为写上几篇文章好奇心得到
满足之后兴趣也会淡了，没想到对植
物的了解越多，好奇心就越强，以至
于关于植物的文章写了一篇又一篇，
颇有欲罢不能之感。

花草自有智慧

每一株植物、每一朵
花都是一个神奇的世
界。很多落叶植
物春季以后才
开花长叶，人
们以为这些
植物在整个
冬季也像很
多动物那样
处于冬眠的
状态。其实
不然，在秋叶
下落的时候，
新的叶芽和花芽
就已经开始萌发，
它们在整个冬季一直
在蓄势，就等着大自然的发
令枪呢。像迎春花、白玉兰等植物，总
是急不可待地向人们传递着春的讯
息，给人们带来春的希望；而茉莉花、
荷花等总伴随着火热的夏天绽放自己
的风采；木芙蓉、菊花等不慌不忙，在
深秋季节给人们送来一次次的惊艳；
山茶花、梅花则不畏严寒，让人们在凛
冽的冬季也能看到生活的美好。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植物为了
繁衍生息，进化出了许多有趣的机
制。比如说很多植物有着色彩鲜
艳的花瓣，这既是为了吸引昆虫
的造访，也是给昆虫取食花蜜提
供停歇的平台；比如说雌雄同株
的植物雌蕊和雄蕊不同时成
熟，防止昆虫在帮助授粉的过
程中自花授粉，通过异花传粉
来避免近亲繁殖；比如说为了
让特定的昆虫前来觅食，它们
会选择开花的时机，有的甚至
仅在晚上开花，以保证传粉的
有效性；比如说不少植物自身
无法移动，它们要么结出果皮
鲜艳的果子，吸引鸟类前来食
用将种子传播出去，要么给果实
长上翅膀（翅果），借助风力把种
子散播出去……

花朵生长过程中的很多机制，
可以用学校里所学的相关知识来解
释。比如紫露草，每朵花的三枚花瓣
相互隔离，互成 120°角，这种用极
少量的材料制作出来的花瓣，有点儿
像凹面镜，可以将照射在花瓣上的光
反射并聚焦在雄蕊花丝顶端那些细
小的念珠点上，从而吸引蜜蜂的注意
力，让蜜蜂飞过来帮着完成传粉的工
作。紫露草不产蜜，所以没有花蜜的
芳香，这样就避免了其他昆虫过来搅

局，只让对花粉感兴趣的蜜蜂来专门
提供服务。再比如生长着大大粉色
花朵的月见草，它的花瓣具有类似耳
朵的功能，当蜜蜂的嗡嗡声传过来
时，它会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将花蜜中
糖分的浓度平均增加20%左右，依次
来吸引蜜蜂采蜜，同时帮着完成授粉
的工作。

花朵中的数学知识就更多了。
科学家们发现，植物的叶子、花瓣
和果实的数目，都和一个奇特的数
列非常吻合——著名的斐波那契数
列：1、1、2、3、5、8、13、21、
34、55、89。这个数列有一个规
律，就是从第 3 个数字开始，每一
个数字都是前两项之和。比如说百
合花的花瓣有 3 枚，桃花和梨花的
花瓣是5枚，飞燕草的花瓣是8枚，
瓜叶菊的花瓣是13枚，向日葵的花
瓣有的是 21 枚、有的是 34 枚，等
等。向日葵花盘中的种子组成了两

组螺旋线，每一组螺旋线上
种子的数量，都与斐波那

契数列上的数字相吻
合。更有趣的是，

向日葵的螺旋线
弧度是 137.5°，
这是一种黄金角
排列，之所以会
有 这 样 的 排
列，与地磁场对
植物的长期影响
有很大关系。更

令人叫绝的是，这
样的排列模式竟然

发挥出了最有利于通
风、采光、与排列密度兼

顾的最佳排列效果，建筑师
们常借助这样的黄金角排列
来设计相关的建筑，以便既节
约建材，又能达到最佳的效
果。

在研究花卉植物的过程
中，我经常联想到当下的教育。
高质量的教育，有一个很重要的
特点，就是学习方式的改变，让学
生从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以学科

为依托来探寻问题的解决路径，从中
获得新知，发现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
法。其中，从现实中发现问题是学习
的起点。这要求我们保持对身边事物
的敏感，留意事物发生的各种变化。
实践这种学习方式不妨从一个小的切
口开始，我以为，对花卉的研究就是一
个不错的切入点。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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