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人一直以植树栽花的
爱好来美化庭院。记得小时候，
无论到哪个邻居家或同学家
去，都能看到满院的花草树木。
有种树的，如石榴树、香椿树、
丁香树、无花果树；有搭架的，
如藤萝架、葡萄架、丝瓜架、扁
豆架、葫芦架等。至于花，名贵
的不多，多是些泼辣又美观芬
芳的，像是地雷花、凤仙花、茉
莉花、栀子花等，当然也有不香
的，如太阳花、牵牛花、月季花、
海棠花、地瓜花等。

我家无论住在哪里，也是
花草不断，特别是住在四合院
时，总会在窗下或院子的甬路
两边，种上些花花草草。当时我
们胡同里，家家都种着凤仙花
和地雷花。这两种花好种好养，
花开得又漂亮，最适合家养。

我小时候种花，是从邻居
的花畦里挖了些带着“老娘土”
的苗栽上的。花一种上，也就种

上了期盼，种上了牵挂。放了
学，没事就去观察它们的长势，
浇浇水，松松土，很是上心。

记得那凤仙花出叶后，很
快就长出一个主干，上面有些
分枝。不久花就从叶与干的夹
角处冒出，一根根细细的梃尖
儿上，开出了鲜艳的花朵。待层
层盛开时，满“树”的花，十分艳
丽夺目。花头、花翅、花尾翻翘
着，真像小凤凰一样，怪不得它
叫凤仙花呢。凤仙花可以染指
甲，所以我们通常管它叫指甲
桃。小时候，几个女同学常常聚
在我家，摘上些红花放在小碗
里，捏上点白矾，把它们捣碎成
泥，然后敷在指甲上，用叶子包
起来，不久指甲就真被染红了。
等不及着色太浓，我们就把手
伸在一块，彼此欣赏，此时，心
头都会荡起一种少女逐美的甜
蜜和欣喜。

凤仙花边开花边结果，它

结出的果，也很好看。像一个个
倒垂的朝天椒，披着一身细细
的绒毛，层层围缀在枝干上，开
始是绿的，等一变黄，里面的种
子就成熟了。这时，你可千万别
碰它，即使轻轻一碰，果皮就会
立马开裂，种子即刻喷洒而出。
不过种子落在土上倒也是好
事，来年春天不用撒种，就会自
行出芽生长。

地雷花，更泼辣。一到6月
初，它就开始疯长。这种花，枝
多叶密，种几棵就能长成一大
片。它的花总是跃立在枝头上，
层出不穷。每天花儿一开，便是
无数朵，由平伸的绿叶托衬着，
密密的一层，花开得过瘾，咱看
着也过瘾。那花是高脚喇叭形，
一缕细长散放的雄蕊，顶着绒
绒的花粉球，挺出花外，很有点
英姿飒爽的劲儿。地雷花总是
接近傍晚时分才开放，这正是
该烧火做饭的时间，似乎花开

是在有意提醒人们做饭，所以
有人叫它“煮饭花”或“懒老婆
花”。地雷花的香味近似茉莉，
但比茉莉的香气浓郁，能驱除
蚊虫。它的种子呈黑色，小长圆
形，表面皱缩，有均匀的竖棱，
那形状酷似地雷，“地雷花”的
名字便由此而来。

相隔多年，我突然在楼下
花坛的边角处，又见到了我儿
时最熟悉的凤仙花和地雷花，
一股久违的亲切涌上心头。如
今街头巷尾、公园景点，到处
绿树成荫，四季花开，比我们
过去四合院里的花木，真是漂
亮得多，名贵得多了。可我偶
然见到这最平凡、最草根的凤
仙花和地雷花，为什么竟会如
此爱恋和心动？思来想去，我
明白了，这是一种怀念，我怀
念的不光是花，还有家花飘香
的四合院，更有那如花似歌的
多彩童年。

高唱低吟听泉声

家花飘香【休闲地】

□黄杏林

□戴永夏
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协办：历下区作协 邮箱：qlwbqst@sina.com

老梁是策展界的老油条，他的名
言是“把不可能做成可能，把微小做
成巨大”，路边的两只鸡打架，他能做
成“世界顶级双雄会”，坑里的两只蛤
蟆比叫，他能做成“国际声乐对抗
赛”。

画家小胡想办个展览，老梁说，
这事儿你放心交给我吧，效果保准是
轰炸性的。别看你的画今天卖不出
去，等展览结束，买你画的人就会排
长队。

小胡一听这高兴坏了，马上就让
老梁拿方案。老梁说，要办展览，先出
画册，出画册得找知名出版社，还要
找名家写序。

小胡很实在，说我可没钱找知名
的出版社和名家写序。

谁让你办了，交给我就行，这点
事儿还用钱吗？咱找个小印刷厂印，
弄上知名出版社的字样不就知名了
吗？序言，我半小时就写出来，署上名
家的名字不就是名家作序了吗？

这——— 这行吗？
怎么不行啊？你不说我不说，谁

知道啊？
下一步就该找场地办画展了，老

梁说，办展不一定非得找大展厅，小
一点的就行，关键是要让小展览发出
大声响，要请顶尖艺术家出席开幕
式。

小胡说，这个难度太大了。
老梁说，难什么难，全国顶尖级

的大家我都写出来了，你看看。
小胡接过一看，出席嘉宾中有马

大师、罗大师、侯大师……
这些大师咱都能请到？小胡很惊

诧。大师们肯定都能到场，他们和我
是多年的老关系了。至于媒体嘛，到
时候印个条幅挂上不就行了，至于到
没到，谁知道啊？

什么时候开幕呢？
得看马大师什么时间有空，老梁

说，初八不错，马大师那天也有空，就
初八开幕，马上印请柬发给所有嘉
宾。

请柬当天下午就印出来下发了，
到了第二天一早，老梁打电话给小胡
说，抓紧把请柬收回来，马大师初八
没空，延迟两天，重新印请柬，改成初
十开幕。

请柬收回，又重新印了一次。
到了初九晚上，马大师的秘书来

电话了，说马大师明天还是不能到
场，得到十六下午才能有两个小时的
空闲。

这咋办？赶紧电话通知所有嘉
宾，开幕推迟到十六下午三点开幕。

在两个人不安的等待中，终于，
十六到了，十六下午两点到了，可是
马大师还没有到。

老梁赶紧给马大师的秘书打电
话，哪曾想秘书说，马大师中午喝了
点酒，刚刚睡下，估计今天又不能去
了。

小胡一听这，慌了神，赶紧问老
梁这可咋办啊？

老梁说，别着急，有办法，在这地
方，哪有人见过马大师，找个人替他
不就行了。

这，能行吗？
怎么不行？是真是假，谁知道啊？
画展开幕式准时在下午三点举

行，主持人说了一阵子套话后大声宣
布：下面，有请我国著名画家马大师
讲话……

“马大师”上台，全场爆发出雷鸣
般的掌声。台下，有人说那个“马大
师”不对劲儿，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又
有人说，新闻单位都来拍照录像了，
还能是假的？

在老梁的精心策划下，画展举办
得非常成功。果然如老梁所言，画展
之后，买画的人多了起来，现在小胡
已经是书画界的小富翁了，老梁就更
发达了，已经是声名远播的“策展高
手”，天天车接车送，万金难请。

时下流行一句话，“骗子多了，傻
子不够用了”，这个时代像老梁一样
的人太多了，“老梁”是不是骗子，谁
知道啊？但谁都知道的是，无论世风
怎么着，做事儿都不能昧良心。

济南泉水之美，美在风采，
也美在声音。所以自古赏泉，不
但在看，还在听。听泉，似乎更
能体察泉的神韵，泉的性情，
泉的气势，和泉的内在美。正
如日本大画家东山魁夷在《听
泉》中所言：“絮絮低语的泉水
明明白白地对我说：美，正在
于此。”

听泉最宜到趵突泉。自古
迄今，不知有多少人为它雄壮
的喷涌声所倾倒，所折服。元代
大诗人赵孟頫听泉，写下了“云
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
湖”的千古名句（赵孟頫：《趵突
泉》）；而与之同时代的济南诗
人张养浩听泉，则听到了“四时
尝吼半空雷”的惊魂之声（张养
浩：《趵突泉》）。这声音，这诗
句，让人联想到千军万马在呐
喊，雷霆万钧在扬威。正如当代
诗人苗得雨描述的那样：“像无

数机器旋转，像列列火车运行，
像高山甩下瀑布，像大海波涛
奔腾，像千里森林风啸，像长征
途 中 ，亿 万 人 前 进 的 脚 步
声……”

再听那黑虎泉的声音，也
令人为之震撼。明代诗人晏璧
在《黑虎泉》一诗中写道：“石磻
水府色苍苍，深处浑如黑虎藏。
半夜朔风吹石裂，一声清啸月
无光。”同时代的诗人刘敕也
说：“石激湍声成虎吼，泉喷清
响作龙吟。”（刘敕：《咏黑虎
泉》）可见当年黑虎泉的喷涌
声，如猛虎咆哮，似巨龙长啸，
摧星遮月，让人惊心动魄。这威
严的泉声，凛冽的水色，在让人
震惊的同时，也教人涤荡心灵
的污垢，常怀清廉之心。“寒光
一声常惊骨，澄色千年可洗心”

（同上），正是黑虎泉的威力所
在！

如同词分豪放、婉约两派
一样，济南的泉水也可依此归
类。有的泉与豪放的趵突、黑虎
等泉不同，它们是在浅唱低吟
中显现出自己的风格，展示出
自己的美丽的。漱玉泉声如漱
玉：“泉流北涧瀑飞琼，静日如
闻漱玉声。”（晏璧：《北漱玉
泉》）听了这水击金玉的丁冬之
声，会让人联想到李清照《漱玉
集》中流淌的佳句；琵琶泉音似
琵琶，铮铮琮琮，抑扬顿挫，会
把人带进白居易《琵琶行》的诗
境之中：“大弦嘈嘈如急雨，小
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
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济南南
郊山区的琴泉，更是以“泉声夜
滴如理丝桐”闻名于世。清代诗
人王初桐赞曰：“苦洪峪口白云
深，试听琴泉泉似琴。何必思贤
寻旧谱，高山流水有清音。”（王
初桐：《济南竹枝词》）琴泉流出

的琴声，如同在演奏《高山流
水》的古曲，讲述伯牙和钟子期
共励共勉的美好故事……

当然，还有更多的泉，偏居
一隅，不事张扬。它们默默地生
发，默默地潜流，与世无争，处
变不惊，悄无声息，清极静极。
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此时无声胜有声。”它们安于
清静，更显优雅之美；悄然无
声，却赢得无数拥戴者的青睐
和尊敬。

长流不息的济南泉水啊，
它带给人们太多的恩惠，太多
的美好，也带给人们太多的思
考。尽管它常常是那样含蓄，但
从它的呼吸和心音中，我似乎
听懂了它的性格：有动有静，方
为全面；有豪放有婉约，方见完
美；有高唱有低吟，方显和谐。
这，不正是它的迷人之处和魅
力所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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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路上的导师【泉城人物】

□樊兆林

9月26日下午，刚刚结束山
东省高中英语优质课的比赛，
我就匆忙坐上了开往济南的列
车。在列车上，我拿出手机，发
了一条短信：“一路平安，好
人一生平安。”发过这条短信，
脑子里一遍遍地闪现着这几天
的许多镜头，尤其是比赛时讲
台附近的一个角落里，一位老
师给我一次又一次竖起大拇指
的镜头。

她就是在我教师成长生涯
中给予我最大影响、最多帮助
的老师——— 刘梅。

刘梅老师有个很好听的英
文名——— May ,在她的学生看
来，她就像五月的阳光，用她最
灿烂的笑容温暖着每个学生的

心灵，我们虽为同事，但我觉得
我更像她的学生。记得当时我
们一起教一个班，一半学生她
教，另一半我教，她时常为了课
件上的一个词或一个句子，甚
至为了一节课一个细节的处
理，都要加班到深夜。她总是用
实际行动告诉身边的人，既然
选择了教书育人，就要热爱教
师这份职业，就要热爱自己的
学生，我始终记得刘老师的敬
业和认真，而她的这种态度，对
我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刘老师时常告诉我：“如果
一个人很需要你的帮助，一定
要努力在第一时间帮助他，帮
助别人的感觉是很美好的。”刘
老师有着最善良的心灵，她诚

心地帮助着每个需要帮助的
人，她不厌其烦地帮助着每个
同事。就说这次比赛吧，由于我
抽到比赛的时间是第一天，她
专门驱车好几个小时赶到比赛
场地，一句一句地帮我理顺思
路。第二天她又一早赶来，告诉
我：“昨天夜里想了很久，我觉
得最后这样结束更好。”然后她
拿出一张张纸条，当我看到纸
条上密密麻麻的手写字，我的
眼泪在打转，这是一个多么尽
心诚心帮助别人的好人！当时
距离比赛还有不到1个小时的
时间，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我要
好好发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我一定要拿一等奖！最终，我如
愿以偿地拿到了省优质课的一

等奖！
和刘老师告别时才发现，

所有的语言都那么苍白，“感
谢”这两个字显得那么无力，我
把感谢藏到了心里，可是那一
刻，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刘老师
给予我的指导和帮助。一个无
私给予别人帮助、一个心里全
都是学生的老师，我忍不住热
泪盈眶，能碰到这样一位好的
人生导师，我何其有幸！写到这
里，我想对我教过的所有学生
说，当你们看到老师写下的这
段文字时，要记得坚持和努力，
要记得感恩那些在我们生命中
给予我们帮助的人，也要记得
要努力帮助那些需要你伸出援
助之手的人！

谁知道啊

□杨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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