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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花花草草已有不少，但是，到了栀
子花这里，就胆怯地绕过去，仿佛情窦初
开的一个人，明明喜欢对方，吃饭时眼前
是她，做事时心里是她，睡觉时梦里还是
她，等到见了面，却是脸一红，不敢跟她
说话，任由胸口那里揣着只兔子，突突突
地跳得人心慌意乱。这是一种尊重之
心，很纠结，很缠人，一丝丝的苦，也有一
丝丝的甜。不敢说话，是怕自己的口才
不够好，是怕表情达意不能到位，而莽撞
地把那份沉甸甸的尊重破坏了——人心
大抵如此，越是尊重，越是小心翼翼恪守
分寸。

七岁读小学。我所在的根队小学，
没有校园，只是一排房子，其实也就两大
间，只开设了一二年级，到了三年级就得
去吴桥街上学。教室内设施简陋，课桌
不够，就拿青砖垒起一些课桌来代替。
其它季节还好，到了冬天，人趴在上面，
是冰的，怎么都焐不热。但是，年少的我
们不怕冷，不是说，小家伙屁股三把火
么。在我快上三年级时，小学扩建了，一
到五年级都可以在根队小学读书，而不
必跑到几里路远处的吴桥街。教室外面
一大片开阔的场地，那才是真正的校
园。校园里栽植了很多栀子树，每到栀
子花开的时节，那香芬远远地飘过来，飘
进我们的教室，飘进我们的每一次深呼
吸里。校园门前一条长长的沟渠，很深，
在我的记忆里，沟渠里的水，终年不涸，

四季流淌。课间，我们快速冲出去，去沟
渠里认认真真地洗手，然后再回到校园，
摘两朵栀子花，一朵揣进口袋里，一朵放
进书包里，彼时的内心，充实而丰盈，只这
两朵栀子花，在我们，仿佛拥有了世间所
有的快慰和欣悦。

而今，人过中年，相比贫寒的童年时
代，我们所拥有的多了很多，但是，那种快
慰和欣悦的感觉，却是越来越稀罕了。

那天，我正在把买来的几朵栀子花
摆进装好水的小杯里，杨少先大姐打电话
过来，我们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我曾经说过
的一句话，“有些人，有些事，过了此刻，就
是隔世。”她说，这句话，沉甸甸的厚重，简
直就是一篇小说的分量。这话有些夸张，
但是，我知道，我的作品，我说出来的很多
话，与我年龄不大匹配的心态，她懂。前
两年，我把这句话贴在了QQ空间里，不
少QQ好友跟了帖，还有人转载了，大家
的理解各不相同。关于其中的深意，我没
有作过任何解释。有些人的理解是，表达
亲人突然离去的隔世之痛，其实，意外和
死亡，只不过无常之一种，我更深层的表
达是：那些事或许还在，那些人一直都在，
彼此还有机会相见，或者，抬头不见低头
见，但是，情境再不复当初，你永远只是
你，我永远只是我，见了面，不会再多啰
嗦，点个头，一笑而过。

根队小学紧邻大队书记周理家，他
老婆名叫香云，我叫她小娘。过年前好多
天，家家户户便提前约请她到家里做过年
的衣裳。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周文，小

儿子周武。周武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一
年到头嘴唇都是紫的，这是小娘的心
病。偶尔看见她跟母亲说起这孩子，就
会暗自垂泪，但平日里，她脸上总是挂着
浅浅的笑容。一头齐耳短发的她，在年
少时我的眼里，别有一番韵致，我喜欢
她。她家门前种了好多棵栀子树，每到
栀子花开的时节，我放学路过她家门前，
只要被她看见，她必会摘一捧放进我的
衣兜里。在年少时我的眼里心里，小娘
仿佛一朵栀子花，温婉，纯净，善良，好
看。

栀子花开了，中院村不仅空气是香
的，姑娘和妇女们身上都是香的，每天早
晨，梳洗一新的她们，必会摘下一朵含苞
欲放的栀子花插在鬓边，小娘如是，母亲
也如是。

每个人的内心都深藏着一个故乡，
故乡的名称各不相同，故乡的风物各不
相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即便
我们走到海角天涯，那头的故乡永远保
持着与我们梦魂相牵的容颜，如同根队
小学校园里的栀子花，如同小娘家门口
的栀子花，它们一直绽放在我的心里，永
不凋谢；故乡的人一代一代地离开，故乡
的模样一天一天地改变，永远不变的，是
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永恒不变的乡情和
温暖。

若要为栀子花开确定一个时间节
点，那么，可以这样表达，栀子花从端午
前一月开到端午后一月，时间跨度两个
月。栀子花开时，也就到了一年一度的

毕业季。从小学，到中学，到中专，诸般
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就像那首歌曲里唱
的：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
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
开/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
爱……同学一场，未来的日子里，大家就
要奔赴前程，从此天各一方。时光荏苒，
过去的情谊和友爱，一直都在，纯真，暖
人。那时节，我们心底里无法抑制地涌
起丝丝缕缕的忧伤；那时节，空气里飘荡
着栀子花的馥郁馨香……

端午就要来临，栀子花正在“盛大开
放”。不是我乱用词语。栀子花的开放，
确乎是盛大隆重的，甚至有些轰轰烈烈
的意思，因为它的洁白如玉，因为它的香
飘千万里。栀子花卷成花苞的样子，更
有一番矜持含蓄的美，一片一片的花瓣，
以旋转的姿态，紧紧地相拥在一起，呈现
出别具一格的艺术造型，青里泛白，白里
泛青。

比之于栀子界袖珍美人的雀舌栀
子，我更喜欢大花栀子，层层叠叠，雍容
华贵，却又不失温和冲淡，它可以登临高
处，也可以身处民间，它可以居庙堂之
高，也可以处江湖之远——是温润如玉
的谦谦君子，是气质高雅的脱俗女子，是
质朴无华的善良村姑，是勤劳创业的远
方游子，是世间那些相处时予人舒适惬
意感的所有美好的人们。

栀子花很美，它不妖娆，那美，却胜
过妖娆千万倍；它是清洁的，那清洁，天
然雕饰，与生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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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春夏之交的时候，屋后菜园里
那棵栀子花总是开得很旺，香气怡人，
每次盛开都是那么优雅自如，花瓣上挂
着几滴露珠，把栀子花映衬得那么新
鲜。如无暇白玉般的花瓣上面似乎没
有一丝灰尘，花瓣一层层地包裹着淡黄

色的花蕊，十几根火红的雄蕊紧紧地把
一根橘黄色的雌蕊围住。翡翠一样的
花托有力地把这托在上面。在清晨，一
朵朵湿漉漉的花骨朵如锣槌，如猴头，拳
头似的怦然绽放，香馨氤氲，满园流淌着
浓香的气息，让人陶醉。

在阳光下，栀子花绽开花瓣，芬芳馥
郁。这时，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清

香，时不时引来成双成对的蝴蝶在花丛
中飞绕，村子里的姑娘们都纷纷地到园
里摘花。还没看见她们的身影，就听到
门外姑娘们欢悦的笑声，我知道她们又
是来摘花的。“大婶，大妈，我们到你家
摘栀子花戴。”“你们自己到园子去摘
吧，花就是给大家戴的。”大婶说道。姑
娘们笑笑嘻嘻地来园子里，围着这棵栀
子花树，伸出纤纤娇嫩如笋的手指掐着
点缀在翠绿枝头皎洁纯净的花朵。如
同一首诗写道：“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
无花空折枝。”她们手里捧着鲜花个个
都笑盈盈的，笑得那么灿烂，笑得那么
阳光，笑得那么可爱。她们捧着栀子
花，有的送给好友以表自己的友谊，有
的站在你的门外，捧着花等着你出来。
女孩子总是爱栀子花，她们把摘来的花
戴在自己头上，显得那么的婀娜多姿，
妩媚动人。姑娘捧着栀子花走出园子
门，欢欢喜喜地跑回家去。姑娘们爱
花，把摘回家的栀子花除了戴在自己头
上以外，或送给朋友，或插在花瓶里，放
在桌子上和床头边。姑娘们恬静地自
我欣赏着幽香。出门劳动，姑娘们也戴
着花，无论是种菜还是插秧，都能闻到
他们头上戴的栀子花散发的香味。明
媚的阳光柔和地洒在菜园里，那棵栀子
树花苞朝气蓬勃地绽放，散发着青青的
幽香，引来了嗡嗡的劳动大军——蜜蜂

们，在栀子花蕊上忙碌地采蜜，它们用
嘴吻着，用吸管吸着，屁股颠着，爪子爬
着，转着圈子，就像村姑娘在田间锄草
一样忙着，说的就是这种情致吧。

那个年代，农村姑娘没钱买金银首
饰戴，她们穿戴朴素，头上戴上一朵栀
子花，散发出天然的香气，显得淳朴、自
然美，透着纯真、漂亮。

曾记得那一年我上初一，学校叫我
们班排练文艺节目，一群欢蹦乱跳的女
学生个个头上戴着栀子花，给校园里带
来了烂漫四溢的芬芳香气。老师之间
见面时互相打招呼：“张老师，今天这些
女学生头上戴着栀子花，好香啊！”“是
啊，学生好多戴的吗，真香！”王老师回
答。我仿佛想到，香味浓郁的栀子花，
有时还作为礼物送好友。农村姑娘送
一朵栀子花给她心爱的人，表达永恒的
爱，一生的守候。姑娘羞答答地用沾满
醇香的手拿着一朵洁白的栀子花送给
心爱的人，这种爱是真诚的，是朴素的。

菜园里那棵栀子花树，年复一年地
扎根在那里，把美丽香馥的鲜花无偿地
放送着。每逢栀子花盛开时，我好像又
听到姑娘们天真漫烂地说：“大婶，你家
的栀子花又开了喂，好香啊！”母亲在院
里答道：“是啊，真的好香！今年栀子花
开了好多哦，姑娘们来摘吧。”

五月的江南，栀子花盛开的季
节。清晨，当我沿着小区的景观绿化
带散步时，一阵花香随风飘来，浓郁
中满是清爽，甜润中不乏素雅，这是
再熟悉不过的芬芳。我不觉顺着花
香追寻而去，果然在一处墙角，看到
一株栀子花。

这是孤单的一株，不是十分的高
大，但是密密蓬蓬的绿叶缀满枝头，
展现着别样的靓丽青春和生机勃
勃。在青翠的绿叶衬托下，鲜嫩的花
朵宛如白璧无瑕的玉雕，沐浴着晨
风，沾满了露珠，不管是欣然绽放，还
是含苞待放，都是那样的明艳夺目。
栀子花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白，白得
纯粹，白得清澈，白得没有丝毫的虚
伪做作，又好似晶莹的珍珠，闪闪发
光、楚楚动人。与其赞美她是刚出浴
的美人，还不如说她是新生的婴孩。
只有新生的婴孩，才有容颜让人看着
心颤、看着动情。

唐朝的刘禹锡有诗曰：“蜀国花
已尽，越桃今又开。色疑琼树倚，香
似玉京来。且赏同心处，那忧别叶
催。佳人如拟咏，何必待寒梅。”诗人
对栀子花的色、香有着非同寻常的感
受，甚至可以同品格高洁的寒梅相提
并论。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只有简
约的几笔，还是侧面的比较：“栀子花
无甚奇物，予取其仿佛玉兰。玉兰忌
雨，而此不忌。玉兰齐放齐凋，而此
则开以次第，惜其树小而不能出檐，
如能出檐，即以之权当玉兰，而补三
春恨事，谁曰不可？”他称栀子花并不
是奇异的花卉，和玉兰差不多。玉兰
花早春时节一并开放，争奇斗艳，但
是没几天便齐齐凋谢了。栀子花却
不一样，不但花香胜过玉兰，花期也
很长，前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只是
枝干不如玉兰那样亭亭玉立、高出屋
檐。在众芳纷纷谢幕的时节，有栀子
花闪亮登场，足以弥补暮春花谢花飞
的遗憾。看来笠翁对栀子花有种且
喜且憾的情感。天下事从来都是鱼
和熊掌不可得兼，何况花木？群芳各
有灵性和情趣，一年四季才会花常
好、月常圆。

小时候，总以为栀子花来自小巷
深处，只要听见卖花婆婆“栀子花哎
白兰花……”的吆喝声，小镇便沉浸
在一片清雅的花香之中。后来，母亲
在前院种植了一棵栀子花，我才知
道，那矮矮的、毫不起眼的枝丫竟能
开出如此芳香四溢的花来。每到开

花时节，左邻右舍的大妈阿姨都会
来我家闲聊，一面嗅着栀子花香，一
面摘下一大捧花带回去，用盛水的
玻璃杯养着，或是给女孩别在胸前
的纽扣洞里（据说栀子花在欧洲的
俗名叫“纽洞花皇后”）。还记得卖
花婆婆永远穿一身干净的蓝布衣
服，脑后铮亮的“粑粑头”发髻上，插
着洁白的栀子花，篮子里是水灵灵
的栀子花、白兰花。许多年过去了，
如果卖花婆婆还健在，应该有百余
岁了，大街小巷还会有悠悠远远的
卖花声吗？我家那棵粗壮的栀子，
是否已高出院墙，于今还发旧时花
吗？

几只小鸟叽叽喳喳地在花枝间
戏耍打闹，惊醒了我的思绪。它们
忽而落到枝叶上，瞪起圆圆的眼睛，
好奇地瞅着我，忽而钻进枝叶深处，
不见了踪影，眨眼之间又从我的头
顶疾飞而去，好像和我玩起捉迷藏
的游戏。眼前这株栀子花青翠繁
茂，碧绿清亮，花蕾饱满，花朵硕大，
充满了无限的活力，她不会挑剔土
壤是否肥沃、阳光是否充足，只要有
一块适宜的土地，便能生根发芽、快
乐生长。她不像牡丹那样高调张
扬，也不像桃花那样春华易逝，她是
含蓄的、低调的，也是长久地铭记在
心，无法相忘的。

阳光透过树梢洒落下来，渲染
着周围的一切。徜徉在绿树成荫的
小路上，绵长甜润的栀子花香随我
同行。那丝丝不断、难以言状的芬
芳，真叫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我
的心早已沉醉，我的思绪早已飞得
很远很远。

早晨上班时，隐约闻到一种淡
淡的香气，那么熟悉，那么浓郁，令
人感到亲切，原来是同事摘了栀子
花带来了。闻到那浓郁而熟悉的花
香，使人倍感亲切，也令人难忘。

每年栀子花会在农历五月上旬
开放，此时又恰逢端午节的到来。
在我的记忆里，栀子花香，端午锦
盛开，与端午节的亲情温暖的气氛
总是分不开的。因而每当我见到栀
子花开，每当我闻到那股浓郁热烈
的香气，总会想到端午节与亲人团
聚时的温暖与感动。

于是下班后，我特地回到老屋
院 前 ，去 看 看 我 院 里 的 那 株 栀 子
花。老房子因久无人住，院内早已
荒芜一片，门前曾经繁茂的葡萄架
上，只有寥寥数叶。院落的一角，
一株倔强的栀子花静静地伫立着，
数枚洁白的栀子花默默地开放着，
那么洁白，那么妩媚。一阵清风吹
来，满园生香，栀子花孤傲地绽放，
独自芬芳，却无人来怜爱和欣赏。

“蜀国花已尽，越桃今已开。
色疑琼树倚，香似玉京来。且赏同
心处，那忧别叶催。 佳人如拟咏，
何必待寒梅。”刘禹锡的怜花情怀，
何尝不是一种无奈呀？

我且花开尚自洁，独倚墙角犹
自香！

记得这株栀子花是我结婚后不
久，从别人家移植过来的。随着它
渐渐长大，陪伴我度过了一年又一
年，见证了这些年我的青春岁月，
我的苦涩年华。那些年我的辛酸故
事，如同它的生长经历，都深深地
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忘却也难
以回味。无论在黎明的晨曦中，炎
炎的烈日下，还是飘摇的风雨中，
它目送我走出院门，傍晚落日的余

晖里，它迎接我疲惫的身影。它孤
单的身影，也伴随着我儿子一天天
的长大，从顽皮的孩童，到小学、初
中，一直到儿子念高中和大学毕
业，我们搬到镇上居住，便很少回
家陪伴它。

以前每年花开的季节，迎来栀
子花生命中最绚烂、最妩媚的时
节。每天清晨，我会观赏花开的美
姿，轻嗅花香，浓郁的花香袭人，沁
入心脾，令人陶醉。爱人也会采摘
了带在身边，让它的花香遍处。

在栀子花香中，一家人在一起
团聚，享受着家庭和睦的温馨，体
味着人生快乐的时光。

栀子花开，满院生香。而如今
它孤怜地伫立在院内一角，仍然在
注视着这里的一切，默默地守候在
老屋子的一旁，与岁月倾诉着曾经
的繁华，与时光交融着往昔的感
动。

“芳林园里谁曾赏，檐卜坊中
自可禅”，栀子花常植根于乡村僻
静处，是花中之“禅客”，其枝叶葱
绿，花色洁白清香，且有清肺止渴、
清热凉血等药用功效。栀子花清
香四溢却不染红尘、洁身自好的品
行，不正是我们所缺少的吗？

栀子花开的季节，那份花香，
温馨了我的旧梦，酸涩了我的青
春；栀子花香，陶醉了我的往事，清
晰了我的记忆。

五月的栀子花香，醉了心，醉
了梦……

徐凯是花桥镇五四行政村中垾自
然村一位99岁长寿老人，这名世纪老人
不仅是一名党员，还是一名退伍军人，
虽说年岁已高，但老人时刻关注着党的
方针政策特别是村里实施的各项政策，
积极为村两委出谋划策，为村民排忧解
难。

上世纪80年代，花桥镇五四行政村
经济比较落后，群众生活水平较低。徐
凯从电站退休后就琢磨着如何带领村
民摆脱贫困，实现发家致富。社会经验
丰富的徐凯经过多方了解，并结合村里
的实际情况决定发展船舶运输业。然
而，生活都难以为继的村民哪里还有富
余的钱去购买船只？经过深思熟虑后，
徐凯决定自己先试水，他的举动在村民
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大家认为是

“疯狂”的行为。经过艰辛的打拼，徐凯
成功了，先后置办了多艘船只，早前不
被村民看好的船舶运输业被徐凯发展
得红红火火。

一枝花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
园 。船舶运输业发展起来后，徐凯开始
支持那些想尝试但缺少资金、技术的村
民。村民李某便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成
功案例。李某是中垾村村民，家境贫穷，
目睹了徐凯从事船舶运输业发展全过程
后，也产生了从事船舶运输业的想法，可
是，缺技术、少资金的残酷现实让他望而
却步，面对困境，李某决定找亲朋好友借
钱，然而，大家都认为船舶运输业风险
大，不相信他会成功，都不愿意借钱给
他，致富梦陷入了困境。这时，有人提议
李某去找徐凯，或许他会提供帮助，在村
民看来，李某是个外人，徐凯是不会帮助
他的。然而，意料之外的是徐凯竟然同
意提供帮助。原来，得知李某想发展船
舶运输业时，徐凯觉得李某虽然经济条
件差，但肯吃苦、能干事、守信用，于是，
徐凯带着李某四处借钱，并且主动给他
做担保人。不仅如此，徐凯还自掏腰包
支持李某购买了人生中的第一艘木船。

在徐凯的帮助下，加上李某的努力，很快，
李某经济状况逐渐好转。经过不断努力，
李某的生意越做越大，生活持续改善，在
市县均已买房买车，如今，李某的家人也
都在从事船舶运输业，而在徐凯的帮助
下，先后带动五四、南垾及邻村近40户发
展船舶运输业，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要想富先修路。经济基础薄弱的中
垾村是圩区，长期以来，出行的道路十分
破旧，成为群众心头的痛。为解决群众出
行问题，同时在国家村村通项目支持下，
中垾村开始着手修建道路。村子距离宣
城市裘公街市较近，这条全长仅1公里的
村村通道路，需要穿越田间地头，因此占
用群众的土地成了必然，而土地作为圩区
群众重要的生活来源自然遭到不少群众
反对，“虽说村两委争取到村村通项目，但
是仍需村民筹资筹劳，村里为此开了几次
会议，会上村民大多只讲困难，不讲贡献，
一时间项目推进陷入了困境。”五四行政
村负责人告诉记者。

面对尴尬的局面，村两委想到了徐
凯，将情况向他说明后，徐凯认为只要道
理说透彻了，老百姓都会支持的，并表示
愿意同群众沟通，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与此同时，徐凯还带头自掏腰包支援道路
建设，面对一些“硬茬”，徐凯说道：“我已
经90多岁了，路修好后，我还能走几年？
目的还是为了造福子孙后代，希望大家有

钱出钱，有力出力。”看到90岁高龄的徐
凯都主动慷慨解囊，村民无话可说，纷纷
想方设法筹资筹工，主动让出土地，修路
期间，徐凯还经常同村两委参与协调工
作，随喊随到，从早到晚，任劳任怨，为道
路顺利修建添砖加瓦。

徐凯 1949 年入伍，多次获得嘉奖，
并荣立三等功。1953年转业到地方后，
徐凯始终以军人的品质要求自己，无论
是汶川大地震还是村里修路等等，他都
主动带头捐钱捐物，奔走相助。根据国
家规定，他可以享受军人补助，村民和村
干部都劝说他去相关部门办理，但“固
执”的徐凯却坚持不办，“我现在的生活
好得很，我要为国家减轻负担，把这些钱
给那些需要的人吧。”朴实的话，让大家
动容。“虽然老人家已经90多岁了，但他
还坚持参加村里的党员会议，老人行动
有点不太方便，开会的日子我们就开车
送他去，他的胸口每天都佩戴着党徽，从
不落下。”徐凯的家人向记者介绍着，看
着眼前这位99岁高龄的老党员依然佩戴
着党徽，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记者了解到，徐凯的妻子今年也已
97岁的高龄了，两位百岁老人精神矍铄，
平时生活自理，常常相互搀扶着在院中
散步。乐观的老人十分好客，每每遇到
寿辰，村民们总要过来和他们合个影，两
位老人总是热情招待，从不怠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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