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上，在小区做完核酸，偶遇
“金杯车花市”。一位大爷的金杯车中
满是盛开的各色月季，红的、黄的、
粉的……或开得热烈，或含苞待放，
引得小区居民驻足选购。

月季花开，夏天就来了。对此，
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更有体会。而我体
会到这一点，是在 2008 年入夏的一
天。那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的突然
发生震惊全国，举国沉浸在悲痛之中。
那天晚上，一场纪念汶川大地震追思
会在北京华文学院的操场上举行。学
生们手捧着蜡烛，寄托着哀思，有人念
念有词，有人默默垂泪……逆流成河
的悲伤让我喘不过气，正当我快速往
外走时，猛然抬头，看见操场围墙上成
片的月季怒放，火红的花朵傲立枝头，
几分绚烂，那么倔强。我停下脚步，擦
干夺眶而出的泪水。心想，灾难一定会
让人们更加坚强，如同五月万物生长。

那晚过后的整个夏天，我发现，车
行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总能
看到隔离带中成片的月季花，仿佛给
环路戴上了美丽的“月季项链”；散步
小区、街头，总是与月季花不期而遇，

它们或矗立在大街小巷守候，或站在
房前屋后探望。一时间，月季以它的热
烈、奔放，充满了我的整个夏天。

后来，我才知道，月季是北京的市
花，素有“花中皇后”的美誉。因其花期
长，月月可开花，北京人多称其为“月
月红”，寓意日子月月红红火火。

北京种植月季的历史至少可以追
溯到明清时期。最早的记载见于明王
象晋所撰《群芳谱》：“月季一名长春
花，一名月月红，一名斗雪红，一名胜
红，一名瘦客。灌生，处处有，人家多栽
插之。青茎长蔓，叶小于蔷薇，茎与叶
都有刺。花有红、白及淡红三色，逐月
开放，四时不绝。”高濂《遵生八笺》“燕
闲清赏笺”卷下“瓶花三说”中记述：月
季“俗名月月红。凡花开后，即去其蒂，
勿令长大，则花随发无已。二种虽雪中
亦花，有粉白色者，甚奇……按月发
花，色相妙甚。”因月季花开三季，且具
有顽强的生命力，人们又雅称其“长春
花”。

每年5月，北京还会举行月季文
化节。在北京地区最早种植月季的公
园，如陶然亭公园、天坛公园等，每年

月季文化节期间，会展示丰富多彩的
月季花品种，并举行月季文化科普活
动等，向市民游客普及月季文化知识。

月季盛开其实不止于夏天。久而
久之，我逐渐发现，月季的花期其实是
从暮春时节开始，只是春天以积蓄力
量、孕育花蕾为主；夏季开得最为热
烈，生如夏花般灿烂，仿佛说的就是
月季；秋天仍是盛花期，只是明显含
蓄了些，花逐渐少了小了；难以想象
的是，初冬时节，仍不时能看到月季
在萧瑟寒风中坚韧绽放。一城月季，
四季芳华。月季，和北京这座古老都
城一样，拥有同样强韧的、绵延不绝
的性格。

春生夏长。每年暮春初夏，看到
满城月季花相继开放，我会不由自主
想到 2008 年的那个夜晚，我知道，
汶川的人们，也正在一年年如月季花
般坚韧开放，奔向越来越美好的生
活。

我从“金杯车花市”挑选了两盆
月季，一盆火红，一盆粉嫩。夏天要
到了，生如夏月季，让我们一起尽情
生长吧！

生如夏月季
纪娟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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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窗休

节的礼物季

趣品

闻闲趣闲

我的童年大部分课余时光都在阅读中度过，这让我头脑里
装进一个异想天开的世界，这个世界很大，大到策马奔腾逐天
涯，又那么小，小到一花一叶一扁舟。那个年代，还鲜有书店。在
我上学的路上有一个阴凉潮湿的书摊小巷，各类五花八门花里
胡哨的旧书，参差不齐码在木质板车上，堆成了小山，每本租金
一毛。我的精神花园从这里萌芽，对外部世界的全面感知从这里
起步，与自我的内部对话也逐步丰满。

成年后的阅读时光，变得难得而珍贵，让人学会独处，享受
独处。独处绝不只有孤独的诠释，更有沉淀、思考、深刻、领悟与
蓬勃生长。阅读的独处最不可替代，字里行间的旅途，时间是有
声的，滴滴答答缓慢前行。慢下来，世界就静了下来，人的感官开
始变得敏锐，窗台上倾洒的晨光也有了温暖的咸香，绿萝似乎也
开始散发着清新的味道，空调运转嗡嗡作响和管道里自来水的
哗哗奔腾，也交叠成宜人的交响乐，偶尔还聆听到小生命窸窣的
爬行……周围世界从未显现的细节也慢慢浮现，此时的阅读，搭
配一杯午后的清茶，沁人的甘甜通过喉咙抵达心间，犹如穿过意
识的冰山，让你遇见真实的自己——那个在短平快的信息时代
里早已隐藏起来的自己，从而开启灵魂深处的心灵对话。

近期随着疫情反复，一部分人不得不选择居家隔离，一部分
人不得不放弃节假日返乡。习惯了一群人的狂欢、习惯了父母家
人的温暖相伴，我们不得不在这个特殊时段，学会独自生活、学
习、锻炼、思考品味人生……不少人打发时间的方式，是追剧、刷
抖音、逛论坛、浏览朋友圈。碎片化信息蜂拥而至、应接不暇，人
们的注意力被迅速分散。这难得的“独处”时间和放松很可能就
变成一种内在消耗，变成与“自我”的远离。当然，一部分人沉溺
于和手机“相处”，其功能也是让自己暂时不用面对各种焦虑、迷
茫、担忧等，不耗费心理能量，会令人感到短暂的舒适。然而往复
循环，时间精力的消耗又会引发内疚、惭愧等情绪。更为健康的
生活方式，是学会和自己“相处”，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比如阅
读，使得身心得到真实意义的放松与成长，这样的时段无疑就是
关爱自己、认识自己、强大自己的“绝好时机”。

捧上一本热爱的书、制作精美的手工品、做一个健身运动达
人、视频连线牵挂的人、推开窗户遥望那远山如黛、闭上双眼体
验阳光沙滩的深度放松……都是与内心建立情感连接的方式途
径。总的来说，致力于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能增加身心能量、令
人平静的事情上，打捞起沉落到生活底下的诗意，体验每一个

“现在”。那些将我们从压力深渊拉出的，它可能就是书中人物逆
境中的独白、春日放晴的一抹暖阳、多年老友不经意的问候、一
个不期而遇的美好邀约……它是任何可能。

关爱自己的“绝好时机”
谢 燕

一年一度，恭王府的紫
藤如约绽放。

宋朝张翊 《花经》 对紫
藤的描摹可谓出神入化：“紫
藤缘木而上，条蔓纤结，与
树连理，瞻彼屈曲蜿蜒之
伏 ， 有 若 蛟 龙 出 没 于 波 涛
间。仲春开花，披垂摇曳，
宛如璎珞坐卧其下，浑可忘
世。”紫藤屈曲蜿蜒的枝蔓状
如蛟龙，仲春花发，一蓬蓬
一簇簇一串串的紫藤花宛如
璎 珞 ， 披 垂 摇 曳 ， 紫 云 氤
氲，坐卧其下，已把世界全
然遗忘。

恭王府种有两株紫藤，
其一位于多福轩前，其一位
于大戏楼外。大戏楼内遍布
的 海 墁 彩 画 同 样 是 紫 藤 图
案，每年此时，室内外的紫
藤悄然呼应。无独有偶，乾
隆皇帝为自己退位后所建的
倦勤斋，其整个顶棚被画成
了一座斑竹搭成的藤萝架，
绿植缠绕的架子上，悬挂着
一 串 串 绽 放 的 粉 紫 相 间 藤
萝，映衬着蓝蓝的天空。该
场景亦真亦幻，给人一种身
在室内而恍若室外的奇幻效
果。

这几年秋天，我养成了
去捡拾紫藤种子的习惯。那
年我无意中在离紫藤位置最

远的院落边角发现了黑褐色、圆圆的小种子。看似
平淡无奇的豆荚干燥后，会爆发出极强的力量，把
自己的种子发射到院子的各个角落，为最大限度地
繁衍不遗余力。我每每俯身捡起，不禁啧啧赞叹。
小时候学过课文《种子的力量》：石块下面的小草
为了生长，不管上面的石头有多么重，也不管缝隙
怎么窄，它总要顽强不屈地挺出地面来。人们受此
启发，把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头盖骨里，使之发
芽，终于把人的头盖骨分开了，解决了人们研究头
盖骨的一大难题。种子有如此难以置信的力量。

紫藤令古往今来多少人情有独钟：乾隆皇帝写
有多首紫藤诗；恭亲王奕 笔下有“紫藤花下月如
弓”“紫藤花落鸟关关”等诗句；在苏州，紫藤与
文徵明的名字紧密相连……嘉靖十一年三月六日，
文徵明到老友王献臣的宅园里一叙旧情。垂垂老矣
的文徵明亲手植下一株紫藤，被誉为“文藤”。如
今文藤虽已400余岁，依然蓊蓊郁郁，灿若烟霞。
那是这座城的文脉延绵不绝，不知波及了多少人的
生命历程。当代作家宗璞的《紫藤萝瀑布》被选入
课文，那一条淡紫色的瀑布使她感到生命的顽强和
美好，治愈了焦虑悲痛。

每每见到落花零落，难免怜香惜玉。而当年王
府曾把紫藤做成藤萝饼，齿颊留香之际，花儿的生
命化为对人的滋养。而紫藤花落，遍布空中的绿叶
为庭院摇落一地的阴凉。

去赏紫藤，在花开满怀时，留下那片朦胧温存
的紫色梦境……

（作者系北京市丰台区政协委员，文化和旅游部
恭王府博物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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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惊夏向明朝立，便恐春从此地更。”5月5日迎来立夏节
气。立夏意味着夏天的开始吗？这一时节，天气、农作物各有什么
变化？气象、农业专家为您“立夏说夏”。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部主任张旸介绍，立夏是天文学
意义上夏季的开始。“从天文学角度来说，春、夏、秋、冬可以根据
节气来划分，每6个节气变换一个季节。在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
气里，立春是春季的开始，相应的，立夏即为夏季的开始。”

不过，立夏节气到来并不代表着气象学上真正入夏。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应用气象学院副教授江晓东说，气象学中夏季开始
的标准，是该年第一次出现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都在22摄氏度
以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立夏节气来临时，我国只有南岭以南
的海南、广东、广西、云南和福建南部才处于夏季。

此外，立夏时节，我国长江以南地区高温多雨天气多发，而
秦岭、淮河以北的黄淮、华北、西北地区的降雨仍然较少，气候干
燥。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夏，假也，物至此时皆假大
也。”这是说万物在立夏时节已经长大。这一时期，农作物进入生
长旺季。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副所长陈龙正说，立夏
时，大麦、小麦等春天开花的作物进入生长后期，油菜接近成熟，
夏收作物的年景基本确定，南方的早稻也开始插秧。也因此，中
国古代很重视立夏节气。

立夏时节，人们常通过品尝时鲜庆祝初夏的丰收。古语有
“立夏尝鲜”的说法，有的地方品尝苋菜、蚕豆、豌豆米等“地三
鲜”，有的地方品尝樱桃、杏子、枇杷等“树三鲜”。

（邱冰清）

立夏节气来了，夏天来了吗？

言妙语闲

李海龙：

本报记者 李寅峰

5月3日，市民在广
州团一大广场休闲运
动。

“团一大广场站到
了。”广州地铁，有这样
一个特殊的站点，它是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
立之地。1922 年 5 月 5
日，马克思诞辰 104 周
年纪念日这天，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简称“团一
大”）在广州东园召开。

跨过百年，东园有
了 全 新 的 历 史 使 命 。
2012 年，广州在东园旧
址附近修建了团一大纪
念广场，作为对青少年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
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
和场所。一批批青少年
来到团一大纪念广场缅
怀，而一旁新建的团一
大纪念馆也即将建成开
馆，一段峥嵘百年的历
史将在此诉说着往事与
启示。 新华社发

团一大会址团一大会址———穿越百年时空相逢—穿越百年时空相逢

本报讯 4月30日下午，由天津市文旅局主办，天津市
群艺馆、各区文旅局联合承办的“奋进新征程 礼赞新时代”
天津市第七届市民文化艺术节开幕式暨天津市“千村百站”优
秀文化社团大赛启动仪式通过线上直播方式举行。

在天津津湾大剧院举行的启动仪式上，由天津交响乐团全
程配乐，各区文化馆专业干部、全市优秀群众文艺骨干团队、
市属高校文艺社团，以及天津市朗诵协会、CHUC天津街舞
联盟、天津石化职工等社会各界文艺社团广泛参与演出。节目
既包括抗疫主题的原创歌曲联唱、冬奥会开幕式暖场演出经典
作品舞台重现，也有展现传统艺术独特魅力的京剧歌曲、反映
海河儿女“祝福祖国，赞美家乡”的集体配乐朗诵，还有体现
天津少年儿童的童心律动与大学青年爱党、爱国、爱乡情怀的
歌曲合唱。

观众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津云、天津公共文化云、学习
强国平台以及十八省精彩群文直播联盟观看演出。据了解，本
届天津市民文化艺术节以全市各区文化场馆、文化广场、基层
文化站为阵地，将陆续推出喜迎二十大、文化惠民生、书香润
津城、美丽乡村行四大板块近50项线上线下活动，组织开展
高质量、有创意、富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营造热烈、浓厚的
群众文化活动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同时启动的“千村百站”优秀社团大
赛，发动全市5000余个村居广泛参与，组织240余个街镇选
拔推荐代表本街镇的文艺社团，为广大群众搭建集中展演、展
示的平台。

（李宁馨）

天津市线上线下展现“千村百站”优秀文化

一杯红标瑰夏开启的故事

如果不是那杯红标瑰夏，一向快节
奏工作、生活的李海龙也不敢相信，作
为“80后”理工男的自己，居然陷入
咖啡文化不能自拔。

“咖啡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舶来
品。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咖啡消费市场
越来越大，但是多数的消费者还停留在
固有的认知——咖啡嘛，都是一个味
道，有些苦，有些焦。需要加奶、加
糖，甚至其他的添加品才好喝。”李海
龙说，自己曾经也是这样，直到那杯瑰
夏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认知。“一次
朋友聚会，我第一次品尝到手冲的红标
瑰夏，入口的那一刻，我就惊住了——
这杯黑咖啡不苦不涩，反倒有清晰的玫
瑰花香！那香甜之味余韵持久，让人非
常难忘。我当时就很想把这种奇妙的感
觉分享给朋友们。”

一杯瑰夏带来的冲击，让李海龙对
咖啡产生极大的兴趣。而分享的冲动，
又促使他去找寻更多的咖啡故事。接下
来的两年多时间，李海龙花掉近800天
时间，辗转于全球五大洲，品尝了近百
种咖啡。“花香、果香、酒香、巧克
力、坚果香……每一种精品咖啡，由于
海拔、土壤、气候的不同，会有不同的
特质，也有一代代咖啡人为之魂牵梦绕
的咖啡故事。把这些故事梳理出来，让
更多的人受益，一定非常有意思。”说

干就干，李海龙放下原有的事业，转身投
入咖啡行业。

世界该有中国的咖啡故事

虽然为咖啡周游了世界，但李海龙始
终坚信，咖啡在中国，也该有自己的故
事。而年轻一代的咖啡爱好者，更应该肩
负起使命，讲好中国好咖啡的故事。

“先说消费。全世界咖啡市场体量非
常大，中国在其中的占比可观。有消息报
道，近年来，中国咖啡市场规模拥有超
25%的复合增速，销售额数以千亿计
算。”李海龙说，可惜的是，在中国，最
受消费者认可的，多还是进口品牌。“我
希望作出中国的咖啡品牌，讲出中国的咖
啡故事。既能为中国消费者服务，将来也
努力让世界消费者品尝到中国的好咖啡，
把中国的好咖啡分享给世界。”

其次就是产地了。虽然咖啡并不是中
国的原生植物，但是在中国，却有相当面
积的咖啡产地，出产着优质的咖啡豆。

“比如云南的普洱、保山、临沧等地生产
的咖啡豆，一直是星巴克等著名咖啡品牌
的重要原料。但可惜的是，由于我们缺乏
自主品牌、缺乏产业标准化以及宣传不够
等原因，云南咖啡一直处在供应链底端。
即使有相当数量的精品豆，也多混杂在商
品豆中，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大的品牌。
浪费了好品质的精品豆，也影响了咖农的
收益，导致他们种植热情不高。”李海龙
说，这让他经常会有一种责任感，“做中

国的咖啡，不仅是热爱，更是情怀。我希
望能惠及更多的咖农，让大山里那些种植
出精品咖啡豆的咖农因为咖啡过上更好的
日子。”

难忘那些人那些事

专业学的计算机应用，从事互联网行
业多年，如今，李海龙又从不搭界的行业
抽身而出，将注意力放在咖啡行业。他
说，他的咖啡故事并不动人，因为他经历
过更多的感动。

在云南考察时，一个种植咖啡的村庄
中，李海龙认识了一位村干部。这位村
干部最大的忧虑是，村里生产的高品质
咖啡原料，总是不得以和参差不齐的原
料混在一起销售，既是浪费，又大大降
低咖农的收益。他更忧虑的是，因为精
品咖啡卖不出好价钱，咖农种植热情越
来越低，有的甚至砍掉咖啡树改种柑
橘、茶树。“他握着我的手急切地对我
说，一定帮他们推广，不能浪费了这些
好的原料。”李海龙说。

在另外一个咖啡产地村庄，李海龙遇
到一个年轻的姑娘，是从大城市读完大学
回到当地创业做咖啡的人。“她的祖辈、
父辈都是咖农，当年举家支持她外出求
学，本是希望她能走出大山，去更广阔的
天地发展。没想到她学成后毅然回来，希
望能够帮助故乡以咖啡谋求致富之路。”
李海龙说，这样的年轻人，在云南他认识
了好几位，甚至有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同

为年轻人，大家也有更多的共鸣。“我和
他们交流后，彼此深受鼓舞。我感动于他
们学成归来致力于复兴故乡的咖啡产业；
他们感动于我这个外乡人对云南咖啡有这
么深厚的感情。但其实，我们都想做一件
事，那就是做好中国的咖啡产业，讲好中
国的咖啡故事。”

有感于自己在云南咖啡园里的遇见，
李海龙说，未来将加强与当地年轻人的合
作，成立咖啡工作室，一个个产区跑下
去，做出精品咖啡，增加咖农的经济收
入，更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咖啡。

李海龙始终难以忘记，在云南普洱大
山里，他遇到的那位80多岁的老奶奶，
每天喝着自种、自磨、自冲的咖啡，过着
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老人家身体健
朗、笑容满面，告诉我们，是咖啡为她保
了鲜。”他也难以忘记，一位被他“下
药”爱上咖啡的朋友说，每天最快乐的一
刻，就是送孩子上学后，自己磨一杯咖啡
闻到香气的那一刻。

“咖啡就是这样健康、美好、包容，
我希望更多的青年加入进来，推广中国的
咖啡文化；希望咖农们能够坚持下去，并
不断扩大科学种植；希望中国更多的咖啡
馆致力于做出中国的好咖啡。当然，这种
改变是潜移默化的，也是需要时间的，但
它也是必然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心态
放平，做正确的事，静待时间的回馈。”
他说，以中国的产量、消费前景来看，只
要更多同道人一起努力，他相信，中国的
咖啡终有一天会走向世界。

中国好咖啡中国好咖啡
的故事的故事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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