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落须悲

                     高赫

提到法大最近盛开的玉兰花，我
不禁想到一句北京的老话：“春脖子

短。”这话对也不对。若是论气象学
意义上的春天这话确实是对的，但
是如果把春天理解为鲜花盛开，这话
就不对了，因为北京城里从二月底到
四月底，无论是长安街的玉兰、中山

公园的海棠、颐和园的腊梅或是玉渊

潭的樱花，从来不缺少春天的气息。
但是这句话放到远离城区的法大就显
得无比正确了，在法大，在春天能够
不约而同、竞相绽放、成点成片并且
给人一种春天的气息和积极的力量的

花，就是校花玉兰了。

春天那么长，花期却又那么短，
等到玉兰花落之后，春天那最美丽的
时光再也难觅，虽然这之间或之后也
有花再开放，但是总不能像玉兰花那
样展示出别样的力量。这真是十足悲
哀啊！

玉兰花又是一种非常神奇而高傲

的植物。从开花到凋谢，它的花苞不
断地向外张开，没有在盛开的时候停
下一段时间，似乎它开花就从来不
是给人看的一样。现在启运体育馆前
那三颗玉兰花瓣与花萼已然是藕断丝
连、摇摇欲坠了。或许是因为天气还
不够温暖，玉兰的飘落并不能像四月
底的樱花集体凋零撒下花雨一样，给
人一种悲壮的仪式感。这时只要一场
寒潮，一场“春风”，便能一夜之间
将所有花瓣悉数卷落。

第二天清晨再看时，人们突然看
到枯萎的花瓣一夜间阵亡般地躺在黄
黄的草地上，树上已然像一个月前一
样光秃秃的，恐怕感觉到的不是悲壮，
而是欲哭无泪的悲哀吧。这好像你在
一节无聊的马原或毛概课上玩着手
机，突然毫无准备地看到下学期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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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学期改成三学期的感觉一样。看到这
些花瓣这些花树，你肯定会吃惊，因为
北方春季的寒风不会跟你商量，也不会
跟你约定一个时间，到那时再把这些春
天的美悉数毁灭。等到那天不期而至，
只有含着伤春之情默默接受。

但即使一年只有这么短的花期，大
多数人在四年的时光里也没有珍惜几
次。因为很多人还要每天天不亮起床，
静待宿舍开门，然后一窝蜂似得冲出，
或是太黑，或是太急，或是太困，他们
来不及发现，其实宿舍楼下、教学楼旁
的玉兰花已经含苞欲放，已经开了，已
经谢了。

然而我们没有资格批评他们，因为
哪怕稍微晚一分钟，这损失都不是能
够拿钱弥补的，或者根本不会有人认
为你可能有拿钱弥补的权利。这我们
也不能强求他们，停下来享受美丽。只                                                                      
是当他们发现他们即将离开这里时，却
发现自己再也看不了这里的玉兰花了，
只能深夜坐在图书馆台阶上，用悲凉的
音调唱着，一首首激昂的歌……面对花

落，杜鹃也要啼血，何况是有血有肉的

人呢？

我不由得回想起几年前高中，那
时每天放学时期，每天放学都会坐 1
路，沿着一条最宽阔的马路回家。没

到春天，街上十里的玉兰都会准时开

放，一颗白色，一颗紫色，在红色的

砖墙映衬下整齐排列。如果是周末，
还可以三两相约，去学校后面的湖泛
舟，看湖上桃花粉色的倒影像云一般，
或者是那个古老的极高耸的圆形庙宇
的丁香。现如今到了军都山脚下，曾
经的古代边疆。这个校园可能是因为
太小太旧，容不得百花争奇斗艳，只
能勉为其难栽下几棵树。现在已然是
三月中下旬，玉兰花很多都即将落下，
每当我路过玉兰树时，我都忍不住在
花瓣融入泥土或被虫蚁嗫食之前，捡
一片夹在书里，作为这分外难得的春
天的记忆。毕竟，玉兰开过，再无花

期！

( 晏几道《南乡子》：“花落未须悲。
红蕊明年又满枝。惟有花间人别后，
无期。水阔山长雁字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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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广雅楼前栽的一圈玉兰，此

时也正盛开得热烈。花香可以攀着微

风，去藏在课间学子拿出的书本中，

甫一翻开，就是扑鼻的芬芳。

凌乱的课桌可能还会插上一朵贪

心折来的玉兰，或是有人将那迎早开

放被风簌簌吹落的玉兰花瓣，压在写

满复杂公式的笔记本中。在每个带着

雾气的早晨，总有那么多笑谈之声散

落在玉兰枝下，虽然被尖锐的哨声和

激昂的音乐打断了这份快意，可在那

踢踏的尘土间，还是会有几双眼睛去

追寻那身边经过的每一株。

在母校最后几个月的生活，如今

想来，带着些遗憾，带着些怅惘，带

着些憧憬，也带着那挥之不去的玉兰

的芳香，就这样促成了我和法大的因

缘。

 初识法大是在夏意未退的时节，

看过了北方漫天飞舞的银杏，很难不

去回想母校满坡的松果。年幼时每个

晌午都选择走的幽幽小径，踏过柔软

的铺满树叶的土地去捡那些沾着新鲜

泥土的松果——这些行径倒也和我流

连逸夫楼前那片银杏林如出一辙。

寄你一袖春色

        
       法学院 1601   秦小越

前几日密友偶然得了一钵栀子，

四处问询是谁寄的这一钵绿意。未经

修饰的相片中，无论谁都可以看见那

栀芽儿簇在短小的枝上，似乎卯足了

劲去准备这个时节的盛大开幕。不知

道诸君近日是否嗅出，那愈近的春携

着带香的风，施施然来了。

 其实窗外春意早已盎然，但现在

都还觉得比不上这一钵呢。”

 隔着屏幕都快能看见它溢出的情

意，也难怪密友有此感慨了。

 北方不常下雨，所以连这份寒意

消失的脚印都寻得清楚。当故乡针雨

绵绵的时候，我似乎已经可以顶着大

风去见这第一个与我共度的北方的春

天。

 上一个春天是怎么悄然过去的

呢？似乎冬春夏被捆绑着吹过了那段

记忆，那个承载的故地开过了一季的

玉兰，桥下死水中好像也开了莲花。

 正巧大学里的玉兰也开了，于拓

荒牛身后亭亭玉立，先来报了春信。

 凑了这份巧，我仍不由自主地透

过那白玉羊脂般的花，去念着盛开在

记忆中繁盛的那一朵。

     叁叁



 

不论如何，春意已盎然到行人眼

底了。

 在看着窗外迟迟不斜移的阳光时，

我常常想，时光到底能过得有多慢

呢？一回首，这半年却在每日催促着

混沌地走过它的轨迹了。少年不识愁

滋味，我倒认同每段年纪都会享有相

应的愁苦，放大喜乐的方式不同，看

见的哀怒各异，说是不识，倒不如说

是不为人所知。

 然而无论心里揣着蜜糖还是黄连，

都得对苦苦拨云而来的暖意抱有感

恩。

 玉兰花开的时候，我私心去攀附

着凑近拍了一张照片。后来清理相册

的时候，看见这张光影犹如大家处理

过的成品，心里不能不说是满怀欣喜

的。这份欣喜，倒像是在知名之地偶

然寻到不知名的去处，有暗香盈袖，

值得人为之泫然一番。又正巧心情如

瀑布直降下缓缓流淌的小溪，静听可

以听见泉水叮咚的声音，二者一合，

胜过人间百味，就如同接纳了世间最

大的善意。

 远方的爱人近日正巧困顿于雨季，

怕是无缘去看与记忆中重叠的绿意。

 我记得古人寄信时常常捎带两三

信物来寄托情思，我瞧见这盈满校园

的春意，瞧见天上高高的纸鸢，实在

想将这份心情交予他赏读。

 春游时与众友人乘兴去奥体公园，

熙熙攘攘的人群脱了冬衣著了春衫，

一派大好光景。有时倒想知道，这南

北两地的四时，伴随着各异的陪伴，

每时每刻都有着自己的新意，而身在

其中的我们，除了点缀着别人的视野

之外，能不能去勇敢地做别人的主角

呢？

半个时辰前刚刚撂笔，家长里短

胡乱涂抹的一封信，封了我随意拾的

一片玉兰花瓣，想在一个春光明媚的

时候，去寄给远方叨念的爱人。

须得挑春光正盛，让那信封也熏

着北方的春光，想来启信读时，可以

窥探这盈盈一袖的玉兰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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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美人
                    民商 1602 吴仁辉

春阳润蕾兮且芳

羌俞思之兮愁予

袅袅风兮风抚子

仰予首兮以伫眙

思美佳人兮

身辗转以难寐

趋拓荒牛下兮

伺曙芳袭

兰之花兮玉洁

花之芳兮迷醉

兰兮，兰兮

遇美之佳人兮

嫮目宜笑

朱唇皓齿兮秀雅

舒夭绍离兮宜笑

余慕子兮善窈纠

伍



劳心悄兮心慅惨

手交子兮君不顾

望佳人兮又未来

结玉兰兮延伫

春之冉冉兮既极

玉兰不复兮愁人

暮之冉冉兮既极

美人不复兮愁予

步宪法大道兮

路迢迢难见极

怨佳人兮怅忘归

思佳人兮徒离忧

春兰兮，秋菊兮

此时兮，彼时兮

遇佳人兮有时

孰相聚兮可为

注 : 本作原题 << 惜玉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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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还存着霾的痕迹，柳条却已摆脱了冬日的僵硬，笼罩在一片淡绿色的轻烟

之中。

    春天的脚步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到了啊。倒也是偏心，在法大的种种樱花紫荆丁

香之中，单单让玉兰做了这早春第一枝。

春风来，法大玉兰开。

“朵朵争挤簇，春日雪满树”。与其说是白雪落在了树上，倒不如说是树上

燃满了白色的火焰。整株玉兰树远远望去俨然是一座白色的火炬。“却嫌脂粉污

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近了，先是暗香迎风来，再见是沾了些许粉色的乳白。

不像牡丹般红得妖艳富贵，也不像菊梅般有独立秋风冬雪的孤傲。相较于富贵的

牡丹和清高的菊梅，玉兰更像是普通人家中的清流。身不竞豪奢，却又不落凡尘；

甘于素淡，却又没有清高之嫌 , 不由得让人产生一种喜爱之情。

低头，却也发现草坪上已是浅浅的一层落瓣，杂乱得也别有一番美感。只可

惜看到了那个“请勿践踏”，似李后主那般拂一身如雪落花的感觉也不能体会得到。

坪上玉兰如雪乱，落向谁肩？

心中暗忖，如果真的可以，站在这玉兰树下的，该是一个温婉的女子吧。

不远处，一位玉树临风的公子萧声悠扬。

把酒临风，鼓瑟吹笙；鸾配相击，琴瑟和鸣。

风起了，吹落一树花的雪，与那白色的裙构成完美的图画。

这当是极美的景象了吧，部分却也是自己内心的向往。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窈窕淑女，静惠如兰。

春风来，法大玉兰开

       ——法学院 1601    温新格

玖



拾

玉兰。

一种花将传统社会里的君子与贤姝完美结合，也不枉后人给它的花语是爱慕。

君子和淑女的结合，亦是天作之配。

传说宋代时有一湖南益阳的郭信，借军功官拜兵部侍郎，其妻玉兰留在桑梓

侍奉公婆。因思夫心切，其妻在家乡竹笋丰收之时将竹笋晒干寄往京城。郭信用

之熬汤煲粥 , 味道甚是甘美，便献与皇帝。皇帝品尝后龙颜大悦，得知此笋来历

后遂御赐名为“玉兰片”。虽然说的不是玉兰花本身，但如此一个富有爱意的传

统故事倒也为玉兰二字增添不少浪漫元素。

其实内心总会不经意间将玉兰和古代的女子联系在一起。以花喻人是传统，

见花思人倒也是自己的习惯，如见到菊花忆起陶潜，莲花想到周敦颐，甚至红杏

也会想到那著名的“红杏尚书”。那轮明月能成为年年桂树下人们同赏的物象，

与“但愿人长久”的心理不无关系；依旧笑春风的桃花之所以流传千古，怕也是

由于那位不知何处去的女子罢。花再美，也需要寄托了情感方能成为长久的记忆。

推而广之，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之所以能够铭记在心深镌入骨，怕也逃不掉一件

令你难忘的事、一个令你难忘的人。

愿玉兰盛开的法大，你能遇到那个兰质蕙心的女子。

亦如在微雨的丁香世界里，你能遇到那个撑伞的女子。

然后，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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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编：曹蓓蕾



玉兰伤
              张晓娟

须臾花期
满树繁盛簌簌落

凌寒馨香
又是一年最浓时

树下拾香
醉了伊人，沁了心房

隔栏观花
抛了时光，忘了烟火

花非去年花
人是去年情

今送玉仙褪霓裳
来年还咏一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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