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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光的成都东大街，一排排开着蓝紫
色花朵的树木吸引了无数路人的目光。在这条
承载着成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的街道上，蓝花
楹如梦似幻的蓝紫色辉映在鳞次栉比的楼宇
间，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城市画卷。

成都草木丰茂，却很少有像蓝花楹一样的
开花树，能够蓝得如此纯粹，蓝得让人痴迷，这
就是一种肆无忌惮的奔放，这种奔放会让你对
它们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这个
季节，这样的梦幻蓝紫色，还同时出现在成都
各个地方。对于这种在初夏盛开着醉人蓝色
花朵的美丽的开花树，许多成都人难于表述自
己见到它的心情，似乎贫乏的词汇无力支撑起
这场蓝紫色的梦幻，以至于许多人会这样写道：
美哭了。

蓝花楹蓝紫色的钟形花冠是由一个细长的
花冠筒组成，上部膨大，下部微弯，每一个长长
的圆锥花序上开满了数十朵蓝色的花朵，盛花
期时，无数的花序组成一树繁花，当无数的蓝花
楹占据了一整条街道的时候，远远望去如同一
片蓝紫色的祥云，云蒸霞蔚间那种绚丽梦幻的
蓝色盛况会让人沉醉其中不能自拔。这种由大
自然物种的生命所展现出来的深邃蓝色，会给
人们带来宁静、稳健、幽邃、清丽脱俗的感受。

当蓝花楹的香味开始在城市街头弥漫时，
成都初夏最美好的时光就来到了。蓝花楹是一
种半落叶的高大乔木，原产南美洲，这种世界驰
名的风景树种有着高大的树冠。花期后，蓝花
楹的枝叶会加速生长，一层层的羽状叶片形成
了向四周伸展如华盖一般的树冠层，柔软叶片
就像绿色的羽毛，四下覆盖，绿意盎然，远观枝
叶繁茂，近看曼妙多姿。它们的到来让这个城
市的夏日街头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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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草木物候的轮回
就像时光于此匆匆留下的
一串脚印，初夏刚过，转眼
又到小满。小满是二十四
节气中第八个节气，这时夏
熟的谷物开始灌浆饱满，但
还未成熟。《月令七十二候
集解》中说：“四月中，小满
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气
温日渐升高，时光依旧美
好，小满是爱的季节，给人
以收获的期待，绚丽的三角
梅点燃了川西初夏的热情，
高大的蜀葵巨大的花朵开
始盛放在街巷间不起眼的
院落，蓝花楹醉人的蓝紫色
再次梦幻般降临在一条条
街道中。这个季节，有润物
无声的锦城夜雨，也偶有让
人神清气爽的灿烂霞光，初
夏日的风物竟是如此妖娆。

入夏后，高大鲜艳的蜀
葵总会出现在一些不引人
注目的城市角落，这是一种
生性强健的高大草本，花朵
巨大，花瓣色彩纷呈，有大
红的也有粉红的，有白色的
也有紫色的，还有单瓣重瓣
之分。

蜀葵娇艳而不媚俗，华
丽而不招摇。每当见到成
都街巷院落中的蜀葵，也总
是能激起许多人对童年的
回忆。在许多年以前，似乎
家家户户都会顺手在自家
房前屋后篱笆边种上几棵，
蜀葵不必精心照料，也总是
能在夏日开出鲜艳华丽的
花朵，许多老成都人关于成
都夏日的儿时记忆中，便有
这来自于院落深处围墙边
的自家花台上，傍晚闷香的
紫茉莉花丛中，高高挺拔盛
放的蜀葵。

蜀葵，成都人常俗称
“棋盘花”。这个名字是因
其花大如棋盘还是种子似
棋子而得，一直不得而知。
蜀葵是锦葵科蜀葵属多年
生的高大草本，蜀葵的名字
据说也是因为原产于蜀地
而得，比如宋代的博物学著
作《尔雅翼》里面就有这样
的记载：“今戎葵一名蜀葵，
则自蜀来也”。于是，这种
植物似乎同四川有了更亲
密的联系，这让许多了解这
典故的蜀人见到蜀葵时也
多了几分亲切与骄傲。不
过，后世又有多人考证，蜀
字并非特指巴蜀，而本意是
指其高大，比如西汉时称蜀
葵为“戎葵”，《尔雅·释草》
称它为菺，“菺，戎葵。”“戎”
和“蜀”均有高大之意，后来
郭璞为戎葵做了个注：“今
蜀葵也”。

今天，我们于夏日时常
能见到的蜀葵都已是栽培
种，野生蜀葵在巴山蜀水间
却是再也踪迹难寻了，抛开
古籍的记录就连蜀葵的身
世也会变得迷离，不过却也
证明了我国栽培蜀葵的历
史极为悠久。野生的蜀葵
曾在中国南方平原中生长
繁衍，随着平原被人类利用
开发，无数野生物种的栖息
地被占用，它们或是灭绝或
是退隐于山野，而生性强健
易活的蜀葵却很好地适应
了人类生活的环境，于是褪
去野性，大隐于市，泯然众
人矣。

蜀葵因其高大，可达丈
许，花多红色，又被唤作“一
丈红”。它们的花期很长，
盛花期通常在端午前后，所
以它也成为了端午节代表
花 卉 ，也 被 誉 为“ 端 午
花”。 明末杨穆的《西墅杂
记》记载，成化年间有倭国
使者来华，遇栏前蜀葵却不
识，于是题诗写道：

花如木槿花相似，叶比
芙蓉叶一般。

五尺栏杆遮不尽，尚留
一半与人看。

虽然有这样一个能写
汉诗不识蜀葵的外国人的
故事，蜀葵却是最早走出中
国国门的观赏物种之一，早
在 15 世纪，蜀葵便被引种
到了欧洲，并在欧洲宫廷园
林中广为栽植，文艺复兴时
期的画师提香、印象派大师
梵高和莫奈都画过蜀葵的
作品。

“昔向燕台见，今来蜀
道逢。熏风一相引，艳色几
回浓。”在众多草本植物中，
蜀葵高大华贵，卓尔不群。
作为中国传统的乡土植物，
蜀葵自古便在古代城市园
林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它
的芳容连卓文君和巫山神
女也会为之失色，唐诗人徐
夤盛赞蜀葵“文君惭婉娩，
神女让娉婷”。时光荏苒，
这个夏日，蜀葵又盛开在成
都街巷之间。成都老院落
里从来不乏蜀葵绿叶红花
的动人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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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南路东郊记忆，两株奔放的
三角梅爬上了充满历史年代感的建
筑物，一株紫色，一株洋红，色彩绚烂
分明。府河以东沙河之滨的建设路
一带，几十年前谓之“东郊”，由众多
央企大厂串联起一条建设路，这里曾
经是成都工业文明的先驱和象征，走
在这条路上的人，总有着抬头挺胸的
骄傲，这里有着关于这个城市激情燃
烧的岁月痕迹。

而今天，这里最终演变成一个残
存的工业遗址，而在这个遗址上诞生
的“东郊记忆”，成为了一种符号，一
种象征，一种陆离变幻的文化元素。
建设路依旧繁华，只是不再有任何一
间工厂，这里曾经机器的喧嚣轰鸣，
却都成为了回忆。

两株三角梅我行我素地绽放，肆
无忌惮地在已成为历史的建筑外立
面打上属于自己的年代符号，它用无
所顾忌的绚烂和随遇而安的坦然在
东郊的记忆中穿越燃烧。花影流光
之间，慵懒的阳光下，搅动一杯咖啡，
悠闲地看着人来人往，风乍起，吹皱
一池岁月的春水，辉煌、热烈、喧嚣、
落寞、努力、抗争、涅槃、重生……

生如夏花之绚烂，这话放在三角
梅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叶子花、
簕杜鹃、九重葛、葛宝巾，三角梅有着
各种各样酷炫的名字，让人陌生的反
而是它在《中国植物志》中的正名，光
叶子花，不过，这么多的名字大多和
它的叶状的苞片有关系。三角梅的
炫目色彩也正是来自于它们的叶状
的，紫色或洋红色的苞片，每一个苞
片都会生出一朵小花，通常三朵小小
的花朵聚在一起，簇生于枝端。相比
于苞片，它们真正的花朵却是低调而
不显眼，三枚叶状苞片各占据一角，
经久不落。

三角梅原产巴西，来自于紫茉莉
科。和其他矫情的异域花卉不同，这
种来自南美的植物，很好地适应了成
都温暖湿润的气候，在这个城市极为
从容地扎根下来，很快便展现出自我
的张扬与奔放。三角梅虽然耐阴，但
是总的来讲它是喜光的植物，所以明
亮与通风的环境会让三角梅的花开
得更加的鲜艳，光照越好时颜色就会
越鲜艳。

在成都，很少有看到三角梅不开
花的时候，从冬到夏，四季常开。初
夏的盛花期后，三角梅还会长期零散
地开放，但这个时候，三角梅进入到
了营养生长期，植株开始大量生叶，
加之光照温度环境各种因素，这时花
的色彩和数量便远没有盛花期时的
那种壮观和鲜艳了。成都初夏的热
情是被三角梅点燃的，每年五月初，
短短几日间，三角梅毫无矫揉造作姹
紫嫣红地开遍了整个城市的每一处
角落，它们绽放出绚烂的色彩，热情
地宣告着成都夏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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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
桃，绿了芭蕉。在红了樱桃的时
节，总会想起绿了芭蕉，不过如
果不是这首脍炙人口的词句，个
头出众的芭蕉在川西众多的草
木中总是很容易被人忽视，何况
这么高大的芭蕉树，本质上只是
一棵高大的草。

虽然有着直立“茎干”，还有
近4米的个头，芭蕉却是一种多
年生的草本植物。初夏的季节，
芭蕉开出了淡黄色的小花，芭蕉
有顶生下垂的花序，花序的顶端
是紫红的总苞片，这些颜色艳丽
的苞片层层叠叠形如肥厚的花
瓣，常被人们误认为这就是芭蕉
的花。不过，芭蕉真正的花极不
起眼，也没有艳丽的色彩，它们
众多的小花就藏在紫红色的苞片
之中。芭蕉的花序里有雄花和雌
花两种不同性别的花朵，雄花着生
于花序的顶端，雌花着生在花序的
下端，十余朵雌花排成2列，这些
小花虽不出众却也精巧别致。

虽没有妖娆的花朵，然而舒
展的蕉叶那份淡淡的风流总在
烟雨迷朦时撩拨着人的思绪，一
张张舒展开来的绿色叶片透露
着洒脱，在夏日给人以无限清凉
的感觉。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
以邀雨，夏夜的雨滴打落在宽阔
的芭蕉叶上发出清脆的响声，点
点滴滴似心绪千结。

芭蕉高大的茎干是中空的，
于是芭蕉有了虚心的美名。“毕
竟空心何所有，欹倾大叶不胜
肥。”三苏中的老苏从芭蕉中品
出了人生意境，芭蕉叶片极大，
墨绿而有光亮，叶柄长达 30 厘
米，这一层层巨大的叶片似乎都
是从中空的茎干中生发而出，似
乎暗合了尘世之间种种因果皆
由虚妄而生的道理。

不过，这些看上去从“茎干”
顶端丛生出的叶片，其实都是从
地底生长出来的，这些新生的芭
蕉叶叶柄基部的叶鞘层层重叠
卷成筒状，一层层的叶鞘互相包
裹，向上生长延伸，形成了状如
树干的“茎”。芭蕉的叶片在茎
干的顶端才舒展开来，渐渐长成
巨大的叶片。一叶新生，老叶落
下，不过，当芭蕉老叶枯黄脱落
后，下面挺立的叶鞘依然坚实并
纤维化，它们支撑起了芭蕉高
大的身体。这种由叶鞘互相包
裹生成的茎干并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茎，也没有茎节，并不能起
到传导水分运输营养的作用，
所以芭蕉的“茎干”在植物学上
被称为假茎。甚至，看上去长
在芭蕉树顶端下垂的花序，它
的花梗其实也是从地底生长出
来，再穿过中空的假茎直达顶端
后方才下垂。

芭蕉真正的茎藏在地底，是
地下茎。观世间如幻，一切万物
皆归无常，然而巨大的蕉叶并非
来自虚无，确是出自地下茎。

芭
蕉

雌
雄
花
开
谁
能
辨
？

蓝
花
楹

如
梦
似
幻
楼
宇
间

芭蕉

蜀葵

三角梅

蓝花楹

更多语闻成都，
扫码上封面新闻。

福利一：提前预定享7折
关注微信公众号“成都爱康国宾

体检中心”后，后台输入“儿童安全用
药基因检测”，系统将自动回复领取暗
语。提前预定前100名并下单成功，
到院可享受7折！

福利二：当日下单免费送
六一儿童节当日下单，送价值

200元的儿童防龋齿全口涂氟一次，
送专业儿童口腔全面评估，还送一对
一专业儿童刷牙指导训练。

福利三：检测报告解读升级
收到宝贝的检测报告后看不懂，

怎么办？只要下单达到50人，成都爱
康国宾体检中心将邀请基因专家为您
现场讲解。

礼遇六一儿童节
爱康伴你“童”行
三重福利限量来袭，这个礼物又暖又酷！

据悉，爱康集团是中国收入规模
领先的中高端连锁体检与健康管理
集团，通过旗下多个品牌，为团体客
户和家庭、个人提供高品质的健康体
检、疾病检测、齿科服务、私人医生、
职场医疗、疫苗接种、抗衰老等健康
管理服务。

以质取信，客户至上，尊重生命，
求实创新。为保障服务质量，爱康核
心岗位要求来自三甲医院副主任医

师以上的专家坐镇，并牵手华西、国
内外知名医院专家，担任管理岗位。
还会定期邀请三甲医院的专家来现
场监测，检查体检医师操作是否规
范，体检结论是否存在偏差等。

截至 2019年 5月初，爱康集团
（包括并购基金）已在香港、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重庆、天津、南京、苏
州、杭州、成都、福州、江阴、常州、武
汉、长沙、烟台、银川、威海、潍坊、沈

阳、西安、佛山、宁波、贵阳、芜湖、济
南、无锡、青岛、毕节、凯里、绵阳、镇
江、长春、合肥、宜昌、六盘水、固原、
东莞39大城市设有122家体检与医
疗中心。在2018年，爱康为700多万
企业员工和个人，为
数万家企业、保险公
司、政府机关和几十
万家庭提供了优质的
健康管理服务。

转眼又到仲夏，六一儿童节也将
如约而至，对于孩子们期盼已久的日
子，宝爸宝妈们，你们的礼物挑好了吗？

喜迎六一，成都爱康国宾体检中
心为宝爸宝妈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只
要购买“儿童安全用药基因检测”项
目，即可享受三重惊喜。

做个基因检测，儿童用药更安全！
近年来，儿童用药安全问题凸

显。因用药不当，世界卫生组织发
表声明，每年全球约有上千万 5岁
以下儿童死亡，其中三分之二儿童
死于用药不当。这些数字的背后，

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孩子，也给家
庭带来诸多不幸，给社会造成沉重
负担。

为保障孩子用药安全，成都爱康
国宾体检中心推出“儿童安全用药基

因检测”项目。此产品帮助您全面精
准地了解哪些药物对孩子疗效好、疗
效差；哪些药物会对孩子带来毒副作
用，从而指导家长为孩子安全、有效
用药，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爱康国宾以质取信 检前、检中、检后层层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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