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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念、闫祥岭、张昕怡

　　落尽残红始吐芳，
　　佳名唤作百花王。
　　竞夸天下无双艳，
　　独占人间第一香。
　　这首晚唐文学大家皮日休描写
牡丹的诗作，流传甚广。牡丹寓意富
贵吉祥，千百年来被人们传诵，在中
华优秀文化典籍中频频出现，佳作
迭出。
　　如今，在被誉为“中国牡丹之都”
的山东菏泽，围绕国色天香的牡丹花，
人们书写的“作品”不再限于纸上。近
年来，菏泽充分利用种植规模、种质资
源、种养业态等独特优势，实现立体综
合开发。走进菏泽，你会发现，这里的

“花样故事”引人入胜，“花样经济”异
军突起，“花样生活”无比美好。
　　依靠一朵花的力量，大美菏泽写
就了绿色发展的生动案例。

花样故事

　　菏泽的牡丹栽种历史非常悠久，
当地人对这种典雅端庄、气度不凡的
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采访发现，在菏泽，到处都能巧遇
爱花惜花的民间“秋翁”，当地懂牡丹
的人多，能如数家珍地介绍牡丹的起
源、习性、种植历史和价值的人也不在
少数。
　　对于菏泽牡丹的历史，菏泽市文
旅局非遗科科长朱晓雯长期潜心研
究，颇有心得。她告诉记者，众多专家
研究认定，当地牡丹栽植始于隋，兴于
唐，明代已成为全国的栽培中心，清代
被誉为“甲天下”，距今已有 1000 多
年的栽培历史。
　　早在隋代，曹州就出了齐鲁桓这
样的著名花师，曾为隋炀帝培育出高
过楼台的牡丹花。曹州就是当今的菏
泽。唐朝开国功臣徐懋功是曹州人，
他将长安御花园的牡丹带回老家种
植，这应该是引进牡丹外来品种比较
早的事例。隋唐之后，据说曹州“村村
有花园，户户养牡丹”，诸多传说虽然
难免夸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
们对牡丹的喜爱。
　　历代吟咏牡丹的诗赋，更是浓墨
重彩。据不完全统计，大唐时期，在
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名家吟咏牡
丹的诗词约有 100 多首，宋代则超过
1000 首，明清文士咏牡丹的诗词传
世更多，粗略统计达数千首之多。李
白《清平调》里的“云想衣裳花想容”
无愧千古名句，明代李梦阳对牡丹情
有独钟，写出的牡丹诗连绵成组，开
篇便是“自知国色无伦比，放遍群花
每后开……”
　　遍检牡丹诗文，“曹州”作为地名
频繁出现。菏泽处于黄河冲积平原，
滔滔黄河带来肥沃的土壤，孕育了国
色天香的牡丹花。
　　 2011 年，牡丹传说被列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涵盖与牡丹相
关的民间传说故事。其中包括了人物
传说、地名传说、品种传说和风俗传说
等，保护单位定在菏泽市牡丹区文
化馆。
　　相对而言，菏泽市牡丹产业发展
中心的专家更在意牡丹的开发价值，
中心负责人陶福占说，牡丹可不仅仅
是好看，而有实实在在的价值。人们
最早对牡丹的认识，正是其药用价值。
1972 年，在甘肃省武威市柏树乡发现
的东汉早期医简中，已有用牡丹治疗

“血瘀病”的处方。医学经典《神农本
草经》称：“牡丹味苦辛寒……一名鹿
韭，一名鼠姑。生山谷。”
　　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是这样解
释牡丹的：“虽结子而根上生苗，故谓
之牡丹。”李时珍还对牡丹及其别名作
了相应的阐释：“唐人谓之木芍药，以

其花似芍药，而宿干似木也。群花品
中，以牡丹第一，芍药第二，故世谓牡
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
　　宋代郑樵《通志》记载：“古今言木
芍药，是牡丹。”其中的安期生《服炼
法》云：“芍药有二种，有金芍药，有木
芍药。金者，色白多脂；木者，色紫多
脉，此则验其根也。然牡丹亦有木芍
药之名，其花可爱如芍药，宿枝如木，
故得木芍药之名。”
　　史料记载，中国是牡丹的原产国。
历史上，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河
谷之中，到处都盛开着野牡丹。明清
时期，菏泽已大规模种植牡丹，素有

“曹州牡丹甲天下”之称。
　　“明朝以后牡丹的全国种植中心
就是菏泽，北京种植的牡丹百分之九
十都来自菏泽。”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
曼说，“到了清朝蒲松龄写《聊斋志异》
的年代，曹州的牡丹已经非常有名，可
以拿出自己独有的品种来反哺洛阳，
这就是当年曹州牡丹的威风。”
　　今天，菏泽牡丹同样拥有极为特
殊的地位。北京景山公园、圆明园、
奥林匹克公园等地都种植了来自菏
泽的牡丹。2017 年 5 月“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2400 余盆
菏泽牡丹绽放天安门广场；2019 年 4
月“国色天香-紫禁城里赏牡丹”菏泽
牡丹主题展在故宫举行，1.5 万盆牡
丹、2.6 万枝鲜切花及牡丹衍生品、牡
丹文创产品与海内外游客见面；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上，菏泽反季节催
花 牡 丹 亮 相 国 家 奥 林 匹 克 体 育 中
心……
　　名花遇到名家，也为后世留下许
多佳话。茅盾、冰心、舒同等多位文化
名人与菏泽因牡丹而结缘。
　　菏泽日报副总编、牡丹晚报总编
辑潘若松介绍，当地文学刊物《牡丹》
的刊名为茅盾题写，字体典雅秀丽、端
庄大方；1992 年 11 月，菏泽市文广新
局退休干部魏玉传写信给冰心老人请
求为菏泽牡丹题词，冰心写了“十里散
香苏地脉，万花低首避天人”两句诗作
为回信；菏泽曹州牡丹园观花楼前的
一方石碑格外醒目，“曹州牡丹甲天
下”出自书法家舒同手笔。
　　菏泽牡丹以其花大、型美、色艳、
香浓著称于世。1999 年，昆明世界园
艺博览会，菏泽牡丹获得 111 个牡丹

奖项中的 81 个。
　　 2012 年 3 月 16 日，经申报、考
察、评审，中国花卉协会正式授予菏泽
市“中国牡丹之都”。
　　“花随人意开，四季看牡丹。”4 月
中旬的菏泽曹州牡丹园，鲜花怒放，
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香气。对
满园春色，高级农技师赵信勇习以为
常，因为在曹州牡丹园，牡丹已实现
了一年四季的“盛开自由”。赵信勇
告诉记者，菏泽仅观赏牡丹就有 9 大
色系、10 大花型、1280 个品种，每年
谷雨前后万花齐放，令人如痴如醉。

花样经济

　　“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
华。”在菏泽，牡丹不仅具有观赏价值，
当地还致力打造牡丹产业链，积极推
动牡丹产业“接二连三”转型，即从单
一种植观赏向精深加工、花卉及产品
交易、文化创意等产业形态跨越。过
去只看一朵花，而今全产业链立体综
合开发，牡丹绽放出绚丽的产业之花。
　　“牡丹全身都是宝，目前菏泽开发
出 260 多个牡丹相关产品，年度总产
值已近 100 亿元。”中国园艺学会牡丹
芍药分会副秘书长庞志勇说。
　　据统计，菏泽成片种植牡丹在
500 亩以上的园区基地就有 20 多个。
当地还是国内外最大的牡丹种苗交易
中心，累计输出牡丹种苗约 60 亿株，
每年向美、俄、德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出口 170 多万株种苗。
　　牡丹籽油、牡丹花蕊茶、牡丹化妆
品……走进菏泽尧舜牡丹产业园，琳
琅满目的产品让人目不暇接。在科技
助力下，“一朵花”的跨界之旅令人啧
啧称奇。目前，菏泽市牡丹加工企业
已发展到 14 家，生产规模、产品档次
一直引领国内同行业发展。
　　“牡丹花可赏，根入药，籽榨油，蕊
制茶，瓣提露，兼具观赏、药用和食用
价值，发展前景广阔，市场潜力巨大。
随着产业开发不断深入，我们已达到
了把一朵花‘吃干榨净’的开发水平。”
陶福占说。
　　目前，菏泽牡丹产业实现了由观
赏拓展至食用、药用、保健等多个领
域，从入食、入茶、入酒的牡丹食品，到
牡丹特色保健品、化妆品，再到牡丹

瓷、牡丹画、牡丹真花等文创艺术品，
贯穿农业、工业、服务业各个产业领
域，牡丹香、牡丹丝绸、牡丹剪纸等牡
丹文创产品“百花齐放”。
　　阳春三月，记者在菏泽市牡丹区
胡集镇黄屯村看到，上千亩杨树林郁
郁葱葱，林间种植的油用牡丹形成白
色的花海，一望无际；阳光透过树叶洒
在牡丹花上，人步入其中，不时惊起三
两只鸟儿。
　　“我们村‘林下牡丹’的效益很好，
树木和牡丹都有收入，每亩一年能增
加纯收入 2000 多元，比单一品种种
植赚钱多。”黄屯村党支部书记黄继
合说。
　　在牡丹区黄堽镇的宋庄村，牡丹

“住进了”现代化的智能温控大棚。与
常见的大型盆栽牡丹不同，这里的“案
头”牡丹走起了“小可爱”风格，植株较
小、花色齐全的微型盆栽牡丹令人爱
不释手。
　　“微型盆栽又称案头牡丹，适于放
在办公桌上，方便居家观赏，因为牡丹
小而精，更适应电商销售。”菏泽谷雨
牡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建立
说，这样的牡丹经过电商运输，为千家
万户的厅堂增添了无限春色。
　　“一朵花的力量”给当地大量群众
带来了稳定的收入。
　　“以往我都是外出打工，后来村里
建了牡丹产业园，我就流转了家里的
地，在园区工作，既能就业又能顾家，
挺好！”牡丹区皇镇街道王桥村村民韩
刚告诉记者，他在园区一个月能挣四
五千元。
　　王桥村党支部书记王建林说，为
更好打开牡丹销路，党支部带领群众
大力发展电商营销，引导村民通过网
络平台销售，花农过去“开着货车跑
全国”，现在“坐在家中卖全国”。电
商新业态培育出众多倍受人们欢迎
的“土味主播”，仅王桥村就有 100
多人。
　　皇镇街道与菏泽学院合作，在浩
森牡丹园建立了山东省第一家牡丹
产业博士工作站，引导研发四季牡
丹、催花牡丹等牡丹培育技术，培育
出分别适应南方湿热气候、东北湿冷
气候、西北干冷气候的品种 200 多
个。目前，这里的牡丹种苗、盆栽牡
丹、鲜切花等产品琳琅满目，技术研

发与服务、新品种培育、牡丹投资等
多方位发展，初步形成了集“产学研
用销游”于一体的产业体系，有效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
　　说到牡丹产业发展成效，皇镇街
道党工委书记穆静显得有几分兴奋。
穆静告诉记者，2021 年当地冬季催花
牡丹产量 10 万盆，容器牡丹 20 万盆，
鲜切花年产 1000 多万枝，年销售额突
破 2 亿元，带动周边群众就业 2000 余
人，牡丹种植户人均收入5万元以上。
　　菏泽市委书记张新文说：“牡丹是
我们的一张靓丽的名片。菏泽将坚持
大众化、市场化、产业化、人文化、国际
化‘五化并举’，叫响牡丹优势品牌，让
世界更爱菏泽牡丹。”

花样生活

　　行走在菏泽市的街巷之间，你一
定会发现，那朵无处不在的牡丹花已
经深深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牡丹既
可以是街道的名称，如牡丹路、凝香
路、华英路、繁花巷，也可以是游览休
憩场所的名称，如天香公园、牡丹广
场，还可以冠名学校，如牡丹小学、牡
丹中学、花乡小学……
　　历史上，牡丹元素就装点着菏泽
人的生活。时至今天，在一些地方的
老街老屋上，房檐的瓦当烧制着牡丹，
虽饱经风雨侵蚀，花瓣、花萼、花茎依
然清晰可见。普通人家里，骨雕牡丹
屏风、烫印牡丹烙画如今也是常见的
装饰。
　　在立体综合开发进程中，与牡丹
有关的传统工艺同时得以发扬光大。
当地将牡丹文化与陶瓷技艺结合，让
原本“平铺”在瓷盘上的牡丹得以立体
盛开。
　　一捻、一提、一勾，乳白色的土坯竟

“绽放”出牡丹的花瓣。制作师文璐璐
手法格外熟练，不过一会儿的工夫，半
成品就在面前摆成一排。“捻制花瓣讲
究一种感觉，最薄的地方只有几毫米，
要用手指发力由里到外捻出形状，之后
再调出牡丹花的折痕。”文璐璐说，这些
瓷土做的牡丹花，便是菏泽牡丹瓷的
坯子。
　　“制作牡丹瓷一般分 5 层，少的有
40 多瓣，多的 80 多瓣。”车间主任周
笑天告诉记者，菏泽牡丹瓷制作工艺

繁复，每件牡丹瓷都是纯手工打
造。即便作为陪衬的牡丹叶，都按
照真实比例拓制，以最大限度还原
叶脉的真实纹路。半成品经过施
釉，在高温下烧制三遍，就会得到
色彩鲜艳亮丽、层次感极强的艺术
成品。
　　尧窑舜陶文旅产业发展（菏泽）
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常锁说，企业正
尝试将牡丹瓷向艺术生活化发展，
研发耳钉、发簪、胸针等“小而精”的
装饰品，让牡丹融入更多生活的
细节。
　　牡丹，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在菏泽市巨野县洪庙村农民书
画基地一处画室里，画师王善花手
上拿着两支画笔交替使用，起稿、勾
线、上色……一笔一画、一丝不苟。
不多久，一朵风姿绰约的牡丹花跃
然纸上。“画一幅能挣四五百块钱，
一个星期差不多能画一幅，还不耽
误家里的活。靠着画牡丹，这几年
俺家里的生活好多了。”身有残疾的
王善花说，自己从 2014 年开始师从
本土画师学习绘画，一直坚持到
现在。
　　巨野县是中国文联命名的“中
国农民绘画之乡”，也是中国工笔画
学会命名的“中国工笔画之乡”。近
年来，巨野县把培育壮大书画产业
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建设书画示
范基地。基地招募学员时主要以留
守妇女和残疾人等为重点对象，助
其通过培训成为职业画工。
　　“牡丹画是巨野工笔画的当家
品种，画师们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
础上，糅合现代工艺手段精工细
作，作品独具特色。”巨野县书画院
院长程军伟说，画中的牡丹枝繁叶
茂、色彩饱满、惟妙惟肖；花叶层次
分明、错落有致，花头或含苞待放、
或摇曳生姿；枝干、嫩芽、花苞等交
相呼应，突显了牡丹的雍容华贵。
　　描绘牡丹神韵的巨野工笔牡丹
画，已成为山东地域文化的一张名
片。来自这里的牡丹画作，如《花开
盛世》《锦绣春光》《冠艳群芳》《国宝
献瑞》《盛世中华》等，先后亮相上合
组织青岛峰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大活动，
以 及 人 民 大 会 堂 山 东 厅 等 重 要
场所。
　　春天如约到来，菏泽牡丹再次
怒放。已举办 31 届的菏泽国际牡
丹文化旅游节推出“云赏牡丹”活
动，通过互联网直播平台帮助五湖
四海的观众一睹牡丹花容，活动开
启前两天时间，全网就有超过 1.5
亿人次在云端赏花游春，“山东菏泽
400 岁牡丹王开花”更是成为热搜
话题。正在举办的“牡丹文化艺术
大展”通过 VR 云展厅将艺术展搬
进云空间，打造一场永不落幕的艺
术盛会。
　　菏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鹿展介
绍，这届展会共收到来自全国及新
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等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参赛作品近 4 万件，评出美
术作品 98 件、书法作品 100 件、摄
影作品 100 件、文创作品 300 件集
中展出。“云展览”贯通时空，让牡丹
花得以“贯四季而不衰，历时光而益
固”。
　　如果你有机会去菏泽，与当地
人说起牡丹，话题说不尽，气氛也
总是格外炽热的。他们一定会热
情地推荐你去曹州牡丹园等 10 多
个园区看一看，去郊外连片的牡丹
田园里走一走，领略这一朵花的无
尽魅力。他们还会提醒你，牡丹宴
的菜品丰富多彩，色香味不同凡
响，千万不要错过，否则将是一大
憾事。   （参与记者萧海川）

　　（上接 14 版）张九龄就说“草木
有本心”，不管是兰叶还是桂花，它们
都有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芬芳，这个
芬芳是它生命的一部分。
  屈原说“余独好修以为常”，天
下人各有所乐，有的人喜欢名，有的
人喜欢利，而我所追求的是品德的
完 美 。“修 ”是 美 ，而 且 是 完 美 、完
整的。
  还有杜甫的诗说，“葵藿倾太阳，
物性固莫夺”。葵花跟藿叶，它们总
是向着太阳。是你要让它向太阳么？
是它为了要向太阳讨好吗？不是。
他说“葵藿倾太阳”是“物性”，是物
之本性，“固”是一定，“莫”是不能，
你一定不能“夺”，“夺”是用强力来
改变。所以兰叶的葳蕤，桂花的皎
洁，它们的芬芳美好，是草木的本性。

“何求美人折”，何必希望有一个欣赏
的人来折它？
　　现在你看这三首《感遇》诗———
陈子昂所写的“兰若”是不遇，“翡翠
鸟”是遇而不得的悲哀，而张九龄所
写的是不必求用，是自甘寂寞的一种
持守。

  正如陶渊明所说，“知音苟不存，
已矣何所悲”。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也
就算了，我何必让人欣赏、任用，我可
以完成自己品格的完美。

伟大的诗人都有一个共通点

　　陈子昂还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我们
要简单地看一下，因为这首诗很有
特色。
　　陈子昂诗歌复古的成就在中唐时
候就已经被大家所公认。韩愈的一首
诗《荐士》里有这样两句：“国朝盛文
章，子昂始高蹈。”说唐朝是中国诗歌
的黄金时代，初唐已经有很多有名的
作者，各有特色。“子昂始高蹈”，他说
一直到陈子昂出现，“蹈”是踏上去，陈
子昂才踏上了更高的一步。初唐有一
些其他的作者，他们只注重文字的工
丽，可陈子昂所表现的是情意的本质。
而最能表现陈子昂掌握情意的本质的
一首诗，是《登幽州台歌》。在《感遇》
的“兰若”跟“翡翠”两首诗里，他用了
比兴、寄托的技巧和手法。文学一定
有技巧和手法，不然怎么表现呢？可

是，《登幽州台歌》真的是以情意本质
取胜。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
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按照古人
的韵的念法，这首诗都是押上声的韵。
这个“上”字不念 shàng，念 shǎng 。
上声就是普通话的第三声。这个“者”
字跟“下”字，这两个韵字都是上声第
三声的韵，我说过每一个韵都有一个
名字，“者”和“下”都属于上声的“马
韵”。
　　讲这首诗之前，我们先看一看幽
州台在哪里？幽州台有一个别名叫
作燕台，还有一个别名叫蓟北楼。燕
台是战国时候燕昭王筑的，又叫做黄
金台。他筑黄金台做什么？“以求天
下贤士”，就是说燕昭王筑燕台是要
访求天下的贤士。燕昭王果然招了
很多贤士，像乐毅等很有名的大将。
所以燕昭王所筑的黄金台，后人叫做
燕台。
　　那么陈子昂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他什么时候登上了幽州台？唐朝的
首都本来是在长安，可是那时北方有
边患，有契丹的攻击，为了保卫国土，

陈子昂就请求参军。陈子昂有很好
的谋略，可是当时带兵的人武攸宜概
不接受。而恰好他们在去攻打契丹
的时候沿途就经过幽州。所以他登
上幽州台，感慨自己的不得知用。屈
原之所以悲哀，是说如果国家是太平
盛世，你不用我没有关系，国家好好
的。可明明国家有危乱，而我是有办
法挽救这个国家的，还是不用我，这
就是屈原之所以痛哭流涕的原因。
所以陈子昂当时就感慨，写了《登幽
州台歌》。
　　《登幽州台歌》只有四句，而且是
不整齐的，他把一切文学的技巧都放
下，留下最基本的那一点感慨。它这
么短，这么朴拙，但这么真诚，且非常
扼要。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
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就是这时间的长久，空间的茫
然，茫茫的天地，悠悠的宇宙。你一
个人生不过百年的短小的生命，尽管
有那么美好的理想，有那么美好的才
智，可你完成了什么？你一旦消失
了，就从宇宙永远消失了。以前没

有，以后也不会有你。在这种时间的
长久、空间的广远的对比之中，显示
出人类的渺小，生命的短暂。人的生
命终究不免于落空，不管你多么美
好，没有人认识你的寂寞和悲哀。他
把那么多的悲哀，而且是所有有才智
有理想的人共同的悲哀，都集中起
来，用这么朴拙的短短的四句话写出
来了。
　　这真是一首好诗，而且是不同常
格的好诗。它不是五言也不是七言，
它是长短句。它不在雕琢修饰，不在
比兴寄托，它是很扼要地掌握了重点。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是有才
智的人共同的悲哀，所以古人的诗里
面也常常写这种悲慨。
　　宋朝词人辛弃疾曾写道：“不恨古
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他说
我不遗憾“古人吾不见”，古代的人我
看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可是有
我这么一个辛弃疾，我以为古代也应
该有人了解。他欣赏陶渊明，写“老来
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说我以
前不认识陶渊明的好，等我历尽了世
界的困苦艰难，我才认识到陶渊明的

好。“梦中一见参差是”，我梦里见过
陶渊明。可是尽管我欣赏陶渊明，
陶渊明永远看不见，不知道世间有
我辛弃疾。
　　凡是这些杰出的伟大的诗人
都有一个共通点。王国维写过天
才与一般人的不同，他说天才不计
较鸡毛蒜皮的小事。天才所在乎
的是什么？是一种更高远更长久
的方向。他举例：比如一个人跟一
些昆虫，昆虫在两步之内，它看的
东西比我们人看到的东西清楚得
多，可是它们不能见五步之外，人
所能看见的高山远海，它看不清，
因为它只能看见这一点。王国维
说，人与人的不同就在这里。有些
人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一种计
较上了，那高远的、更广大的就看
不见，可是天才可以看得更高远。
所以越是天才的诗人越有这种寂
寞的悲慨。（未完待续）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委托项目“‘中华诗教’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项目编号：18@
ZH026）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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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图：4月15日，菏泽市胡集镇黄屯村村民在查看林下牡丹生长情况。小图：菏泽曹州牡丹园内盛开的牡丹花。 本报记者朱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