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012%34567$18$

9:;<=>?@A7?0A?B$7
!()CD?EAAFGHIJKLM
NOPQRS?@7A170$1$7

*+,-
!-./012*+34564736489

!:;#%<#=>?@!"#$%#&!

ABCD
!!"#$%&'()*+,-.-/-

E.E$
!FGHIE.EJK4LMNLLL8
!OPE.E$QR4LLL4MNN

!STU@ATU11TVSWXY
Z[<=>\]^?17B2E12@12

_`abcdef
ghijklmnop
qrstufgvwx
6vyz{|}~!"v
<#$g%3&'()v
*+,-./01{v2
34<Z[;55>67
89:;:3##(
!"#$%&''&()(*&*
+,-%./0
1**2*&213'&4567

!"#$%&'(

%&'( !"##$$$!
!"##$$$%

!"#$%&

!"#$ %&'( )*+, -.-/
0123 4567 89:; <=>9
?@
AB CDEFGHI!"#JGKLMNOPQRS

TUEFVWX$%JYZ[\]^_̀ %"S%"##a

<=_`>?}n@)mABCDhijkE/FGHv
jk1IJKLMNOKLcP!njkvQ_`>?}n@
)mABCDhijkRSTSvKL;UVjkWXOP_
`aYZ)m[\hijk]^_1aB`a[\bPcd;
KLe_`>?}n@)mABCDhijkfghi"!##
jkvKLl_`>?}n@)mABCDhijkfghi
$!%&#jkv_`aYZ)m[\hijkjkfghi$!%&#
jkmKLlQjkVn)oKLlVpnjkqrst;

uvjw
89:;<=>?@ABCDEFGH

'()*

xy86z{|9}v
&5>~!"#72%;$%
&v'()* BE+0B8$v},
)HY]y-./d
IJ%1&K(&(2*L&2M

)*+,

-./0%123
NOPQRST/UV

GWXYZ[\]^_+`
abcdefghXhijk
lmnoLp)qXrstu
vwxyzE{|}~B
!bGv%1))"#1(K"$%
&'()*1)+,X!-1.
$$%&'~/01234
45678*7b
Wc9:%')2L;&&*&*11&
1*3)2&311(& <=>?

061#23456VV78v<=9y:W;q<
=3#>?@ABCDE/F&VhGHpvGpI61
D#'61#23(JKLM>?[q)

@#!*!"0+N!"OP!*!"0+N!,Ov!,)**-$)**v
QR3ST#UV61D#'61#23(DW7?K.

A#!*!"0+N!+OP!*!"0+N,*Ov!,)**-$)**v
QR3ST#UV61D#'61#23(7WD?K.

B#X>?[qYZU[\?]^_`3abcD#
dK;

efFpg<A`hijk\l<mnv*RoB>
?[\WXpqvrsoB>?tupv?K;

uvjw
89CGDEvwFGE

K'K1n&H1LI

+,-./0&-.012'3456
789:;)*&(%(#<=!)>'

?@)*
<=jkE/Gpvw

fghio!""jkW;x
yP#$jkW;xvz{h
GHp|\V)yh}S;

uvjw
89JKLMNOEFGH

_`~!6"Z[hijk#!*!"0+N"!OV9_`$
%C/",&'()*KLjw]IJKLdv{+h,voI-.
/v01{+LM>Qjwy2<=_`~!6"Z[hijk
E/FGHvjk1IJKLMNOKLcP3njk3vo.
/P2<=_`~!6"Z[hijkE/FGHvjk1I
JKLMNOKLcP!njk3v-4{+56;

uvjw
89PQIRS?EFGH

K'K1n&H1LI

AB)*

!VWXxy7c89hijk
:;j<3=v>%>@@A$?$
A$E70?1?@SA
!YZ[:;_`aD3BC
DDv%E@A$?B2@0@2
]@0B@+EBkd?@SA
!\]:;-FG}HmWXI
mJK3LvImJ>EAAAA
?2@@A$AAAAAA$A?0AA@@AAv)
MON$A?00A1N@?ODJO
N$A?00A1N@?Ov?@SA;

!^_`:;OPQ|mREh
ijkC0V_`STUV?
DD3LvDDWEA@@A$?0A
A?A1vDD%EA11E71@2vX
Y?0AAAAkv?@SA
!VabZ'[3\D]^fF
_`()y|:;~KCab
\J3ivcc%d@@$$AA20
A?0A?Ca~K>_be^)
m~KfDmKv?@SA
!VWgN3hijk[\Z[
hijk:;j<aDD<p
3=v?@SA
!cde:;-FG}HmWX
ImJK3LvImJ>EA?
AAA1@@A$AA7AAA$A?7AA??7?v
DJON$A?702N?AOv)M
ON$A?702N?AOv?@SA

!fglmnohijk:;j
<3=ap)<3=aBW<
]]qrdv?@SA
!histuvwxVSy:;
j<3=v>%@@A$$1AAE7$
BE?@SA;
!jkk:;-FG}HmWX
ImJK3LvImJ>EA?
AAA1@@A$AA7AAA$A?7AA?@BBv
DJON$A?702N$BOv
)MON$A?702N$BOv
?@SA;
!lmW:;-FG}HmWX
ImJK3LvImJ>EA?
AAA1@@A$AA7AAA$A?7AA?$AEv
DJON$A?70A2N?AOv)
MON$A?70A2N?AOv
?@SA;

!nopZ
z{|n}@%~6zt$A?@
0z{^!^"#$%&'(
);"*W+,-].LJ%
@@A$A@?01@A$////?Adv#$A
?E0@N@AO0z{[3&'
|jy126z&'3"45
@|6Hvo:;&'3"4
5@|6Hq7?8v>%P
9?1$vuv?@SA;
!VWXxy:;<B=>}h
ijkV?@':;Im=A
fgJvfgJK%>@@$$?1
A$71A0v?@SA

!qr#$A$?07N?AO:;@
/@B/iCDECFE3Gv
HI%EJE@10KAE1$K?AB+A$E
LWMNOPDOQDR CSDMT
M+$?$EPv?@SA;
_`Uu@VUWhijk
!s.t:;0_`jX|mh
ijkY2VZ[\]X/9
8@2̂ K?K$@_U`VRrv
>%$A?0@@A$?$aOA$B$017
?@SA

)*'(

+,-.

《甬上竹枝词》中有一首写七夕：“频年乞
巧向天孙，砖上双趺拜有痕。活水新煎槿树
叶，家家料理洗头盆。”

槿树叶，连带着槿树叶上的花，由此在被
玫瑰花“包围”的七夕中成功“出圈”。

8月12日，天气时晴时雨，黏黏糊糊，在
宁波植物园兜兜转转一大圈，都没发现木槿
的身影，倒是开得热热闹闹的紫薇，让人频频
欢喜，又频频失望。

“你们去大草坪那里看看，应该会有一
些。”植物园里的工作人员说。

在前往大草坪上的路上，无意中瞟到路
旁一株正在开花的植物，名牌上写着偌大的

“木槿”二字，让人内心不由一阵激动。
“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

火阑珊处”，不知是不是感染了七夕的浓情蜜
意，木槿的“出场方式”也充满了偶像剧的味
道。

“围观”这株木槿，稀稀落落开了些花，是
明亮的淡紫色；还有不少含苞待放，卷成一
团，呈现的颜色也要更浅一些。

继续往前走，才发现路边其实栽了不少
木槿，只是绝大多数未见花开，难怪刚才“走
过路过，一下就错过”了。

其实，木槿在园林、庭院中并不少见，除做
为观赏植物外，亦多被作为绿篱使用。唐代诗
人白居易就曾有“凉风木槿篱”的描述，宋代诗
人杨万里也有“漫栽木槿成篱”的诗句。

“实用性”丝毫无损木槿的美。尤其是和
同期开花的紫薇比，木槿花美得明媚、张扬而
独立。不由想起《诗经》中的描述：“有女同
车，颜如舜华”，所谓“舜华”，指的就是木槿。

木槿能“蹭”上七夕的热度，不止因为它
的美。

据说，木槿通常清晨开花、傍晚花败，开
花时短。白居易就留下过“中庭有槿花，荣落
同一晨”的描述。

久而久之，就有人用它来比喻坚韧持久
的爱情，甚至将它和“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
在朝朝暮暮”联系在一起。

木槿和七夕的“缘分”，正如《甬上竹枝
词》提到的，还跟“活水新煎槿树叶，家家料理
洗头盆”的旧俗有关。

简单来说，就是在过去，人们尤其是女
性，有在七夕用槿树叶洗头有关。

从外表看，槿树叶平平无奇，放在手心揉
搓，还有些粗糙感，但将它放在有水的盆里，
再用双手揉搓，逐渐就会有黏黏、滑滑的液体
渗出，手感有点儿像抹了肥皂。

据说，槿树叶含有大量的肥皂草素和肥
皂草苷，有滋养秀发的作用。

七夕用槿树叶洗头的旧俗，据传还能跟
牛郎织女的故事扯上关系，有一个版本的牛
郎织女传说是这样的——

相传，牛郎是个癞头，但心地善良，干活也
勤快，平日靠给地主放牛谋生。隔壁邻居家有
个姑娘叫织女，长得十分漂亮，特别是拥有一
头乌黑顺滑的长发。

牛郎见了十分羡慕，偷偷去看织女洗头，
发现她是用木槿叶洗头的。牛郎也用木槿叶
洗了一年的头，头发重新长出来，变成了一个
帅小伙儿。

织女也因此爱上牛郎，两人幸福地生活
在一起…… 记者 石承承

又逢七夕，商家又迎来一波消费高潮，记
者了解到，黄金珠宝和美妆产品等成为今年七
夕“消费清单”上热门款。

在大部分理性宁波消费者的七夕清单中，
都会有黄金珠宝这一选项。昨天下午，记者走
访宁波第二百货、银泰百货天一店等多家商
场，尽管当天是工作日，不少黄金品牌专柜的
人气依旧非常高涨。

在宁波第二百货的黄金珠宝区域，正在选
购金饰的90后男生小林告诉记者，他先来“踩
个点”，大概了解下折扣，等周六带着女朋友来
挑选试戴。“一方面是这段时间国际金价一直
低位横盘；另一方面七夕也有比较划算的折
扣，买件时髦的金器还挺合适。”

女性消费的话题中，“变美”始终是刚需。
今年七夕，美妆产品依旧不出意外成为“出镜
率”最高的单品。

昨天下午，记者在银泰百货天一店内看
到，基本上每个美妆品牌专柜前，都有不少顾
客正在试妆、选购。不少女性消费者一边试口
红色号、粉底液色号，一边向导购询问价格、湊
满减折扣，忙得不亦乐乎。

“其实七夕折扣要周六才开始，我们先来试
妆、凑单，这样明天来了可以直接买。”黄女士告
诉记者，她每年都要在七夕囤一些化妆品，前几
天就开始研究美妆产品打折力度。记者 史娓超

“终于找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平凡的木槿在被玫瑰包围的七夕中“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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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珠宝、美妆产品
成为七夕“必买清单”

8月12日，
宁波植物园，
雨后的木槿还
带着水珠，格
外清新。
记者 崔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