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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在茶山里帮过忙，因此也

学会了制茶的全部工艺，算是大队里

制茶的师傅。小时候，我曾跟随父亲

来到“当房”（大队部）看他制茶，那时

候还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都是集体

生产，大家既分工，又合作。

采茶季节到了，采茶的妇女背着

茶篓就上茶山采茶去了。采摘的茶叶

大都是“茗花”，又称毛蟹，当然也有铁

观音。因为茗花产量比较高，也相对

便宜，普通民众喝得起，所以种植得更

多。铁观音品质好，香味浓馥持久，茶

韵鲜明，就连叶底都留有余香，但产量

低一点，适合招待贵宾，种植得相对少

一点。当然也有少量的其他品种，比

如本山、黄金桂等，但产量都比茗花

低，品质又不如铁观音好，因此也只是

少量种植。父亲还是更喜欢铁观音，

一到制作铁观音的季节，我常常能听

到他边制茶边谈笑的爽朗声音。

刚采摘的茶叶还很新鲜，但堆放一

起容易发热，必须及时摊开凉青，凉青

后马上就得晒青。晒到叶子柔软，顶叶

下垂即可移入室内摇青。摇青后必须

用大的竹筛摊置，摊置一段时间后再摇

青，再摊置，反复几次，这一过程又称为

做青，可是个技术活，时间掌握很关键，

可以让茶叶适度发酵，是决定毛茶品质

的关键，做得好就能使茶叶发出兰花

香。做青之后的茶叶得及时“杀青”，放

进大铁锅翻炒，炒到茶叶的青味消失，

就可以使用茶巾进行包揉了。不过，揉

捻与烘焙得反复多次交互进行，这一过

程可使茶叶香气敛藏，滋味醇厚，外形

饱满，最后才烘焙成品。

我印象最深的便是父亲的包揉动

作，初揉时用手，左手抓住茶巾，右手

慢慢把茶包团紧，再解块烘焙，烘焙到

一定的热度再趁热包揉。因为一天的

工作量大，茶叶焙至快干的时候，手也

不够力气了，就得用脚掌踩着团揉。

我常常能看到父亲那被汗水湿透了的

上衣，可见制茶并不轻松。一

个茶季下来，父亲的手以及帮

着包揉的脚掌，都被茶叶的青汁

染成了青黑色，这几乎成了茶季

里制茶人特有的标志。

后来，分了责任田地后，我们家分

得的茶园面积小，大约只能采摘一百

多斤的茶青。家里并没置备摇青机，

制茶很不方便，每到制茶的季节，父亲

就只能找别人家借用。因为得错开别

人家的制茶时间，往往错失了最好的

制茶时机，总不能制出好茶来，父亲总

觉得有点儿遗憾。

记得有一年秋茶，刚好天气很好，

就是父亲常说的“北风天”，制出来的

茶叶香味浓郁，韵味十足，又很耐泡。

父亲开心了好久，逢人来我家，总是把

他制作的那些好茶先拿出来分享。

如今，制茶的工艺更先进，更现代

化了，制出好茶也就更容易了，就连茶

叶的包装都相当讲究。人们的生活水

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铁观音也从过去

招待贵宾的用茶变成了人们生活中的

茶饮，可惜父亲却已经远走，不禁心头

有些难过。每每品尝新茶的时候，我

总会想起父亲，想起有关于他制茶的

这些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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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茶事
●叶荣根●●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杨朝楼●●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这是北方话。

南方人说的是：别把我不当个人！

其实，拿豆包不当干粮的事，比

比皆是。

二十年前，我刚出来参加工作，

与新认识的同事聊天。张三说：你别

看，某某领导现在人模狗样，他原来

是公社电影队放映电影的。李四说：

那还好了，某某领导就更没名堂了，

原来是弹棉花的。

这是身边的人，转眼间，乌鸡变

凤凰了。因为你认识的人过去大家

都太熟悉了，就像看着邻居家小孩长

大那样，看着人家成长的，他一个转

身，你就知道他要撒尿，熟到这种程

度，也难免被人不当干粮。张三李四

说的那两个人，我也熟悉，当时听了

他们说的话，虽然没有附和，但也没

觉得有什么不对。

后来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不拿豆

包当干粮，真的是非常错的。因为你

熟悉的人，你曾经非常知根知底的

人，他每天都在进步，他的思维方式

和他的各方面综合能力已经到达你

所无法想象的地步，但是，自以为了

解别人的你，还在原地踏步。

后来，我调到了县城里，有人跟我

说，县委书记原来是某厂开大车的司

机。我说：那也不奇怪呀，朱元璋还当

过乞丐哩。我在县电视台时，经常跟

这位书记一起下乡，一般就四个人，一

部车，书记、他的秘书、司机和我。有

一次，汽车出了点小故障，书记和他的

秘书、我，我们三个人下车聊天，司机

在弄车子。我发现，书记对汽车的一

些性能可能已经不是很熟悉了，他更

熟悉的是政治、经济，甚至是农家、农

时、农事。假如书记过去的同事如今

还在开大车的遇上他，那书记肯定已

经不是过去他们熟悉的那个同事了。

我自己也经常遇着这样的事。

早年在村小学代课过，若干年后，当

年的一位同事对下乡检查工作的教

育局领导说：听说你跟杨某某是朋

友，哈，他过去是我同事，这个人运气

好，一路上升。朋友回来把这事当笑

话说给我听，说：你老家的人，没人把

你当一回事。

我知道，其实还有很多人以为我花

了多少多少钱，靠钱打通多少多少关

节。后来，我离开教育队伍，到乡政府

的水利电力工作站工作，是农村水利员

兼电工。如今，那个时期认识我的人，

有的人说起我还是说：知道，那个电工。

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有点

哭笑不得。那时在《三明日报》社，回

家坐班车被甩客了，我在报纸上署名

批评了那个甩客的司机，后来据说司

机和他所在公司的个别领导很不服

气，甚至县交通局的个别人也觉得不

应该我去批评他们，说：那个杨某人，

不就是原来在我们县里的那个吗？

不用理他，看他能怎么的。后来是交

通局局长和另一位分管的副局长出

面，那位副局长是我朋友，他跟那伙

人说：你们傻了，幸好他是我们这里

出去的，找他道个歉可以解决问题，

你们试试，如果不认识的，就是一个

实习记者写的批评报道，你都得找多

少门路才能理顺事情。朋友后来跟

我发感慨说：熟人眼里无英雄，你走

得再远，人家也不把你当一回事。

当不当一回事，原本都可以一笑

置之的，我并不是太在意，只是由己

及人，想到，我们平时是不是也经常

不把别人当一回事？

我曾经把儿子带到单位实习过，单

位的电脑是局域网，那时不知道谁进了

不该进的网站，整个局域网病毒不断，

我的电脑也得经常请网络技术部的人

来看。后来，我儿子帮单位同事们的电

脑清除了病毒，我知道儿子玩电脑玩得

好，但并不曾想已经到了高手境界，在

此之前，我不把儿子当一回事。

三人行，必有我师，真的，别拿豆

包不当干粮。

我想，无论多么了得的英雄好汉，

都不会不重视一餐饭。没有漂母的一

餐饭，韩信何来日后的拜将封王，扬名

立万？卫八先生若不是备了甘香的晚

饭，杜甫怎么写得出那首著名的《赠卫

八处士》：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英雄豪杰如此，凡夫俗子升斗小

民对一餐饭的态度更可用“虔敬”两字

来涵盖。记得小时候去同学家玩耍，

同学家长若只招待点心水果也还罢

了，如是留饭，饭后归家母亲的态度必

十分紧张，事后非得丰丰富富回请了

才安下心来。一餐饭在小城市主妇的

心中有怎样的分量，自此深深懂得。

一餐茶饭在人心中重如千钧，那么，

在雨打梨花深闭门的黄昏，在珠箔飘灯独

自归的夜晚，滚滚红尘中奔波了一日的人

们会情不自禁忆起生命中的每一餐好饭

吧——各人心中好饭的样式是不同的

——要让骆驼祥子来回忆，挤挤挨挨的

小茶馆里，一碗让他吃出一身热汗的炸酱

面就是极好的一餐；要让贾宝玉来说从

前，那非得在薛姨妈精巧的梨香院里，有

上等好酒配鹅掌鸭信，有钗黛二姝相陪的

那一餐才称得上完美；在郭靖心中，和蓉

儿并肩坐在江边，心上人烹制的一只简简

单单的黄泥叫化鸡就是佳馔；而让洪七公

来品评，那必得是挖空心思、极尽烹饪之

妙的那几道菜诸如炙牛肉条、荷叶笋尖樱

桃汤等等一齐端上来，他老人家才认为他

遇到了一餐真正的好饭。

我闲下来琢磨，好饭的标准无非

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饥肠辘辘的胃，

鲜美的饮食，畅快的心境和善解人意

的饭伴。菜能做到精美别致，那是再

好不过，如实在缺乏黄蓉那样的烹饪

高手，那么只要是取材新鲜、原汁原

味，不如也宽容地将它列入佳肴的名

单吧。这样，我们就常常能与一餐好

饭不期而遇了——早晨去公园散步，

听两位老伯在热烈谈论他们的好饭：

昨晚吃的那个黄桥烧饼，真正是品牌

烧饼，名不虚传；中午去步行街闲逛，

偶一回头，见一位职业妇女一边排队

买生煎馒头一边对同伴絮叨：没办法

呀，宝贝就喜欢这家的，我算准了这一

锅刚出炉才买的，这又是不折不扣好

饭吧。

听过的最动人的一餐来自外子的

父亲。父亲已近古稀，但仍有90多岁

的老父亲需要奉养。老父亲只住得惯

乡下，这样，作为三个儿子之一的父亲

每年就有几个月必须回乡下伺候老

父。最近我们去乡下老屋探望老人，

原以为父亲难免会抱怨几句乡村生活

清苦寂寞的话，谁知他笑容满面地说

在此地舒心得很，他大声告诉我们他

的好饭：乡下空气多新鲜，邻居多热情

啊，每天傍晚空下来我就在天井里喝

酒，喝你们带给我的好酒。左邻右舍

看到咱家门开着就来坐坐，我请他们

坐下来喝一杯，起先他们推辞，后来一

看酒不错就陪我喝上了。菜？菜也一

只鼎！都是自家地里的，清炒莲藕，黄

瓜肉片，西葫芦瓜榨菜片，南瓜饭。城

里？城里只怕吃不上这样的饭哩！

愿芸芸众生时时有温情茶饭可忆

念和乐享。

无他，只因这样的茶饭仿佛是漫

漫旅途中绿阴下的一张长椅，累极了

的旅人走上前去小坐片刻，心中有说

不出的舒畅。

温情茶饭
●张 芳●●

蓝天白云，海湾如玉带般碧蓝青

翠。我沿着大厦旁边的海岸信步走着，

心中却万分怀念故乡的大海和洁白的

沙滩。眼前这海岸，沙滩固然难寻（也

许在好久之前这里曾有过沙滩吧），而

且这总是避风的海湾，即使是飓风来

临，也永远不会有汹涌澎湃的波涛。故

乡的大海却非这般的温柔，怒潮时万丈

巨浪，我只有在梦中追寻了。

走进了一个向海湾上伸展着的码

头。像T字似地倒挂在海湾里的码头

旁，在一个三角形的海面上，我看到了

平时在楼上的窗口眺望到的，总在一小

舟上静坐的老翁——小舟是用一条绳

子捆在码头边垂在海面上的一把铁梯

上。在香港这寸土尺金、住房拥挤的地

方，避世难，老人却用一叶小舟把自己

与尘世隔开。小舟悠悠地在海面上摇

晃着，海风抚摸着老人花白的头发和胡

须。码头上一对小情侣在垂钓，大小不

一的船只在“隆隆”地响着，和岸上不断

地驶过的汽车声唱和着。然而，尘世的

喧闹好像与这老人没有任何关系。老

人闭着眼睛像陷入了久久的回忆当中，

他又看到了过去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里的生活了吗？这老人的一生与海息

息相关吗？是再也离不开海吗？

我望着老人感慨良多，一抬头，却

见不远处微浪频频抛洒在一块斜落在

海面的礁石上。这无力的微波细浪，

我却贪婪地看着，因为我是想要小小

地过把瘾啊，如一个酒徒在找不到酒

时，想喝点兑水酒精来过一把难耐的

酒瘾罢了。当我把眼光又投在海面上

时，心中不禁一颤，啊，海鸥！过去，我

在故乡的大海上，经常看到的海鸥！

我在香港这海岸边居住了几年，还是

第一次看到海鸥呢！但只是一瞬间，

那一对海鸥却如昙花般不见了！为了

追寻海鸥，我匆匆从码头上，走回海岸

上，边走着，边在海湾上寻找着。

我在海岸边眺望了很久、很久，仍

不见海鸥。此时我的心中怅怅然，像

失落了什么似的。

一会儿，我只好怏怏而回，沿途虽

然仍是海岸风景，我已无心赏玩。

直到两星期后，正是仲春的一个

假日的早上，我正在西窗下读着曹子

建的《洛神赋》，偶一抬头，倏然见到那

一对海鸥，在我窗外的海面上徐徐飞

翔。我急忙起身站在窗前，心中的惊

喜和激动难以言传！

这时，海鸥双双停留在海面上的

一个浮标上。我心想，这对海鸥多么

像一对沉醉在缱绻深情中的恋人哪！

这对海鸥就是曹子建和洛水之神宓妃

吧！那时，曹子建在洛江邂逅美丽、纯

洁而又多情的宓妃时，因“恨人神之道

殊”，而凄然别离，“怨盛年之莫当，抗

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

当时宓妃恨怨交集，举袖掩面悲哭，如

潮的泪水浸湿了衣襟……

直到曹子建成为神后，他就千方百

计苦苦地寻找宓妃。当他们终于又再见

面时，就再也没有分开过。那天他们沿

着洛江，而来到南海，偶然栖息在这南国

海湾的一隅，边游览着海湾的风光，边互

诉着千年刻骨的相思。今日也许又禁不

住春日的诱惑，再次相邀出游。

也许知我那天曾经苦苦追寻不见，

而怅然若失，故今日特来我窗外停留片

刻，以安慰我多愁善感的心绪……

又见海鸥
●邱婷婷●●

醉重阳
●张华梅●●

重阳节的秋风最像秋风，它跋涉千

里，绕过高山，趟过河流，穿过原野，还

在树林里补足给养，才来到我们面前。

面对远路而来的客人，当然要请它喝一

杯，于是，醉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醉在重阳不算丢人，盛开的菊花不会嘲

笑我，微笑的爷爷奶奶也不会责怪我，

倒是调皮的秋风酒量太大，一不留神跑

到山巅，借着酒意，来一段属于重阳节

的独舞，看得老人们目瞪口呆，他们想

不通，同是上了年纪的秋风，怎么会如

此精神矍铄，怎么能舞出人生的极致。

在重阳，一切都变瘦，原野没有了大

肚腩，山川也都减肥成功，树木精干干

的，没有丝毫赘肉，都说千金难买老来

瘦，这季节如此瘦骨嶙峋，是想把重阳永

远留住么？春天酿的杏花酒，没有了浮

躁和繁杂的意味，对着盛开的菊花慢慢

饮，就能喝出人生的喜怒哀乐。人老了，

更看重季节的变化，深秋时节的重阳，没

了花里胡哨的小聪明，没有春和夏的多

动多话，一切都在酒杯里，一切尽在不言

中。酒甘甜，花芬芳，人生也有了一些积

淀，山脚下一块平平常常的大石，也有着

自己的故事，这可不是酒后的胡言乱语，

这是不可多得的人生真谛。

重阳的酒，终于不用借来浇愁，这

才是酒的本来面目。酒是水中的英

雄，掺杂了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只要

举杯畅饮，醉就成了平常人的平常

事。问世间，谁没有醉过，不同的只是

有人醒得快，有人沉醉不愿醒，徘徊在

酒意里，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有人

看不起醉酒之人，认为那是难堪的酒

鬼，殊不知，很多人想醉却不得，那也

是一种悲哀和折磨。重阳之际，日头

登高去了，四周丝丝寒意，热情都在酒

杯中，尽可以敬给你的亲人。与亲人

同醉最为难得，抛掉心中芜杂往事，丢

开心中的忧伤不快，脚步虽慢，却也踩

在红尘里，话语虽少，诉说的却都是真

情。重阳酒醇厚至极，多饮一杯就多

一分亲情的享受，醉也醉在亲人身旁，

酣睡一觉，世事皆重来。

重阳月如钩，挂上个金灿灿的酒

壶可好？嫦娥仙子也老了，只是老得

如此好看。一个人的日子里，酒必不

可少，可以想象月宫的后面，堆了多少

空酒瓶。可是今夜，我们陪你一起喝，

不醉不归。有人喝酒为了爱情，有人

喝酒为了名利，有人喝酒为了心情，我

们今夜只为重阳干杯，只为民族的孝

道畅饮。一个奔月的故事讲了几千

年，嫦娥仙子在人们口中辛苦了一次

又一次，时光荏苒，现在轮到我们成为

她的亲人，一滴热泪可以烫暖一壶酒，

一声嗟叹可以温暖千人心，今夜喝醉

的千万人，都是心意相通的一家人。

过了重阳，草木可以放心地凋零

败落，霜粒可以恣意地撞击尘土，候鸟

可以轻松地返回故乡，只有人们和那

些云彩，还要听菊花讲述季节的故

事。听着听着，很多人就老了，老了就

老了，很多人的酒还没有喝完，那就倒

给菊花吧，让它也解解馋，然后醉在冬

天的门槛上。

秋来
芦花白

●乔兆军●●

笔

随

“野菊他乡酒，芦花满眼

秋。”傍晚，在湖边散步。夕阳

把湖面涂成了金橘色，芦苇在

夕阳的背景中悠悠摇曳，簌簌

喧响，美得令人心颤。流苏似

的芦花，音符一般散落在水面、

树顶和岸边。

想起了家乡的芦苇。初

春，芦苇刚抽出淡黄色的新芽，

母亲就会早早地掐回来，做成

一盘可口的小菜，清凉败火。

夏日，母亲砍回芦苇，一小把一

小把地捆好，摆在门前晒。花

絮用来做枕芯，柔软舒适。苇

杆用来编席子，或编成苇帘挂

在门和窗上，既透风又挡蚊蝇

飞虫。即使细小的苇杆也舍不

得丢弃，可编成筲箕或扎成扫

帚。

我们则抽了芦苇的叶子，

做成芦笛，悠悠扬扬吹出许多

热闹的曲调。或干脆折下一段

来，摹仿戏台上武生的马鞭挥

舞。调皮的孩子在芦苇丛里捉

迷藏，掏鸟蛋……芦苇给孩子

们贫瘠的童年生活带来了无限

的乐趣。

一株芦苇、一束飞扬的芦

花也曾醉倒了许多文人墨客。

《诗经�蒹葭》中就有：“蒹葭苍
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

一方……”唐人司空曙的《江村

即事》一诗中也说：“纵然一夜

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南

唐后主李煜的《望江南》中写

道：“芦花深处泊孤舟。”一个

“孤”字，几多沉痛、凄恻，尽在

不言中……

深秋时节，我总喜欢一个

人去看芦花。秋水清浅，清寒，

在阳光的照耀下闪动着迷离的

光泽。水岸边的芦苇，离水很

高，裸露着纵横交错的根须。

芦苇聚众而长，撑着一蓬蓬好

看的芦花，洁白轻盈，像灿烂的

微笑，摇动在秋天的酒杯里，优

雅生动。

芦苇丛也是鸟儿的天堂。

白鹭鸶、灰斑鸠、野鸭子，还有

许多不知名的小鸟，经常在这

儿落脚。箭一般地隐入芦苇深

处，一声吆喝，又扑棱地腾空而

起，直入云霄。这是一幅鲜活

生动的画呀，散发着淳朴浓郁

的乡村风韵，让人沉醉。

我轻轻拉过一株芦苇，芦

叶掸着我的衣，发出窸窣的声

响。芦花拂着我的脸，痒痒

的。捋一捧芦花入手，细滑如

缎，有一种暖暖的感觉也随之

传来，就像母亲为我做的芦花

鞋，样子像鸟窝，穿起来既透气

又暖和。如今，芦花年年开放，

母亲却已永远离去。那份伤

感、怀想，在秋天里那么密，那

么长。

芦苇纤弱，但它的骨子里却

透着一种执著、坚韧、刚毅，给人

力量。“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其实一个人就是一棵芦苇——

一根能思想的芦苇。能守得住

生命的本真，做一个正直的人，

灵魂就会永远是站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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