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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火令
●车 铭●●

饮月三分冷，

怜秋一寸心。

葬了霜菊葬光阴。

松柏淡忘年岁，

何处雪花侵？

去者风吹絮，

来人露湿襟。

取些黄土种如今。

种得兰香，

种得竹箫音。

种得一丝幽雅，

白首短长吟。

朝中措�
渔父词
●骖鸾仙●●

双鳞波底荻芦洲，

木落越江秋。

拨蓼竹篙称手，

回船细雨沙头。

一壶浊酒，

清风蓑笠，

茧缕轻钩。

不识何人王谢，

由他烟起烟收。

浪淘沙�
清水混凝土

●周洛倾●●

隐泥淖而凝，

惙惙更形，

与青竹三三成亭。

桓立俗台殊不俗，

得意相倾。

拥翠拟山经，

檐下盈盈，

冗从精作配王翎。

不绛天时人间里，

一曲清明。

鹧鸪天�畴昔
●汉华千秋●●

华渚星流影若虹，

韶光未惜慨时穷。

当时红萼玉梅冷，

对此霞觞烟水朦。

来犹惘，

去成空。

沉吟低唱有谁同？

梦回酒醒唯怊怅，

昨夜蟾辉付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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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园地

记得40年前，福建省拥有两个

全国第一的记录。一个是全省绿化

面积全国第一，一个是全省公路总

里程数全国第一。这个报道的剪报

资料现在还存放在我的书橱里。福

建省的地域特色是“八山一水一分

田”，百分之八十的面积属于林涛荡

漾的山区，因此拥有全省绿化面积

全国第一和全省公路总里程数全国

第一这两个骄人的记录，证明我省

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是一

种足可傲视群雄的“风景这边独好”

的创作特色。40年后的今天，福建

省是否还拥有这两个全国第一的记

录？即便已经被兄弟省份取代，但

是福建作为绿化大省以及生态优势

大省的全国领先地位仍然是不可撼

动的。因此，作家们，至少是福建省

的作家们，理应牢牢把握这种创作

优势和创作特色，创作出一批走在

全国前列的生态小说和山林题材的

中长篇小说。

记得2017年6月举行的一次

“福州市中长篇小说选题创作座谈

会”上，我在发言中强调了中长篇小

说创作选题的重要性。当时有作家

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中长篇小说

创作的选题无足轻重，关键在于作

家怎么写出好小说来，对此我和在

场的多数作家是不认同的。时隔一

年过去，我在这里重申并坚持我的

观点：中长篇小说创作的选题，包括

短篇小说创作的选题是十分重要

的。选题的优劣，直接影响中长篇

小说创作质量的优劣。我举一个通

俗的例子证明我的观点。譬如说，

一个厨师，他选取一片猪耳朵，做成

卤猪耳朵，成为一道下酒菜。即便

你手艺再好，卤味十足，充其量也就

是一道可口的下酒小菜，不过螺蛳

壳里做道场而已。同样还是这个厨

师，如果他选取的是一只肥硕的壮

羊，做成色香味俱全的烤全羊，那就

不仅仅只是一道下酒的小菜，而是

上得了任何筵席的一道大菜。

我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证明我

的观点。2016年4月29日7点40分

左右，写出皇皇巨著《白鹿原》的著

名作家陈忠实先生因病在西安西京

医院去世。两个小时后，《北京日

报》编辑部主任陈戎就拨通陕西省

一个长期在陈忠实手下共事的作家

张艳茜的手机约稿，点明主题是专

写对陈忠实的印象。2016年5月5

日《北京日报》用一整版发表了张艳

茜的悼念长文《近看陈忠实》。紧接

着，2016年6月下半月《新华文摘》

（第13期）用最快速度全文转载了

《近看陈忠实》。毋庸置疑，从约稿

到转载，都因为由于陈忠实先生病

逝引发读者怀念这个题材具有可读

性，从而证明了创作选题的重要

性。由此可知，一个厨师做菜的选

材十分重要。同理可证，一个作家

创作的选题也十分重要——它是创

作优秀中长篇小说的第一个关键节

点。

我期待不久的将来，福建的作

家能够把握机遇，突出优势，强调特

色，创作出一批质量上乘，领先于全

国的优秀生态小说和绿意盎然的山

林题材中长篇小说。而在生态小说

和山林题材小说创作方面，福建省

的作家明显具备超越他人的扎实基

础。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就

是40年前，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兼秘书长袁和平作为福建文坛的领

军人物，于1977年第2期《福建文

学》发表他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共产

党员》后，接着在上海《萌芽》发表了

中篇小说《森林，人在深邃幽远中》

（获首届《萌芽》创作荣誉奖），出版

了中篇小说集《佛手》《鸭姆河的小

店》，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南方的森

林》《蓝虎》等在全国最早一批有关

生态题材的小说，同时有袁和平根

据他于1969年到内蒙古插队当知青

的经历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马背

上的教师》和随笔集《大自然的隐

语》问世。

可惜1949年出生、如弥勒佛一

般壮硕的袁和平因口腔癌于1997年

以骨瘦如柴的羸弱身躯英年早逝，

年仅47岁。但是，袁和平仿佛先知

先觉一般，以强烈超前的生态意识

而享誉福建文坛，为生态体裁创作

的后来者带了一个前途光明的好

头。希望福建的作家像《左传�宣公
十二年》记载的，学习当年楚先王熊

绎向南方勇敢开拓的进取精神：“筚

路蓝缕，以启山林。”抓紧出发，走向

福建诗意葱茏的辽阔山林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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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风景人独秀

往事悠悠

记得小时候住在乡下，有一

天，一个瞎子算命先生持仗敲着木

鱼，从家门前走过，母亲便叫住他

为我算命。讲过我的生辰八字后，

算命先生就讲了我一生要遇到三

个贵人，三个歹人，其实这种概率

论绝对错不了，而往往使人信服不

已。

回想起来，我的第一位贵人该

是谁呢？我想到在石狮镇读爱群

小学时，教国文的先生叫王礼馨，

泉州人，平时很严肃。他别出心裁

在每天清晨上课前就给我们讲述

阿根廷一个戏班子流浪儿童的故

事，第一次把我带进多么浪漫生动

的世界。从此激发了我对文学的

热爱，这份启蒙功劳是不能遗忘

的，他本人则一无所知，更难料我

未来事业的成败。

第二位贵人应当是福建省文

工团团长胡特风，他擅长音乐指

挥，曾经在上海接受过苏联专家的

培训，能拉一手小提琴。不久调到

总政文工团当乐队总指挥，大型

《长征组歌》首次在北京公演就是

他指挥的，名扬国内乐坛。有一次

我去北京出差，还专门去拜访胡团

长夫妇，他对老部下十分亲切热

情，不忘过去的生活经历。

第三位是我参军后，原华野一

个师文工队队长官伟勋。抗战时

期，他在胶东军区文工团当演员，

好学成才跃升为一名空军作家，出

版小说《两个飞行员》。后调任公

主坟空军总部宣传部长，家住在富

康路家属区，文革后被迫转业北京

工作。我们一直保持着通讯联系，

他成了我的精神导师，始终鼓励我

在文学道路上继续上进。

第四位是在上世纪60年代，

我借调天津市教育局教研室，在蒋

冠五老先生的领导下编印一套全

市业余高中语文教材。他是一位

资深的老革命，毕业于北大教育

系，在上世纪30年代曾经担任华

北地区地下党负责人。蒋老的学

生有大作家梁斌，还有华北军区政

委、河北大学校长等。他一生从事

教育事业，可谓桃李满天下。蒋老

和我情同父子，他很赞赏我新从事

的文学工作，给予不少的帮助。但

他病逝时正逢我出差在外，回津后

我站在遗像前大哭了一场，体味到

五内俱焚的伤痛！

第五位贵人是首任天津社科

院文学所长孙振（笔名雪克），1980

年我调到文学所时，他特别关照我

的工作。不久他推荐我赴西藏工

作一年，回来准备接替他的所长职

务，因故没有去成。孙振的最后一

部小说《无住地带》出版时，已经多

年病卧在床，他女儿低声告诉这部

书出版了，他才闭目远行。我心里

很难过，就专门为他写了一篇悼

文，刊登在本市报刊上，以示纪念。

人生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旅

路，好比逆水行舟，需要付出毕生

的心血甚至生命。所谓天命，其中

少不了师友的助力，时代提供的客

观条件；因为个人的力量终究有

限，俗云“一个好汉三人帮”。我行

我素乃是狂人的行为，没有别人的

扶助，你只能跳独角戏，形不成什

么气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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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杂忆

衔着烟斗的林语堂，据说有一

种抽烟的文明范儿，可我对其不感

冒。

爱恨是刻骨铭心的，难以被改

变且不容易串味，而喜不喜欢却是

可以打破僵局的。游了一趟平和林

语堂故居回来，我真的感冒了，还感

染了“妻管严”，因此也多了一点思

索的档期。

明代“知行合一”的创立者王

阳明继承并拓展了理学大师朱熹

的思想体系，主政了漳州平和县。

在他的倡议下，平和县城隍庙供奉

了唐朝的“诗佛”王维为守护神，历

史文脉的传承更接近于神灵的旨

意。在清朝末年，平和基督教会指

派林至诚到平和县坂仔担当首任

牧师，也带来了一颗特殊的种子。

坂仔土楼群“北斗七星”跟牧师家

排行第七的林语堂“七七对碰”，从

此揭开了这个家庭乃至平和的神

秘面纱。

年少顽皮的林语堂遇上豁达开

朗的家教，开启了林语堂闲适幽默

的心智，打通了一些固有的壁垒。

林语堂故居的墙壁有一处外槽，井

水通过外槽直接流入厨房的水缸，

相传是林语堂的小创意。在反思压

制教育失败的今天，要造就一位高

精端的人才，不能忽视宽松家教所

带来的积极效用。

坂仔四周青山环绕，溪水穿过

村庄蜿蜒流淌，山清水秀的天然风

光润泽着林语堂幼小的心灵。林语

堂故居不远处的环溪楼，一幢气势

恢宏的三层土楼，拥有18个单元

113间房，应是林语堂儿童少年时的

游乐大观园，大凡文化名人都有初

始的庵寺或楼宇情结。狠心的林至

诚将年仅10岁的林语堂送往厦门鼓

浪屿读书，后又举债让他到上海继

续深造，学有所成被公派到京城任

教。父亲的远识开阔了儿子的眼

界，外语基础好的林语堂随后又到

了美国等地留学。

林语堂七分恋家，留备三分自

由空间。他有一段青梅竹马的初

恋，而当他决定走进婚姻殿堂，便是

牢记使命义无反顾的。新婚燕尔就

烧掉了结婚证书，他认为“婚书只有

到了离婚时才用得着。”他“专营”婚

姻生活，定位准确，婚姻经营风生水

起成了四舍五入的百年老店，没有

闹出绯闻可幽其一默。晚年的他返

老还童，不忘初恋，才捅出一部半自

传体的长篇小说，丰满了风流才子

的情感世界。

强烈的爱国心，他用了十分的

激情投入。抗战时期，旅居美国的

他勇敢地站了出来，发表了《日本征

服不了中国》《日本必败论》等文章

讨伐日本的侵华行径，还两度回国

参与抗日宣传等活动，极大地激励

了人们爱国抗日的决心。在美国寄

居生活了30年，心怀祖国，他始终没

有加入美国籍。他不能叶落归根，

但他选择同为闽南母语的台湾作为

人生的归宿点。

“人生，与其喋喋抱怨，不如静

下沉思。”林语堂执笔书写着真正、

朴实的坎坷人生，活出了非凡的境

界。于是，其便有了“文章可幽默，

做事须认真”的曲折人生履迹。他

一生有八部长篇小说、千余篇散文

问世，并创办多种刊物，主持编纂了

《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双语写作

让其作品传遍世界各地。他集现代

文学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

新道家代表人物于一身的大文豪，

是一位国际性的传奇人物。文学成

就曾两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明

快中文打字机”获得发明专利，一生

却追逐“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的超然与平和。

文化是一项慢热型的事业，需

要不断解读林语堂文学里的从容与

禅意，将其打造成国际性的林语堂

文学奖项。继中国蜜柚之乡，林语

堂的文学世界又将催生出一张平和

的国际性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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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的国际文化名片林语堂

慢 生 活

茶和书，是我灵魂的伴侣。从童

稚时期直至人到中年，它们始终伴随

着我的朝朝与暮暮。

孩童不解茶滋味，但贪恋着甜香

的茶配，所以觉得茶和茶配就如同咖

啡和咖啡伴侣一样不离不弃。那时，

年轻的父亲每天清晨起来就叮叮当

当地洗茶具，烧好水，泡好茶，便喊我

们喝茶，然后督促我们晨读。一杯

茶，就这样开启了我们每天的阅读时

光。而父亲喝过了茶，也开始静心看

书，或者潜心作曲。除了晨读读课内

书，一天中的其他时间，阅读的则几

乎是课外书这些“闲书”了，而茶水也

几乎一天到晚浸润了每天的阅读时

光。

直至离开家门外出求学，父亲也

依然会在我每次离家时，在我的书包

中塞进一小包茶叶。那片片抱缩一

团的茶叶，是深藏不露的父爱。离家

在外，自然不能像在家时那么讲究，

泡功夫茶是不可能的了，便只能在水

杯中丢几片茶叶，冲泡好一大杯热

茶，然后依旧开始我的悦读时光。喝

酒的人要有下酒菜，喝茶的人呢？一

本本好书就是好“茶配”——长大后

的我，不再贪恋各种可口的“茶配”，

我喜欢啜饮清茶，把书籍当作“茶

配”。离家的惆怅与思家的苦恼，渐

渐被茶水冲淡，被书香湮没。

工作后的我，因为单位离家远，

所以我住校。身为教书匠，当然离

不开书。而从小到大养成的读书习

惯，更让我有“一日不读书，便觉面

目可憎”的感觉，除了教科书之外，

各种闲书也占据了我书架的半壁江

山，连床头也一定有三五本闲书，以

供休息时“卧读”。那时的周末，学

校需要上课，但住校的老师却寥寥

无几，万籁俱寂的黑夜，一杯茶，一

本书，陪我度过了无数个寂寞而恐

惧的暗夜。有雨的夜晚，静静聆听

着潇潇的雨声，手中，书卷在握，一

页页的纸上，文字轻舞飞扬，我的思

绪也在轻舞飞扬，我与书对话，与作

者对话，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书中

的万物对话……这样热烈的交谈，

交心，我，又怎会是孤独者呢？桌

上，热茶水汽蒸腾、香气氤氲，我的

灵魂被茶水浸润着，灵感的种子在

萌芽，我的灵魂因这书香和茶香，也

被熏染上缭绕不散的芬芳……现在

回想起那样的日子，我都会感慨地

轻叹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日子

呢？而周末回家，分散各地工作的

三兄妹便和父母齐聚在饭桌边喝

茶，一起聊天或各自看自己喜欢的

书。——那时生活条件差，饭桌也

是茶桌，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身边有书，有茶，最重要的是有

我最爱的人，那么，还有什么不完美

的呢？

如今，人到中年，尝尽人生酸甜

苦辣万般滋味的我，对书对茶的热爱

一如既往。这样的情怀，或许就是可

贵的初心吧。欧阳修说：吾年向老世

味薄，所好未衰惟饮茶。我想，世味

固然薄，人情固然冷，但初心不改，心

田的厚土必会培植出参天大树。我

之所好，不止茶，还有书。一粒粒团

缩蜷曲的茶叶中，紧锁着禅的滋味，

诗的滋味，生活的滋味，还有生命的

滋味，如同沉香之香需要火来点燃来

引发一样，茶叶这些潜藏的滋味，不

仅需要用开水，更需要靠文字来冲

击，来引发。

吃茶，读闲书。这就是我所想要

的生活。

□
周
紫
红

【

【

吃茶读闲书

散文园地

滇藏、川藏的茶马古道早已

名满天下，可是你知道吗？在闽

西南土楼乡村，也有一条茶马古

道，现存的一段约有十几公里，位

于南靖县云水谣景区及其毗邻的

山村。其实，这条古道已在天地

间存在数百年，村民们口耳相传

的“自古以来”，根据史料考据，应

始于宋代，属于官方的驿道，你可

以想象一下，当年的官差与士人

打马而过，惊起两边树丛中的飞

鸟，宋人有词曰：“古道马迟迟，高

柳乱蝉嘶。”时光如梭，驿道演变

成古道，这里依旧是从汀州府到

漳州府的必经之路，也是村民们

从大山走向外界的通道，她在四

乡八里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

而，又是多少时光漫漫飘散，世事

巨变，沧海桑田，她渐渐被取代，

被遗忘，如唐人诗云：“古道少人

行，秋风动禾黍。”繁华如梦，如今

有的路段荒草萋萋，树木葳蕤，有

的路段甚至被侵蚀、被损毁，她如

同一位阅世极深的隐者，安享着

尘世之外的淡泊与幽静，从不诉

说过往的兴衰，只是静静地等待

着足音响起……

何时能够走一趟这条茶马古

道？几个朋友相约几次还是不能

如愿，然而这一天似乎在不经意间

约成了，说走就走，何等快意。

在云水谣看土楼，观古榕，和

贵怀远，云水古风，然而意犹未尽，

有人说起茶马古道，立即获得广泛

支持。于是午饭后略作休息，开始

徒步，从云水谣的东山祠往东走，

古道徐徐展现在脚下，蜿蜒地向上

伸展。数百年来，多少人走在这条

路上，挑担茶叶上山城、上漳州，今

人不见古人身影，只是耳边仿佛响

起一阵阵脚步声，这是怎样的灵魂

深处的体验？上坡，过乐此亭，洋

顶岽私家茶园就在眼前，伸手可及

那片片青叶、朵朵白云……晚上在

洋顶岽博饼、吃农家饭菜，一起品

尝洋顶岽私家茶园有机高山茶，时

逢中秋，洋顶岽的夜晚美得像童

话般纯洁无瑕，无法用文字描述，

每个人心里都有着最难忘的记

忆。次日凌晨5点起床，洗漱完

毕，走到洋顶岽最佳观赏日出处

静静等候日出，太阳出来喽，那种

惊喜，那种惬意，令人久久沉浸在

大自然的壮美之中……早餐后，

参观茶园，在茶师傅的指导下，采

茶，学习制茶，好多人做出了自己

的人生第一泡茶。中午吃完饭，

开始整装前往南靖最大的南一水

库，也称亨阳湖。还是徒步，这条

林阴山道，几乎全是下坡，令人轻

松愉快……

从云水谣到洋顶岽，再到亨阳

湖，这条古朴悠悠的茶马古道，尽

管显得寂寥，甚至有些苍凉，但是

两旁树林茂密，山风习习，还时常

能够听到婉转清亮的鸟鸣，令人身

心愉悦。走走停停，还可以在洋顶

岽借宿，赏当下之美景，发思古之

幽情，既健身又开心，乐在其中，妙

不可言。

数百年风雨沧桑的土楼茶马

古道，今朝重现，只为有缘人——

当你行走在这古道上，你的身体和

灵魂都会有一场美好的洗礼。

□
何
葆
国

【

【
那条古朴悠悠的土楼茶马古道

轩
古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