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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札记

到成都，杜甫草堂是必去的

景点。这是一个伟大灵魂栖息沉

吟的处所，一路激动又期待，“诗

圣”的生活遗迹就要随着1200多

年的时空隧道，缓缓来到我眼前。

从草堂路走来，四周的店铺

建筑已现古朴格调，转弯处的两

块大石头上均刻有杜诗，一种浓

烈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浣花溪

那潺潺的流水声，似乎向来往的

人们述说着杜甫生命中那一段苦

涩而宁静的故事。

来到草堂正门，匾额“草堂”

二字，清代果亲王所书。厅中杜

甫铜像，身材精瘦，面容清癯。在

此驻足凝视，感觉时光似乎倒流

回到唐朝，诗人正漂泊在江河之

上，一袭布衣，两鬓花白，带着深

邃的眼神，手抚诗卷，望着那看不

见的远方，仿佛正向苍天发出“乾

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的慨叹。

两侧是朱德题写的对联：“草堂留

后世，诗圣著千秋。”道出了杜甫

在人们心目中崇高而不朽的地

位。

从正门进入后，大廨、诗史

堂、工部祠三座主要建筑物由南

至北依次排列于中轴线上。工部

祠的东北部，是少陵碑亭和标志

性景观茅屋故居。以东是盆景

园，园里有“杜诗书法木刻廊”，陈

列着百余件杜诗书法木刻作品，

其中有“杜诗绝唱”“书法绝品”

“楠木绝材”“刻工绝活”等四绝。

往南依次是浣花祠、花径、大雅堂

和靠近南门的草堂陈列室。值得

一游的还有红墙夹道、修竹掩映

的花径，碎瓷镶嵌、古雅别致的

“草堂”影壁以及风景秀丽、独具

魅力的梅苑。整个草堂景点洋溢

着历史的厚重感和强烈的文化氛

围。

穿梭在梅竹成林、溪水蜿蜒

的庭园之间，楠木参天，桥亭相

间，花径柴门，曲径通幽，亭台楼

阁和土墙草屋相映成趣，一派自

然天成的景色，这正体现出“浣花

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的

诗意。

漫步其中，天空仿佛飘荡着

诗人的灵魂，不仅可以瞻仰凭吊

诗圣，表达心中的敬仰，还可以返

璞归真，发思古之幽情。走在诗

人曾经走过的路上，恍惚间，诗人

正迎面而来，带着悲愤沉郁的旷

世诗情，饱含忧国忧民的家国情

怀，娓娓诉说。我对“诗圣”肃然

起敬，圣者，所以同在，与国家同

在，与黎庶同在。

诗人虽然只在草堂居住将近

四年，所作诗歌流传到现在的却

有240多首。生活清苦但比较安

定，诗作许多是描写草堂及周围

田园风光的，如脍炙人口的《绝

句》，又如耳熟能详的《春夜喜

雨》。

公元761年秋天，一阵大风把

他苦心经营的茅屋吹破，才有千

古不朽的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

歌》。诗中体现出“安得广厦千万

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崇高

理想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

忘我境界，这种推己及人、舍己为

人的品格，是杜诗的精神，也是草

堂的精神，千百年来一直令人感

动不已！

谈及武夷茶，绕不开“建安斗茶”。建安即

今建阳市。

斗茶又称“茗战”，始于晚唐，是审评茶叶

质量、比试点茶技艺的一项民间活动。到了宋

代，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远离疆场的建

州（今建瓯市）民间文化空前繁盛，贵族、学人、

士大夫、庶民，无不热衷品茗和斗茶。

斗茶颇有趣味，有一套完整的程序，从斗

茶香、斗茶味到斗茶具，包罗茶的种种。清明

前后新茶上市时节，人们摆上自家新制的茶

饼，碾成粉末，沏之以开水，比试茶汤，从色泽

到香味，一项一项比拼。蔡襄定了胜负的标

准：“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

……”（蔡襄《茶录》）

武夷茶，种类繁多，就品种言，有肉桂、小

种、水仙、梅占、赤甘等；按制作工艺，又有红

茶、绿茶、白茶之分。不同的茶，生产工艺、冲

泡方法和斗茶的评判规则截然不同。

这里说的白茶，与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福

鼎白茶不是一回事。所谓白茶，在遥远的唐

代，专指从白叶茶树上采摘下来的茶。到了宋

代，茶文化和制茶技艺得到空前发展。闽北地

区，有人打破传统，对制茶技艺改进创新，他们

不再用热锅翻炒茶青，也不再捻揉，而是将其

平摊在竹簸箕里，任其自然阴干，人们把这样

制成的茶叫“白茶”。因为这样制茶省工省事，

所以，白茶又叫“懒人茶”。

未经高温翻炒烘焙，完全自然发酵自然阴

干，这种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茶叶天然的营养

和清香，泡出来的茶汤，清冽甘醇。明代田艺

蘅《煮泉小品》这样推崇白茶：“茶者，以火作者

为次，生晒者为上，亦近自然，且断火气耳。”

好马配好鞍，好茶要有好的茶具与之匹

配，建窑出产的建盏是武夷茶的绝配。蔡襄在

《茶录》中写道：“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

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煸之久热难冷，最

为要用。”推崇建盏的还有朱琰，他在《陶说》中

说：“宋时茶尚撇碗，以建安兔毫为上品。”

建盏是品建茶的神器，将其搁在大板桌

上，与泥炉、陶壶放在一起，是一个能让居所增

辉的典雅装饰。

因盏壁细纹形如兔毫，建盏也称“兔毫盏”。

兔毫盏不同于其他茶具，其外形质朴，质

地坚硬，底部露胎，上釉部分绀黑又微微泛黄，

温润如玉，视之可人。银色的兔毫纹在盏内由

底部向上呈放射状均匀分布，密密匝匝，排列

整齐有序，纹路是窑变的结果，无法人为操

控。看来，建盏名贵是有道理的。

建阳水吉一带陶土富含铁元素和其他

金属元素，烧制过程中，各种金属元素发生

化学反应，形成建盏独特的色泽和质地，托

住盏底，用手指轻弹盏壁，会发出清脆的金

属声。

斗茶始于民间，却深受达官贵人和文人墨

客青睐。经蔡襄、丁谓等人倡导，建安斗茶迅

速风靡宫廷，逐渐发展成为宋王朝上流社会鉴

定茶品、玩赏茶具、切磋茶艺的盛会。

相比于建盏和斗茶，我更喜欢武夷茶本身。

武夷“茗战”
■叶忠惠

我们这的水乡，屋子是

沿河建的，鱼塘也是。儿

时的我，除了桑叶地外，塘

埂是我最爱跑的地方。

窄窄的一条泥子路，塘埂

两边或是蔬菜或是好看

的野花野草，偶尔还能遇

见几只可爱的青蛙，“呱

呱”几声，便立马跳开。当然

癞蛤蟆也不在少数，蚂蚱自然

也是有的，蛇的话一般都窝在洞里

或者水草下，不会被人轻易遇见。还有

一些我至今都叫不出名字的虫子。

若是夏天，鱼塘里偶尔会跳起几条

鱼，那是鲤鱼。但是我小时候，村里基本

很少养殖鲤鱼，一般会养青鱼、草鱼、鲢

鱼、鳙鱼“四大家鱼”。当然，还有鲫鱼。

春寒未消的时候，家里喜欢清炖一

碗咸肉鲫鱼，咸肉是年前腌的，鱼则是现

抓上来的，再加上一勺酒糟，放锅上蒸没

多久便芳香四溢。鱼香带着微微的酒

香，引得周围野猫都“喵喵”往家里跑。3

月鲫鱼大多数产了鱼籽，等鱼出锅的时

候，首先翻开鱼肚，夹起一块鱼籽，再往

鱼汤里泡上一泡，咸肉香加上鱼籽的劲

道，那味道，想想都要流口水。

除了鲫鱼，家里人

最爱做的是红烧鲢鱼或者草

鱼，自家养的鱼，往往很肥

硕，不是一餐可以吃下

的，这时候一般先会把鱼

头和鱼尾去了，烧一碗红

烧鱼头。剩下的肉，切成

块撒上盐腌制起来。又

或者裹上一层淀粉，用油

炸酥，俗称“爆鱼”，与珍馐鲍

鱼同音，因此每每哪户人家开

吃“爆鱼”，大家都会开玩笑道：“你

家日子不错，都吃上‘鲍鱼’了。”

说起吃鱼头，鳙鱼的鱼头是最好吃

的，鲫鱼的鱼头我从来不吃，鲢鱼和草鱼

的鱼头，若做得好吃，我也会吃上一吃。

后来，我到湖南上学，才发现当地的名菜

——剁椒鱼头，用的基本都是鳙鱼的鱼

头。但是那道菜我至今回想起来，都是

辣味，没了鱼的鲜美。我觉得吃鱼头，还

是红烧的好吃，家乡的红烧鱼头更好吃。

浙北人尤其是湖州人，爱做红烧

菜。我妈妈做的红烧鲤鱼是最好吃的，

其秘诀是火候控制得刚刚好，多一分嫌

老，少一分又嫌生。每每她端鱼上桌，免

不了一顿自夸：“我这鱼，可是饭店里都

做不出来的。”而我们，则是一边附和着

“是是是”，一边迫不及待抢鱼吃。

青鱼个儿大，一般自家都不会留，基

本卖出去，小时候听表哥说，城里人都会

拿青鱼当作礼品送人，这个真假我没有

去核实。但我记得小时候家家户户确实

很少吃青鱼。

还有养金鱼的呢，依稀记得很小的

时候，隔壁村庄有人从外面买了金鱼的

苗子，说是这个挣钱。这在我们的小村

子可是个稀罕物，那户人家卖金鱼的那

天，半个村的人都跑去看热闹了，印象

中，妈妈还为我讨了一条小金鱼，金色

的，尾部还有些五彩的颜色，煞是好看。

这可把我乐坏了，可是，金鱼难养，没过

多久它就死了，为此我还做了好几天的

梦，梦里全是五彩斑斓的鱼。

等我再大一点，村里养起了经济价

值更高的乌鲤鱼，俗成黑鱼。把刚抓的

黑鱼用刀切成片，加上自家腌制的酸菜，

入锅成汤，这味道不用我说，绝对是顶好

的。

等我工作来到了上海，家里还经常

捎带家养的鱼和酸菜给我，但到底没有

了当年的鲜味。

人生百味

■叶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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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髻上的一双金簪
泉州古城是个盛开鲜花的发髻，发髻上插着东西塔一

双金簪。
金簪光芒四射，近旁的海举起数不清的杯盏斟满，航船

上的船工存放在心窝里，走向“海上丝绸之路”，回乡游子的
热泪裹满了，重重地滴落。
金簪光芒四射，铺展在大地梦幻般的家园，沐浴着庄稼

与草木舒张的枝叶，闪耀在臣民们明亮的眼眸，古城满载
着巍巍然前行……
这一双发髻上的金簪牢牢插着，岁月的风雨雷电再凶

猛也不能撼动。
金簪自有金子的坚硬，金子的高贵，金子的不朽，它高

高插在古城梳理得格外绚丽的发髻上，直指苍穹，凛凛然
的精气神光芒四射！

牌 坊
狮子守卫着，龙盘踞着。狮吼似远还近，大地微微震

颤。深沉的龙吟，在空气中弥漫……
牌坊是古城的意象，天空下挺立着伤残的身躯，历史的

风骨撑起不老的矍铄，岁月的风雨沐浴得圣洁，诗的想望
舒展出岩石的奇峭。
牌坊是古城举起的筋脉凸起、骨节嶙峋的手，沧桑的发

言从此回响不泯。
牌坊是种在古城大地的一种气宇轩昂的植物，没有叶，没

有花，只有峥嵘的干。不枯不烂的根牢牢扎在梦想的深处。
牌坊指向天空，延伸到无限的辽阔与高远之上。
牌坊，古城竖起的一段府志，砌筑的一个身影，敲响的

一记洪钟……

古窑址
荒草牵引着野风，亲吻一块斑驳的石碑：一字字深陷在

岩石里，却落满阳光……
破碎了的陶瓷，零星碗盘、三杯两盏，从泥土里探出头

来，见证这一道窄窄的小山坡，这一座历史遗落的古窑。
当年这一座“龙窑”，砖砌泥垒的火的宫殿，只剩下龙体

依稀的轮廓，参观者的想象却丰满了它的所有空缺，描画
出龙的活灵活现。
一条趴着的龙，早已让岁月消蚀了血肉，却凸显了龙的

架势。
荒草与野风轻声唱和，当年窑工们以熊熊窑火，将窑中

的水与泥土的创造饲养得通红透亮，而后骤然收拢烈火，
将能工巧匠们的智慧定格——生活的良伴与艺术的珍品，
源源不断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五洲四海……

龙窑早已湮灭在岁月的风云里，强劲的龙之魂却盘旋在
瓷都的山山水水。龙子龙孙，在这一片土地上繁衍不绝……

镇守
一尊依山而琢的寻常石像。一位裴氏道人盘腿而坐，

目光在一处岩洞口燃烧，目光探照幽深的洞，目光翻遍四面
八方的风吹草动，目光穿透前方叠嶂的山、迷茫的水……

自宋至今寸步不移坐于原地，未曾熄灭搜寻的警觉。
到这里来的敬仰者谁不赞叹，这一位裴道人追捕吃人的大

蛇，直至把蛇逼进洞穴并且守住洞口——未能杀死大蛇他放心
不下，索性就在洞口坐化了——从此他用他的魂魄永远镇守。

这一个岩洞——洞口的岩石人称蜕岩，千百年矗立，
无异于裴道人的一座丰碑。

林木因它而肃穆，野花因它而红艳。
夜晚，星月落下最后的泪珠隐去；清晨，白云垂挂洁白

的素绢……
一种坚如磐石的镇守，一种对于害人虫永远的警醒，

照耀今古。

人到了一定年龄总会对某种触及情感的东西心生

情结，如思乡情结、花木情结、食物情结……譬如海边出

生的我，就对无法荣登大雅之堂的番薯有着温馨美好的

情结。

小学时，家里在学校附近有一小块地，父亲最常种

的就是番薯。每天放学时我总爱到地里转转，从苗儿入

土到绿油油的藤蔓铺满田垄，看得我日日欣欣然。直至

成熟开挖，我总是乐于充当助手，父亲松土我拔藤，我总

是夸张地用力过猛，再发出惊喜：“好大啊！好多啊！”番

薯或大或小，或圆或长，或单个或成串，沾着泥土，铺陈

在地上。我麻利地去土，整齐地堆放，再乐颠颠地回

家。许是目睹了生命的成长，就此滋生了情结吧，从此，

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番薯。

记得那时大米需凭粮票到粮站购买，对农村人来说

属珍贵之物，所以农村主要的粮食以番薯为主。地瓜饭、

地瓜粥、地瓜汤、蒸地瓜、烤地瓜……几乎餐餐有地瓜，花

样繁多。吃多必厌，三姐长大后就明确表示她不喜欢吃

了，而我竟已到了“有薯则欢”的境界。尤喜烤红薯，所以

每到冬日，母亲做饭时，我亦是乐于揽下烧火的活计，边

烧火边往灶膛里扔两块番薯，及至母亲做完饭菜，我的红

薯亦已烤熟，焦脆的外皮，金黄的内瓤，幽幽薯香沁心

脾。尽管烫手却迫不及待，那种满足的幸福感至今难忘。

犹记得在实小工作那几年，隔三岔五总爱往福建横

路的一家简餐店跑，叫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番薯汤，闭上

眼睛，深深地吸一口气，让番薯的清香充满胸腔，然后才

慢慢享用。

时至今日，我仍然是番薯的忠实粉丝，吃粥必吃番

薯粥，否则满桌佳肴皆无味。几日不食番薯汤，必想念

之。冬日，大街小巷寻觅烤红薯小摊，尽管明知街头小

摊卫生不尽如人意，但总是安慰自己，偶尔为之，不足怪

也。可惜的是，如今已难觅烤红薯小摊，甚是失落。一

日行车至一拐弯处，远远便看见一辆推车，我激动得脱

口大喊：“阿姨，我要烤地瓜！”引得路人纷纷侧目，心中

虽有丝丝怯意，然不敌爱薯之心，想着即将到手的烤地

瓜，很快便释然了。

有“番薯情结”的人应该不少，因为时常可在朋友圈见

到她的倩影。实小的同事们建了一个“好机相拍报”群，去

年番薯季的时候，抱团购买番薯、番薯片、番薯丝，还拓展了

番薯的配食，丰富了“番薯文化”，“研究”力度颇有燎原之

势。每每观之必感叹：“这是多么有温度的生活啊！”

番薯情思
往事随想 ■蔡育姬

古城怀想（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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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慢慢开进巴松措景区

时，朋友问，是先去湖心岛还是直

接往里开。因为不是第一次来，

对湖心岛的向往没有那么强烈，

倒是挂念着上次没能逛够的工布

村落，于是坐在副驾驶的我，很豪

气地说：“往里开！”

巴松措周围，散落着不少工

布村落，这个距离西藏林芝不远

的景区，其间的工布居民，是藏族

百姓的一支，他们擅长与山林打

交道。林芝这个地方山高林密，

古时这个地方的人多半靠山林为

生，崇拜自然万物。

林芝素有“西藏小江南”的美

誉。因为相对海拔低、纬度低，森

林茂密，最为主要的是“北纬30

度”纬线由此穿过，这个重要的地

理界线，赋予地球太多的神奇和

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迹。这个

神奇的地理界线好似“魔法粉”，

一旦沾上，便充满了契机。我打

开网络地图，无限放大，发现巴松

措这个地方，竟然与这个纬度无

限接近，于是我对这个地方的好

奇与疑问都一一化解了，好似她

所有的美都有了解释。

第一次来巴松措，是在2016

年夏天，即将离开生活两年的西

藏，朋友说带我去巴松措看看。

他说，去了巴松措，能把你的心留

住，这样你还会想着西藏，念着西

藏，以后还会来。他不知，两年的

时光，说快也快，说慢也慢。我收

获最多的是西藏蔓延不到边的蓝

天白云，高天厚土，而收藏最多的

是那赤诚的眼神以及“金不换”的

友谊。所以，即便不是巴松措留

我，我也会再来西藏，或早或晚。

那是一个下着雨的黄昏，我

们驱车沿着景区的公路往里开，雨

水把两侧的山体都洗得湿漉漉的，

超大块的“鹅卵石”被工布百姓拿

来做了围墙，墙外是公路，墙内五

米处是奔腾的河流，五米的空间是

收割后的天地，牦牛悠闲地散着

步，表面的毛发已经被雨水浸湿，

这对夏天的它们而言，无疑是舒爽

的，所以它们不急着回家，而是低

头啃食着青草。车子慢慢驶过，进

入村子，行到一处铁大门，前途无

路，于是返回，夜幕已降临，留下的

是雨水滴答在车窗的声音。

再来时，晴空万里，天澄水

碧，心胸也随之变得开阔起来。

巴松措周边的村落或者事

物，多半以“巴”字命名，一路往里

走，你会遇见“欧巴村”，你会遇见

“巴河”……我想，这个“巴”字大

概是工布语言同音演化而来的

吧。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依靠山林生活的工布百姓不

仅勤劳，还有很好的经商头脑，这

在西藏是知名的。后来福建、广

东两省对口援建林芝地区，也为

这个地方民众的思想带来极大的

影响和改变。

上次来时，这个村子尚在开

发中，此次再来，村落俨然是一个

成熟的旅游村了。几乎家家户户

都有家庭旅馆，道路两边的商店、

饭馆更是一家接一家，依旧保持

着工布特色，行走其中令人乐而

忘忧。

村子旁边不远，便是巴松措湖

区。但穿过村子到达湖边颇为不

易，喜好攀高爬低的我，希望通过翻

墙抄近路到达湖边，却以失败告终，

只好乖乖地走远路，走了半天才到

达湖边。这一路大口喘气的行走是

值得的，深入湖的腹地，远山是雪，

实在太美。十月的巴松措，空气微

凉，头顶云层堆积变幻，好似会突然

来一阵雨，风时大时小，湖边有松，

松风阵阵，打开手机录音，单纯把松

风录下，也是极好的享受。

坐在湖边，看着自己的影子在

湖水中一点点被拉长，让人感受到

时间的流逝。朋友小薛在湖边慢

慢行走，她已经来过很多次，但显

然并不厌烦，而是沉浸在这傍晚的

宁静中，体味这瞬间的美好。

湖水绿如宝石，风吹着浪花，

拍打着湖岸。真想让这一刻定

格，形成一个人生命的琥珀，从此

岁月静好，山高水长。

散文园地

巴松措，遗落人间的绿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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