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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茶 缘缘
□□李思纯李思纯

■笔走龙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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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头有一
条河，贯穿山东半
岛南北，从黄海的

胶州湾通到渤海的莱州湾，叫做胶莱河。小
的时候，不知道它是人工运河，不知道它始
于元朝，是元世祖忽必烈为南粮北调接济京
师，历时五年开凿而成的河。这条河承载了
我太多的童年回忆……

对胶莱河，我有着无法割舍、不可替代
的深厚情感。过去的十几年，每次回老家，
我必会到河边走走，追寻往日的足迹。虽
然，那些年它变得面目全非——河床干涸、
河水污黑、河道千疮百孔。但我内心，依然
固执地认为，它永远是我不停找寻的童年的
那条美丽的河。

曾经，我和小伙伴一起爬在清澈的浅水
里“打嘭嘭”；曾经，我们一起到河崖树林中采
摘香气四溢的槐花、酸甜可口的桑椹；曾经，我
们在暑气最盛的正午出门到河边，又满脸通
红地提着一长串震耳欲聋的知了回家；曾经，
我们盼来冬天，互相照应着，试探着冰面有无
破裂的声音，然后小心翼翼、紧张万分地分开

过河。要是河结冰很厚，我们就会放肆地在冰面上滑行……
忘不了和伙伴们一起砸冰捡鱼的情景。冻得通红皴裂

的小手抡起河边找来的石头，狠狠地砸向冻在冰里的、似乎
伸手可得的鲫鱼——却只是在冰上砸出一个白点。有更加
执着的小朋友，用尖尖的石头不停地凿着，凿出一汪冰碴
水，棉裤棉鞋都湿了也浑然不觉，仿佛就是为了那一碗冒着
热气的鱼汤——虽然我从来没有喝过，也觉得这鱼汤分外的
香。我记得，曾经因为在冰上玩耍摔得四仰八叉，踩到薄冰掉
进冰冷的河水不敢回家，伙伴们同情又热心地帮我在河崖避
风向阳处点起一堆篝火，直到把我的衣服和鞋子全烤干，我们
会因为躲过大人的责骂而庆幸大笑。

我也记得，传说中的“大深井”是我们不可征服、避而远之
的死亡之地。虽然每年都有灾祸发生，但每年的暑假还是会
瞒着大人去下河，小伙伴们像做贼一样集体犯错。估摸着大
人下地干活快回家的时候，赶紧上岸往回溜，途中被各家找寻
来的大人们纷纷截住，讯问、责骂。我们并不会承认去河里玩
水，本能的撒着谎。这时候，大人们的必杀技就来了——他们
用坚硬的指甲盖在你胳膊上狠狠一划，一条白生生的痕迹就
会拆穿你的谎言，没有下河，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痕迹的。每一
次都知道，每一次还是睁着眼撒谎，然后被大人们揪着耳朵各
回各家。

这条河，曾经是那么声势浩大，让祖辈们为它施工筑堤，
对它心存敬畏；曾经是那么温柔可爱，村里的人们在傍晚时分相
约，一同洗去一天劳作后的泥垢和劳累；曾经是那么清澈透明，清
澈到鱼虾可见；曾经是那么的水草丰茂，芦苇又深又厚……

而几何时，胶莱河变成了一条废弃的河流，一条被污染的
河流，一条被遗忘的河流，一条死亡的河流。每次回到河边，
每次过河去姥姥家，必然带着亲切而又凄然的心情。“你，还是
你吗？你，何时归来？”

唯有严冬时节的冰雪，才能覆盖你变异的颜色，也麻木了我
的神经，白色的河冰，唤起我儿时的记忆。当我春节带儿子回到
河边时，仿佛又回到了我的孩童时代。我的快乐感染着它，我们
在河岸厚厚的枯草上偷偷点一把火，然后用冰雪熄灭它……

胶莱河，我们什么时候能再感受到你千年的浩荡、千年的
清澈、千年的情怀？在经过几年初步治理，情况得到极大缓解
的今天，我们又欣喜地听说有了更大的规划，清清河水，归来
有期。你所有的孩子，都在期盼着你的归来。

■寓言■

兔入鸡笼兔入鸡笼
□□陈仓陈仓

兔子和一群鸡在野地里觅食，突然，一只大灰狼呼啸而
来，公鸡母鸡们失急慌忙，逃回鸡笼避祸。无处躲藏，难以
逃避，情急之下，兔子挤进鸡笼，逃避大灰狼追杀。

兔入鸡笼，鸡兔同笼，白吃白住好开心，兔子对自己的
聪明机智暗自得意。但是，好景不长，世上没有白吃的饲
料，也没有白住的房子。时近年关，农场主狗剩将猪、驴、
鸡蛋、公鸡和兔子一起卖掉。兔子愤愤不平，对公鸡发牢
骚，不公平！不仗义！不厚道！公鸡不耐烦地对兔子说：“不
明事理，白活一世。”狗剩先生反复强调，养猪为过年，养鸡为
挣钱，养你何用？狗剩没有亲自剥你皮，没有蘸着蒜泥吃你
肉，已经便宜你啦！你以为你是
谁？你以为你是狗剩他儿小狗剩？

小城的明清老街很短，当中是一间
茶室。一楼店堂显眼的位置悬挂着许许
多多用线绑扎起来的茶宝，这些茶宝原
本是用小柚子掏空，填茶做成，风干后只
有橘子大小，个个褐色灯笼似的，满是灵
气。店堂往里的原木货架上，码放了更
多风干后的大柚子，同茶宝一样绑着线
绳，勒成花瓣的形状，却因为个头大就没
人叫它们茶宝了。

做柚子茶的那一对中年夫妇说来也
是有故事的人。男子当年与女子在企鹅
群里斗诗玩乐，打发单身汉大把的闲暇
光阴，因为都是在婚姻里经历过跌宕起
伏的人，一来二去就有了感情。女子舍
下亲族，像洞庭湖畔的一枚芽茶，飘飘摇
摇千山万水地过来找他。两人白手起
家，女子将祖传的柚子茶制茶手艺发扬
光大，开了老街最有特色的店铺。男子
内敛憨厚，负责完成从采茶到制茶一整
套生产工序。女子健谈开朗，负责市场
营销推广和打理店铺。两人性格互补，
相得益彰，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那份千
里迢迢追寻的爱情也日臻成熟，显出三
生缘定举案齐眉该有的样子——恰如他
们手中的上好柚子茶宝。选柚去瓤，填

入自然好茶，再经过
长时间的晾晒密储，
发酵成一种醇美芬
芳的味道。

两人以诗相会，
以茶结缘，快乐踏实
地经营自己营生之
余，也将一种生活方式悄然浸润。

喝茶本是风雅的事。茶室开起来，
线绳串起的小茶宝既是一道风景，也是
迎客的引子。无数人好奇驻足，然后三
五相邀，或品茶论道，或静安于一隅片
刻闲适。古董似的柚子茶是开启慢时光
的钥匙，在经年静置的韶光中它早已
坚硬如石，最适合围炉烹茶。烹茶与
等待的间歇，艺术介入茶事，是再自
然不过的了。

小城里两三个弄琴人、四五个摄友、
六七个文人墨客算是茶室最先招揽来的
茶人一族。他们是一个地方的文人雅
士，但平日里各为稻粱谋，也不乏缘浅，
相交甚少。夫妇俩把他们当成贵客，他
们之间便日渐熟络起来。每当霓虹初
起，总有几个相约，将茶席坐成夜色里无
边的道场。一张深色曲木茶几，一铺风

格讲究的茶席，几件
琳琅美器。入茶席围
坐，自有人手勤心热，
捧柚子、执茶刀，灵巧
一剜，将小块茶与陈
皮一道入炉。时光的
颜色顷刻间在沸水中

浮现，黑褐、焦糖、醇红。虚空里，茶水交
融，氤氲出袅然的样子，茶与陈皮裹挟的
香气也呼之欲出。有人虔诚地等待一次
纤手奉盏，有人在苦尽甘来的温暖茶汤
里留恋叹惋。围着茶席的人恍惚以为自
己回到了魏晋时代，个个斯文复苏，个个
妙语连珠。茶烟缭绕间，一些细节悄然
在茶人眼皮底下延展着宝贵的时光，淡
定如莲的禅意在曲水流觞的轻音乐中悠
然自现。

至此时，茶室的味蕾才刚刚打开，茶
香复苏了茶人的艺术灵性，一场宏大叙
事的开篇，这时候被他们以浪漫的句式
娓娓道来。茶人中，有精通音律器乐的
演奏家特地带了二胡，二胡的旋律总是
带着一种忧沉沉的姿态，委婉若弱。演
奏家一开弦，有时是《小城故事多》，有时
是《赛马》，幽深一如思想者漫天泼墨，紧

凑一如疾风骤雨万剑空鸣，人不由得跟
随它凝神聚气。一曲罢了，又有人唱起
民歌，声声亘古嘹亮。摄影者悄然离席，
躬身于他们的角度，捕捉一个又一个被
音律拉远扯近的灵魂。

茶人栖息在精神的桃花源，茶盏以
一种肃穆的礼式靠近唇齿，试图让人微
醺之时饮尽一腔故园清梦，落下一个生
命之春的吻痕。

一芽一世界，一叶醒人心。品茶论
道之后，曲终人散去。留给茶室夫妇的
是经友情漫过的精神标地，是经艺术渲
染过的一个有格调的舞台。做茶自古有

“性相近，习相亲”之说，与茶相处久了，
身上自然有茶的清雅之气；与茶客相处
久了，之间水墨丹朱般的审美意象连同
气质谈吐也有些被同化。他们与茶客之
间也不再单单是生意的关系。微笑、屏
息与矜持中，他们愈发感受到茶缘之于
人的恩赐，因此制茶和泡茶更为精心。

醒春的芽茶屡屡在这样美好的时光
中涅槃，混合着老街沉在年轮里的故事，
温存有缘人。其实，人亦如芽茶，生活亦
如茶道，人缘亦如茶缘。溯源本质，都珍
视草木一生，都遵循自然大道的高贵。

■屐痕处处■

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都放着两杯
水，一杯是苦的，一杯是甜的。

生活提示我们，两杯水都归我们自
己所有，并且每天都在考问：你准备先喝
哪一杯。

有的人不假思索地放纵了心理，随
了生理，痛快地喝下了甜的，还来不及
品味出甘甜的滋味，就陷于苦水带来的
忧愁之中；有的人在一阵犹豫之后，像
小孩子拌着白糖吃药一样，把两杯水掺
起来，然后喝一喝、品一品，在忽甜忽
苦的味觉中消受人生，总感觉生活有苦
也有甜；还有的人，选择了一口气把苦
水喝了个底朝天，然后去体会甘甜的滋
味。从理论上讲，选择了先甜后苦的人
是生活的落魄者，选择先苦后甜的人是
生活的骄子，选择第二种喝法的是大多
数人。

生活体验告诉我们，两杯水理论同
时也是一种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理
论。一个见了甜水便情不自禁的人，往
往对生活先看得过于乐观，再觉得厌倦，
最后会发展到绝望。一个勇于一口气先
喝下苦水的人，会充满自信，甚至自负。
一个经常把苦水和甜水掺着饮用的人，
对生活会容易满足，经常从中体会到生
活的不同滋味。

我的祖父是一个善于把两杯水掺和
饮用的人。过去，我们国家粮食短缺，城
里人凭粮证按量买粮，连种粮食的农民
也有吃不饱的时候。我们家弟兄四个每
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最高时只有26斤，也

就是13公斤，还是粗细粮搭配供应，家里
吃得自然不宽松，把我和大哥放在农村
与祖父母生活肯定也有这一方面的考
虑。在村里，就要靠祖父母分的、凭工分
挣的、自留地打的粮食养人了。但我们
生产队有一部分土地就在浐河边上，属
于水浇地，能种稻子，而陕西许多盛产粮
食的地方因为缺水而无法产出大米。我
的祖父就把稻子用架子车拉到渭北一带
去换粮。每斤稻子
可以换一斤二两到
一斤五两麦子或一
斤五两到二斤玉米
面。有时还拉着大
米到城里换麦面或
者玉米面，麦面也可
换到一斤二两的样
子。那时候这些事
情是有人查收的，他总在夜长天短的冬
天进行这样的交换。他解决吃饭问题的
另一个办法是在磨粮食时尽可能多地磨
上几遍，减少麸子的产出，增加面粉的
比例。这样做的结果，是我家的饭食永
远没有别人家的精，面条馒头永远没有
别人家的白，但别人家常常在青黄不接
的时候生活难以为济，而我们家虽然劳
力弱、工分少、自留地少，但从没有过
断顿挨饿的时候。

记忆中，祖父凡是在家里发脾气骂
人，都是冲着在节俭方面违背他的意图
而来。我们家里有两样家具是最重要
的，一件是祖父早早让我父亲为他置办

的棺材，另一件是一米五高的木柜。这
两样东西的价值并不是很昂贵，而是里
边总是盛着全家人赖以生存的粮食。祖
父曾经多次告诉我，家中必须积攒足以
应付全家人至少半年糊口的余粮，以备
天下出现饥荒。后来随着年景的变好，
祖父在思想上调整了计划，准备将来用
这些粮食招待葬埋他的亲戚和乡党。祖
父最精彩的故事，是政府给我们家拨的

庄基是三分地，但
他在院墙以外留出
了一瓦宽的地方用
于自家廊沿水的落
地，在大门外留出
了两米宽的地方以
备死后停放棺材。
其实我们家大门外
有公用空场，墙外

周边还有道路或空地，但他认为属于集
体的或者别人的地方永远是靠不住的，
必须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结果等他
老人家死后，乡上重新丈量庄基，我们家
的庄基在实际丈量后改拨成了二分四。
这不是我祖父的错，是不会用心的后人
的错。

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位典型的勇于先
喝苦水的人。他从农村考入了一个化工
学校，中专毕业后在一家国有企业的办
公室当秘书。因为出身农家，个头偏
小，文凭不高，谈了好几个对象都因为
对方或者对方家长的嫌弃而告吹。他结
合自己当时承担的业务，进企业三四年

后拿到了会计和经济管理两个自学考试
大专证书，又两三年考完了本科，再后
来脱产两年上了财经学院的硕士研究
生，毕业以后留校任教，接着又上了博
士研究生，到英国进修，再后来又上了
人民大学的博士后。论学历比他高的人
当然多了去了，论职务他如今也仅是个
副教授、系主任，爱人在商业银行的
一个驻外办事处当主任。问题在于他
好像从来没有想到过享受生活。有一
次请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去吃饭，他早
于我们 10 多分钟，见面便告诉我他在
原地已经默背了三篇英语文章，这就
难怪他现在已经成为西安某名牌大学
为数不多的用英语为学生教授专业课
的教师之一了。

细细想来，两杯水理论对于调整我
们的生活态度意义更为重大。让我们想
一想，假如我们在生活中一直有喝苦水
的思想准备，便不会对苦水有多么强烈
的感受；假如我们总是以从容的心态毫
不犹豫地喝下每一杯苦水，就会感到生
活的前面有一杯又一杯的甜水在等待着
我们。但是，我们最好连想都不去想那
一杯又一杯的甜水，而是不断地尝试着
去喝一杯又一杯的苦水，那生活注定是
别有滋味的。因为，上帝对我们都是公正
的，他会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把应该属于
我们的那一份甜水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

这就是我在
两杯水之间作出
的一种新的选择。

两 杯 水两 杯 水
□□周折周折

每次看到街上共享单车随时可以
骑用，我都会有事没事骑上遛一遛，在
享受舒服方便而又快捷的同时，都会
想起曾经骑行的往事，不为别的，只为
能骑车，享受骑车带来的威风。

那是 4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上小
学二年级的学生，刚刚学会骑自行
车。彼时，收完玉米，种上最后一季麦
子，基本就进入漫长的冬季了，大人们
会像动物一样冬眠，补足一年四季没
有睡够的觉。我们这些小孩根本就闲
不住 ，除了吃就是玩，而我因为想骑自
行车，看奶奶给家里缝过冬的棉被，说
里边的旧网套不牢，不住地唠叨。我
就说：“过了灞桥就有弹棉花的，我骑
自行车过去弹。”奶奶想都没想就同意
了。其实，我只听弹过棉花的大人说
有个弹棉花的地方，其实我也不知道
具体地址。好在去灞桥的路很少，都
是大路，而且弹棉花的地方肯定有招
牌，那几个字我是认得的。奶奶帮我
把一床旧网套绑在自行车后架上，我就去了。那个地方很好
找，弹棉花的人又少，很快就弹好了，我让店主帮我固定好，
很顺利的在天黑之前回来，受到了奶奶的表扬还奖励我第二
天吃了两个荷包蛋。

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历，家里人都放心了，包括从来不放
心我骑自行车的爸爸。要知道从我家到河对面的灞桥，至少
要10公里，还要穿过长长的古灞桥，穿过幽静无人的河堰。

再次去弹棉花时，心里与第一次去是一样的激动，绑好
一床旧网套，就出发了。出了村子，跨上车子，车子驶上宽敞
的沙石路，轻快而愉悦，一路向东驶去。河岸边没有人，只有
暖暖的太阳晒着堤边无精打采的麦田，一棵一棵落了叶子的
枯树挺立在阳光里，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树下枯黄的荒草
匍匐在沙地上，随风飘荡的枯藤笼盖在突兀的小灌木上，挺
立的白杨树皮泛着亮亮的白光，粗壮的树干上布满一只只流
泪的眼眸，默默地注视着四周的寂静。平静的灞河上，几只
大黑鸟在天空飞过，我弹了一下自行车的铃声，一串串叮叮
当当的铃声，响遍了整个安静的河滩。

凭着来过的记忆，我找到了弹棉花的村庄。可能由于冬
天到了，弹棉花的人特别多，我只好不声不响地排队等候。
弹完，店主帮我绑上自行车后架，我才发现天黑透了。出了
门，我有点着急，有太阳我还知道路怎么走，黑灯瞎火的我跟
本分辨不清我要走的路。幸好过去的乡道少，回家的路只有
一条，我强迫自己冷静，骑上车子，借着远处的灯火，小心寻
找灞桥。

过了灞桥，我骑在高高的河堰上，两边的枯树顶与我同
高，仿佛站在船头，划过夜的海，向前破浪而去。两边的荒草
扫过脚面，扫过膝盖，发出巨大的声响，唰唰地让人毛骨悚
然。忽然，寂静的堰下草地一个尺把高的黑影“唰”地立起
来，两个黑亮的光点闪烁几下，飞快地向树上爬去，带起几片
树叶。我手一抖，车子顺着河堰的下坡，哗地一声驶下，我眼
前一黑，撒开车把抱着一棵树，车子碾过荒草倒到河堰下，车
轮还忽忽地空转。

树上一只鸟“呱”地一声惊叫，猛地飞走。我大叫一声，
两眼一闭，双手抱紧大树。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眼，发现自
己还挂在树上。顾不上疼，摸索着下到河底，连扛带推将车
扶上河堰，摸一把后座上的棉花套子，跨上自行车就跑。拼
命蹬着脚蹬，车子发出刺耳的声音，后撑子敲打着刮泥板，骑
一下响一下，响声震天。越骑越快，越敲越响，越响越怕，回
家的路怎么这么黑、这么远……

我想唱歌，可怎么也喊不出来。树上“咕咕……喵”的声
音更让我脚一软，差点又摔倒。当听到远处传来隐约的狗
叫，村庄出现点点灯火，我的心才放了下来，终于到家了。

童心未泯
他只是一个
天生喜欢玩泥巴的人
而他有泥土一样朴实的名字——王塬
他玩泥巴的这个村庄
被我从此记在了心上

他用指尖轻轻一捏
捏醒故乡沉睡的泥土
让瘫软在丹江岸边的黄泥
站立起来，有了筋骨

一捏，捏出商山魂魄
一捏，捏出大秦雄风
又一捏，捏出散落不尽的
古丝路遗韵

他甚至把自己
也捏成了一个巨型泥人
混迹于奇异的国度里
你无需细辨他的长相
只要知道，在这里
他是主宰万物的王

书法书法 李志瑾李志瑾

指 尖 捏 醒 沉 睡 的 泥 土指 尖 捏 醒 沉 睡 的 泥 土
——丹凤王塬泥塑传承人王伦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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