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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独好

■ 诚然

征文选登

春日衢州，无字诗书
春节假期我们仨依计划用 3 天时
间，
来了个短程衢州游。
首站是最远的江山廿八都古镇。古
镇当年是浙江、江西、福建三省交界之枢
纽，曾极度繁华，今天，还留着一些深宅
大院供参观，也有开放的历史纪念宅院，
比如戴笠与女特工历史展览馆等，向游
客述说着它的过去。正值黄奕与陈浩民
主演的《斗香》剧组拍戏，觉着古镇真是
啥都不缺，有普通百姓的生活，有名人轶
事的脚本，有街头巷尾的看客，有小桥流
水的意境，有高高戏台可观戏，有廊桥竹
椅可约会，有观音禅寺可求子，有豆腐羹
鸭头汤暖胃……
逛逛吃吃一上午后，离开古镇，驱车
赶往下一站，浮盖山。山路平整，偶有陡
阶，撑一下也能安然而上。一路奇峰怪
石，三叠石、观音石、拳头石等，栩栩如
生。最可观为浮盖石，几块硕石巧妙叠
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稳固的底座，最上面
浮着一块鹰嘴样的梭形巨石，像随时会
被大风吹走似的，顶着大风，站在石下往
上看，着实有些惊险。据说，浮盖石也称
纱帽石，寓意升官晋级，当地老百姓称它
为乌鸦嘴，我感觉还是老百姓的叫法更
加生动形象，丝毫不牵强附会。最爱那

绿油油的青苔，覆盖在一座座崖壁上，被
山泉滋润得水嫩水嫩，
生机勃发。最敬那
笔挺修长的翠竹，料峭在寒风里，骨格清
奇。最喜三脚架前，
我们仨一次复一次的
合影，
欢笑声声，
各种嘻嗨。登顶后下山，
自是十分满足，全程三个半小时的山路，
小腿已叫着说酸了胀了的，
想要歇息。
离开浮盖山，近黄昏时，我们参观了
迷宫般的戴笠故居，还有当年连通浙江
与福建的仙霞关。
继续返道，车至江郎山脚下，依然入
住民宿，次日吃过早饭，拖着酸痛的双
腿，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坐上了驶向江
郎山的盘山公交。十八曲山道平整，经
过开明禅寺，抬头就能望到直耸云霄、并
排而立的三大高峰——郎峰、亚峰与灵
峰，颇像挨在一起的芋头、土司片与土司
包。亚峰与灵峰亲密有间的依偎，形成
著名的一线天景观，两座高峰比肩而立，
中间细细长长的缝隙可探及一线天空，
底下还有窄道供游客穿行。这鬼斧神
工，令人惊诧而赞叹不绝。随着人群，一
齐向郎峰进发。沿着只有一人独过的狭
窄山道盘旋而上，对我这个恐高的巨婴
来说，是孤独而焦灼的。紧紧地倚着山
壁，悄悄地扶着栏杆，默默地不苟言笑，

颤颤地脚找实地，幽幽地目不斜视，轻轻
地小口喘气，暗暗地自我打气，手脚并
用，心惊胆战，绕过一圈又一圈的绝壁峰
崖，终于郎峰问顶。卸下重负般松了口
气，全身终于暂时放松下来。感动于登
顶的不易，更感恩，自己全程不孤单！如
果没有彩带一样盘挂在山腰悬崖上前前
后后的众多同伴，如果没有前人开山凿
就的石阶与搭建牢固的栏杆，我如何上
得？！江郎山之行，全程用时四个小时。
过午时分，我们回到民宿吃中饭，汤越发
香鲜。
告别江郎山，我们去往附近的清漾
毛氏故居。故居是江南毛氏发源地，出
过许多毛氏旧官御史，也是国学大师毛
子水的故居地。毛子水是五四时期百科
全书式学者，是胡适的学生，蒋经国的先
生。他的字结构紧凑，疏密有致，笔峰精
巧，刚劲有力。说话做事有讲究，恃才不
傲 物 ，乱 世 不 出 头 ，潜 心 研 学 ，知 足 常
乐。故居中挂满了他的众多字幅，以“善
以为宝，和而不流”为最爱，院前的几棵
腊梅，也深得他的熏陶，仪态端庄地绽放
在庭院，
浮动暗香。
离开清漾，我们准备打道回杭，希望
途中能赶得及去龙游石窟一观。因时有

堵车，到达龙游石窟时已错过了售票时
间。于是，
找了酒店当晚住下。
衢州三头是名声在外的，在贴有韩
寒字画、众赛车手与老板娘合影的杨爱
珍大排档，
点了许多菜与点心。辣过想象与
传说，
无法下口。年糕很赞，
薄薄地有嚼劲，
发
糕也不错，
松软香糯，
有股自然发酵的酸甜。
吃得太撑，
穿过兴龙北路至江滨公园，
沿江压
马路。江面开阔，
桥上的夜灯在黑幕中远远
闪烁。风不大，
空气清新。沿江公园、
座椅等
休憩设施齐备，
有不少结伴夜行的人迎面而
过。就因这江，
我就开始认定龙游是个清静
宜居的好县城，
我喜欢生活于这种不过度开
发、
生活资源已游刃有余的小城。
龙游半日，我们去了鸡鸣山民居苑
与石窟。民居苑是迁移各地江南大院集
中而成的古院落群。龙游石窟是所谓世
界第九大奇迹，不走入内，真是无法想象
其奇妙与伟大。先人是如何在没有现代
化设备的情况下造就这高难又复杂的地
下宫殿，又是用来作甚的？将永远是个
谜。惊叹之余，为远古人民的勤劳智慧
深深折服。
两个小时以后，车回萧山大地，此程
圆满中，也读懂了锦绣山河无字诗书之
说。

凡人脸谱

■ 茶客妻

刘赛男
天热，就想着去山里避暑，玩玩溪水
吃吃土菜，闲着无事就在村头大樟树下打
打麻将下下棋。有认识桐庐白云源边农
家的，
带着我们出发。
空山无人，水流花开。
我们在白云源那里做了想做的事。
临走，一个在厨房帮忙的阿姨跑过
来，要我们带一只宰杀好的鸡给她在城里
打工的女儿，
还有一个女儿的手机号码。
我拨通刘赛男的手机。电话那头，刘
赛男很警觉。当得知她妈妈带了土鸡给
她，她说了句桐庐土话，口气里明显有一
种不高兴。
过了一会，她说：大姐，鸡你们吃掉
吧，
我不要了。
不行不行不行，你住哪里，我可以给
你送过去。
这可不是一般的鸡，这是妈妈的爱心
鸡啊。无论如何，我得把这份爱心传递到

她手上。
听说我们要送过去，刘赛男似乎不好
意思了，说半小时后来拿。
大约十五分钟，刘赛男到了，除了肤
色稍稍有些黑，她实在是个漂亮的姑娘。
高挑个，杨柳细腰，
眼大，
鼻直，
牙齿白。
拿了鸡，刘赛男坐上停在五十米之外
的汽车走了。
这姑娘不错，跟老李儿子很般配呢。
刘赛男早走远了，可是我们还在议论她。
三个月后，又见到刘赛男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雷迪森酒店那里
有个单身公寓出租，原租户调上海工作
了，后来订租的是个将近中年的男子，很
粗犷的那种，
缴了全年房租。
住进来的就是刘赛男。
我在楼下缴物业时碰到刘赛男，她正
从超市买东西回来。我叫了她一声，她很
吃惊，待看清是我，
很客气地邀请我上楼。

我告诉她这房子就是我的，这下轮到
她吃惊了。
我承认我控制不往自己的好奇心，问
她租房的是什么人。
刘赛男不改山里人的爽快，告诉我那
人是他男朋友，
不过，
家里有老婆孩子的。
你被他骗了啊？
！我有些气愤。
没有没有，他告诉过我的。刘赛男像
说别人一样，不带感情地叙述着自己的故
事。她开了一瓶果粒橙，给我倒了一杯，
其余的，
她就着瓶子喝着。
我带他回桐庐去过，我爹妈都很满
意，
不过他们不知道他有老婆儿子的。
他老婆知道你吗？我越来越好奇。
也知道的。
吵不吵？
不知道，我和她又不住在一起。刘赛
男轻描淡写。
过年呢？

过年嘛，腊月二十七我和他回桐庐过
一晚，跟爹妈一起请年菩萨，二十八我就
出门旅游去了，国内国外都去，他呢，回家
陪老婆孩子。我无所谓的，他总有个家要
管的。
大姐你会打麻将吗？新换了地方，搭
子都寻不着啊。刘赛男被憋得不轻。
门铃想起，粗犷男进来，见了我略显
惊奇：
老板娘，
你怎么会在这里？
！
我跟刘赛男可不是第一次见了。我
急急退出屋内，
为他腾地方。
我知道我知道，上次你带鸡过来，就
是我开车来接的。
呵呵，你停得好远啊。我眼前出现刘
赛男从车里下来的样子。
男人带刘赛男出门吃饭。看他们亲
亲热热出门，
谁都羡慕着他们的生活。

心香一瓣

■ 徐升

豆茶
旧历的新年向来是一年里最重要的
节日，而正月初一吃豆茶的风俗，无疑将
这种节日气氛推向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豆茶虽带个“茶”字，但实际上，它与
茶叶毫不相干。这是一种混合各类谷物
豆料煮成的粥，与腊八粥颇有类似之处。
但豆茶的底子并不是简单的白粥，而是由
粳米与切成小块的粉藕煨成的粥汤。藕
块烧熟后会“掉色”，因而整锅粥汤都呈现
出一种厚重的紫褐色。豆茶中还要加上
许多红豆、黑枣、桂圆干等南北干货，年糕
粒与小汤圆也是必不可少的。新年伊始，
家中老小无一例外要吃豆茶，想必是取的
是来年五谷丰登、高升圆满的彩头。

由于原料杂多，豆茶的熬制颇费工
夫。红豆往往在除夕夜就泡上了，到初一
天蒙蒙亮时，外婆已经起床准备煮豆茶
了 。 她 先 忙 着 淘 净 枣 米 ，而 后 切 藕、生
火。厨房方向渐次传来淅沥的水声、刀剁
砧板的咚咚声与柴禾燃烧的噼啪声，由于
经过重重房门与遥远空间的过滤，这些声
音组成了一首安详静谧的催眠曲，让人忍
不住再次闭上清晨困顿而渴睡的双眼。
儿时许多个新年，我都在这极富生活气息
的厨房乐音中沉沉睡去，直至日上三竿，
才被豆茶的香味再次唤醒。
粳米、红豆和藕较难熟透，通常是最
早下锅的。至于黑枣和桂圆干，则需在粥

差不多熬成时加入，最后才是不耐煮的年
糕粒和小汤圆。熬豆茶的火候大有讲究，
在烧开锅之后全程要保持小火慢炖。而
外婆家用的老式铁锅传热很快，需得有人
照料火势。外婆将木柴、竹爿与稻草细细
搭配，
使灶下的那团火舌保持适中的热力。
费时良久，
新年的豆茶终于熬成了。掀开厚
重的木锅盖儿，
热腾腾的乳白色水汽氤氲在
整个厨房，其中萦绕着谷物特有的甜香气
息，暖意十足。吃豆茶时要洒上厚厚一层
糖，
那稠密甘美的滋味仿佛是寒冷正月中一
丝春意盎然的生机，
令人回味无穷。
新熬的豆茶要先祭祖、祭灶，而后才
能让全家人尽情品尝。外婆会取出平日

里很少用到的蓝花瓷盅，在厅中的八仙桌
上收拾好香烛，而后开始祭祀。仪式简单
而隆重，香烛必定是提前精心准备好的。
祭祀时，明亮的烛焰映得红蜡鲜艳欲滴；
细细的檀香上有一点暗红的香火缓缓蜿
蜒而下，其后的浅白香灰积得长了，便无
声地跌落在香炉中，碎成一小段一小段。
外婆经手掌管的祭祀用时颇久，因为她总
是虔诚地等着檀香燃尽，才恭敬地撤下香
烛供品。我幼时总觉得这样的仪式太过
冗长，直到长大后读到《论语》中孔子“祭
如在，祭神如神在”的话语时，才对外婆的
举动恍然大悟。这正是农人如她，对天地
神灵最淳朴自然的敬畏吧！

一辆公交车的人文情怀
■孙道荣
年前去日本，自由行。我们住的京
都一家酒店的门口，就有一个公交站，所
以，我们的出行，
大多是坐公交车。
很快，一辆公交车来了。
这不是我们要搭乘的公交线路，我
们站在一边，
继续等。
我看着它缓缓靠边，进站。它停稳
了。在车门打开之前，忽然看到，它的车
身往左侧稍稍倾斜，沉降。日本的汽车
都是靠左行驶的，车门都在左侧，因为车
身的沉降，使车门与公交站的路沿接近
于一个平面。是因为路面的坡度，公交
车才向左侧倾斜沉降的吗？
我 们 要 乘 坐 的 212 路 公 交 车 也 来
了。一样缓缓靠边，进站。我注意到，进
站之后，它的车身也往左倾斜、沉降。上
车之后，我特别留意了一下，每到一个站
点，公交车停靠之后，车身都会往左倾
斜、沉降，然后，才打开车门。也就是说，
不是因为路面的原因，公交车车身才倾
斜沉降的，而是为了方便乘客上下，公交
车在靠站之后，才主动沉降的，以使它的
踏板更接近站台的高度。
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我对日本的公

交车，一下子生出不少好感来。
在京都、大阪、东京和北海道的札
幌，我们都坐过公交车，所有的公交车，
都自带了这个沉降的功能。在日本旅行
了半个月，诸多细节令我们惊叹，比如你
在大街上看不到一个扫马路的环卫工
人，也几乎找不到一个垃圾桶，但是，他
们的街道，却异常整洁干净，没有纸屑，
没有塑料袋，没有痰迹，也没有烟蒂。公
交车的沉降系统，就是这诸多令人惊叹
的细节之一。
当然，你在一辆日本的公交车上，还
可以注意到更多的细节。
前 方 遇 到 红 灯 ，司 机 都 会 熄 火 等
候。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东京，车水
马龙，天却蓝得那么不真实，与公交车司
机的这个小小举动有没有关系？我想是
有关联的。
日本的公交车都没有售票员，乘客
从后门上车，前门下车，下车的时候，购
票或刷卡，金额是依据你上车时，从车门
处自行拿的“整理券”，坐多少站，购相应
的车票。我们的同行者中，立即有人想
到了一个“主意”：如果一个人从起点站

上车，却半途去拿一张“整理券”，不就可
以少购车票了吗？这似乎是个空子，但
我在日本旅行期间，没有看到一个人这
么干过。
从一辆公交车，你大抵可以看出，一
个地方的人们，他的生活状态，他的人文
情怀，
以及他的品质素养。
有一年，去俄罗斯，在偏远的摩尔曼
斯克市坐公交，10 路车，这是贯穿整个
城市的一条主线，乘客却不多。有一站，
站牌上只有一个乘客，是个残疾人，坐在
轮椅上。我正思忖着他该怎么上车，只
见公交车司机停好车后，打开车门下了
车，从车门处抽出一块踏板，铺在车门与
路沿之间，帮助残疾车上了公交车。后
来留意到，俄罗斯的公交车，都配备了这
样一块搭板，以备并不多的残疾人乘车
之需。
一块搭板，自动沉降，这就是一辆普
通的公交车所体现的人文关怀。
国内也不乏这样体现一个城市人文
情怀的公交车细节，印象最深刻的是杭
州的公交车。当有行人穿越斑马线时，
杭州的公交车都会停下来，等行人穿过

了马路，再行驶。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公
交车这样做，其他车辆则根本无视行人
的存在，照样疾驶而过。但慢慢地，除了
公交车之外，有的私家车也停下来了，有
的公车也停下来了，有的货车也停下来
了。于是，今天，当你在杭州从斑马线穿
越马路的时候，大多的车辆，都会停下
来，
耐心地等你从容经过。
别小看了这样一个细节，这就是风
气，这就是秩序，这就是素质，这就是情
怀。

全国报纸副刊好栏目

■ 孙海东

读茶物语（组诗）
赏，归于山茶
“东园三日两兼风，桃李飘零扫地空。
惟有山茶偏耐久，
绿丛又放数枝红。”
——陆游《山茶一树自冬至清明后著
花不已》
千年落日，
江南经历春花秋月，
直至冬日
早已风雨兼程。
桃李不堪一击，
零落成泥，
随风而去。
此时马蹄声声，
借一夜北风
经过江南防区，
将镜湖水的大门叩开
隔世倾听，
仿佛一个诗人远道而来，
风尘仆仆
一曲长恨悲歌早已谢幕，
在爱与痛的边缘
被一粒微尘击中，
刺入骨骼
让其灵与肉隐隐作痛
红尘千里，一生北望的夙愿，
进不能进，退不能退。
只有山茶独立于寒风，
经受霜雪洗礼
万绿丛中，将骨子里的正气绽放枝头，
让江南不失一丝妥协的尊严

心，归于茶道
“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 饮罢方舟
去，
茶烟袅细香。
”
——朱熹《茶灶》
独享于天地万物之间，
智者的喜怒哀乐
让灶台的石头一一安抚。
舟行碧波
明月去留无意，
漫随云卷云舒
只等壶中茶荡漾一道道浅绿的翡翠
茶中诗，
已将《茶经》圈圈点点
此时落霞无边，
归于内心的平静
经千年酝酿的灵感，
如佛光初现，
隐隐约约
无声无息，在心不设防的地方
细细品味人生几何。
一种来自茶道的升华
随茶烟萦绕，
舟行人去的黄昏
将一种淡定，
或拍案叫绝的感悟
贯穿于豁达的胸襟

志，归于茶境
“镜湖清绝胜吴松，家占湖山第一峰。
瓜冷霜刀开碧玉，
茶香铜碾破苍龙。
壮心自笑老犹在，狂态极知人不容。击
壤穷阎歌帝力，
未妨尧舜亦亲逢。”
——陆游《七月十日到故山削瓜瀹茗
翛然自适》
经历一站的路程，
不改门前的镜湖水
山的高度。
人已老，
霜月磨圆一颗心的棱角。
朝圣的倒影，
仅被敬仰在空镜子里
稀薄而清新的空气，
游离在一厘米空间
或者更近，才能看清山茶绽放的冬天
飘香十里不算遥远，
一声鸟鸣
让春天在孕育中蠢蠢欲动
笑我狂态也好，
独自与山茶对白
年老也有轻狂的时候，
看似放逐于隐者的
闲云野鹤，
何人深知我一颗孤独的心
与拍遍的栏杆相依？
无人识得
苟且偷生的年华，
流水无情
让万里江山躺在南宋诗词里呻吟
抬起品茶的高度，
让一个人的雄心壮志
经久不衰。
可是苍茫人世，
谁的沉浮
深藏多少坚硬的痛？
这一刻，
我于春风里
从容经过。
一个潮起潮落的年代
在我未到来之前，
让阔别千年的依恋
虚化成烟。
而一杯香茶，
早已延续早春的佳音
在新的起点，
一个人的志向不再来回走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