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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情有独钟，人各有好。 有人慕松，有人喜竹，
有人赏梅，我独爱茶。

茶，自在。 一株茶树，简简单单，只要有立身
之地，就什么也不会计较，山坡上、田埂边、岩缝
里自在生长, 而且往往“高山云雾出好茶”,鲜见
有人将茶树当盆景来伺候。 一片茶叶， 朴朴实
实， 尽采山川风露之精华， 率先绽放鲜嫩之新
叶，即使让人采摘殆尽，也无怨无悔。 一座茶园，
密密匝匝，树与树、枝与枝、叶与叶互帮互衬，从
不你争我夺，宛若一堵绿色城墙，又像一支整齐
的队伍。 正因为茶树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人们在
享受茶的无穷意蕴时，有谁牵挂过茶树呢？ 《庄
子》里边讲，“相忘以生”、“忘适之适”。 茶悠然自
处、恬然自适，答案就在“忘”字。 脱离了名缰利
锁，活出了率性真实，故能圆融自在。

常言“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茶事是市井瓦肆、寻常巷陌、乡间村野的百姓生
活，素来不离人间烟火，俗得不能再俗，平常得
不能再平常。 粗茶淡饭，“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
汤沸火初红”，这既是俭之所在，也是人之常情。
在开门要办的七大俗事中，茶尽管排在最末，实
际上又占据首要的位置。 除了老话讲的“宁可三
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茶其实是口腹之欲满
足后的更高层次需求。 窘可“大碗茶”，闲则细品
茗。如若衣食足，便有闲工夫喝茶。可见，茶与人
息息相关，既是日用必备，也是精神追求。

人固不能免俗，然人皆有雅致。 一碗茶不仅
折射俗世生活，而且映照精神世界，承载文化景
观。 相传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
之”。 所以，古人把茶称作“嘉木”、“瑞草 ”、“仙
茗”，是要“贡五侯宅，奉帝王家”的。 过去民间进
贡茶，“时新献入，一世荣华”。 这说明，茶的出身
其实是蛮高贵的。 而在文士眼里，“琴棋书画诗
酒茶”七大宝，茶是贯通其他六艺的，古诗词中
常见有“听琴煮茗送残春”、“茶烟一榻拥书眠”、
“诗清只为饮茶多”、“舌底朝朝茶味， 眼前处处
诗题”、“堂空响棋子，盏小聚茶香”等等之类的
吟咏。 不仅如此，茶还是状物感怀、抒发胸中块
垒的仰赖之物。 据说，东晋志士刘琨每“闻鸡起
舞”必先饮茶，原因即在“体中溃闷，常仰真茶”。

至于佛门寺庙，种茶、制茶、饮茶之风向来盛行，
东晋时名僧慧远就曾在庐山植茶， 敦煌行人单
道开以饮茶苏助修，故有“禅茶一味”之说，意思
是品茶如同参禅。 到了唐代，喝茶蔚然成风，出
现了茶圣陆羽写的《茶经》。 自兹，茶作为一种文
化广泛渗透到社会各方面，制茶法有唐饼茶、宋
团茶、明叶茶、清工夫茶，饮茶法从唐煮茶、宋点
茶、明泡茶而清沏茶，由此又产生茶具、茶厂、茶
行、茶室、茶馆、茶经、茶书、茶画、茶道。 茶由药
用而食用、而饮用、而艺用、而禅用，这就有了艺
术身段和文化意蕴。 茶还是茶吗？ 不是，而是文
化。茶溶于水，茶亦融入文明。古代中国不仅“以
茶治边”，还借由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把茶叶运
往境外，茶在诸多重大事件中串演了文化使者、
政治筹码的关键角色。 由是观之，茶出入雅俗之
间，无俗即无雅，其雅亦若俗，此间意蕴，尽显茶
之本真。

世人都讲“最是知己便是茶 ”，苏东坡也有
诗云“从来佳茗似佳人”。 茶是人格化的“知己”、
“佳人”，是助人排忧解愁的心爱之物。 饮茶与其
说是孤苦无助的内心独白， 不如说是从容淡定
的心灵对话，人道沧桑、万般心事都收纳于它的
浮浮沉沉之中。 因此，茶性蕴含茶德，茶德可悟
茶道。何以见得？一曰隐忍。从采摘，杀青，揉捻，
到焙火，最终还要经受沸水的考验，哪个环节不
是百般蹂躏，万般折磨。 茶始终隐忍，不忘初心，
越是揉捻越能浓缩生命的精华， 一遇沸水反能
散发奉献的清香 ，为众生解渴 、排毒 、提神 、怡
情、静心、养性，从不讲求回报，可以说是“证得
涅槃、普渡众生”。 人生之修亦如是，只有历经栉
风沐雨的砥砺，才能释放出人生的一脉幽香。 古
代的禅僧礼佛前必先吃茶， 居士修行先要 “焚
香”“煮茗”，都喜欢把日子浸泡在茶里，为的是
过滤杂念、悟出菩提。 坐禅、参禅的背后，下的正
是一番隐忍的功夫。 佛学大师赵朴初说，“空持
百千偈，不如吃茶去”。 禅师从一片茶叶悟出许
多佛法，涵养出云水禅心，难怪“无僧不爱茶，有
寺必有茶”。次为贞洁。据《茶经》载，煮茶对水的
要求最高，“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也有诗
言茶“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竹灶烟轻香

不变，石泉水活味逾新”，都讲的是煮茶重水品，
须是纯净、 不受污染的活水， 表明茶质玉洁不
染、不容浊物。 在古代婚俗中，之所以流行以茶
叶作聘礼，就是因为“茶性不移”，象征男女爱情
的专一和坚贞。 再则清和。 采茶讲时令，煮茶重
火候，茶汤求均匀，水质决优劣，体现了和美、清
静的自然法则。 “欲达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
妙法”。 茶使人从杯盏中得到豁达、平和、恬淡，
对清心修行、澄心静虑大有裨益。 唐代有人把饮
茶的好处提炼为“十德”，即散郁气、驱睡气、养
生气、除病气、利礼仁、表敬意、尝滋味、养身体、
可行道、可养志。 照此说来，这“十德”既是茶性、
茶品，也是茶德、茶道。

茶有浓淡、有冷暖，亦有悲欢、有情怀。 有人
说，喝咖啡的潇洒，喝酒的狂放，喝茶的含蓄。 是
的，茶没有咖啡苦，没有白酒烈，有的是本色滋
味。 杯盏之间，缕缕芬芳扑鼻而来，似空谷幽兰，
又如桂香来袭。 啜一小口，神清气爽；再啜一小
口，沁人心脾；细细品茗，荡气回肠，正如古人所
说“细啜襟灵爽,微吟齿颊香”。很多时候，煮茶品
茗更像是面对人生。 饮茶不过拿起、放下两个简
单的动作，过于执念于色、香、味、形，则难免举
放失宜。 人生的得失、宠辱、进退、甘苦，更应拿
得起、放得下，很多事不能纠结于心、一味执着。
茶香氤氲的日子最为悠闲，“落日平台上， 春风
啜茗时”，或夜对明月，或晨伴朝霞，水是沸的 ，
心是静的，“心注一境”，宁静致远。 如是，三五个
友人围坐香樟院落，打来深山老泉，煮茶论道，
畅谈古今，吟诗作对，泼墨挥毫，正如有联所云
“说地谈天，且以烹茶寻雅趣；怡情悦性，还从赏
月借春风”，其情其景，品的还是茶吗？ 分明品的
是一种心情、一种缘分、一种氛围、一种精神状
态。

人生如茶，茶如人生。 茶在开水中浮沉，人
在社会中沉浮。品茶就是品人生。茶要细细品味
才有滋有味，人生也是这样。 茶浮茶沉、茶暖茶
凉、茶盈茶虚、茶浓茶淡，都是人生滋味。 有此心
境，何来人走茶凉、茶尽杯空的感叹。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
长）

� � � �湖南日报8月14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刘婷婷）为期近两个月的“好好学
习———湖南省‘两学一做’电视知识竞赛”
8月11日举行总决赛。经过激烈角逐，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代表队获得第一名。省
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开朗，省委常
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文雄，省委常委、省
纪委书记傅奎等为获奖队伍颁奖。

为了营造“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浓厚
氛围，激发广大党员参学热情，由湖南省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协调小组、省纪委、
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湖南广播电视
台联合主办， 湖南广播电视台经视频道
承办，组织开展了全省“两学一做”电视
知识竞赛。

知识竞赛好不好看， 题目和赛制是
关键。 竞赛组委会组织了专门的专家团
队， 准确把握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的精
髓要义， 把需要广大党员掌握的重点知
识转化为5000多道判断、抢答、案例、故
事题，用党员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
方式， 把竞赛内容变成了鲜活生动的参
学教材， 每场比赛都是一堂生动直观的

学习教育课。同时，还在新湖南客户端和
“湖南微政务”微信公众号推出移动端知
识竞赛， 广大手机用户踊跃参与在线答
题，形成了线上线下同参与、同学习的良
好互动局面。

6月以来，各市州、省直机关工委、省
委教育工委、省国资委党委、省非公有制
经济组织党工委、 省社会组织党工委和
省军区、武警湖南总队共组织380支队伍
参加初赛、 遴选30支代表队参加全省决
赛。 经过5期晋级赛和1期突围赛激烈比
拼，共有6支参赛代表队入围总决赛。

11日晚的总决赛从赛制设置和安排
上都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气质，通过“限时
判断”“极速抢答”“精准书写”“限时猜
词”“你问我答”“先锋竞演”等环节，进行
6进4、4进2、2进1的激烈PK，最终，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代表队获得第一名，
国网湖南电力代表队获得第二名， 永州
市代表队和省地方税务局代表队获得第
三名， 湖南建工集团代表队和株洲市代
表队获得优胜奖。 本期节目将于近期在
湖南卫视和湖南经视播出。

陈永刚 曾迪 罗雅琴

长沙高新区锦和园小区， 是一个居
民安置小区。 过去因为行政区划归属不
明， 环境脏乱差、 公共设施和服务缺
失。 居民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
问题， 得到了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

今年6月， 锦和园小区明确纳入新
成立的麓谷街道锦绣社区， 服务居民的
举措一项项实施， 小区的面貌一天天发
生变化。 8月12日， 面对记者的采访，
小区居民万丽君大姐竖起了大拇指：
“现在住在小区里， 环境好， 人心齐，
就是爽！”

事事有回应， 件件有答复
2013年12月， 长沙市整合非紧急报

警类政务服务热线电话， 建立12345市
民服务热线。

“市民服务热线， 是党委、 政府联
系广大市民最直接、 最畅通、 最重要的
平台， 是市民表达意愿和诉求最快速的
通道。 全市各级、 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
市民服务热线工作， 研究解决相关重点
难点问题， 及时依规处理市民诉求事
项， 不断增进广大市民的获得感。”

按照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
红的要求， 长沙市政务中心以及热线所
属的106个成员单位， 将12345视为不
在编的窗口， 努力听民声、 解民忧； 市
民的大事、 小事、 关心的事， 有人说有
人管， 管了有回馈。

12345的一大突出优势在于联动协
调。 以前， 市民遇到身边烦心事， 往往
感到“投诉无门”， 相关部门存在相互
踢皮球的现象。 而12345整合了长沙各
区县 （市）、 园区、 政府职能部门及部
分服务市民的企事业单位， 按照“统一
受理、 分类处理、 限时办结、 过错问
责” 的方式， 督促各成员单位责任上
肩， 积极解决群众诉求。

从柴米油盐到社会管理， 从政策咨
询到投诉求助， 从个人利益诉求到政府
工作建议，12345热线为广大市民解决了
大量事关切身利益的问题。 截至目前，
12345热线已接到市民有效来电60.65万
个，共为市民解决困难59.47万件， 办结
率为99%。

有效是热线的生命线
“热线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 现

在大事小事都想打个12345。” 多次拨打
热线反映问题、 提出建议的开福区市民
苏建炎说。

苏建炎居住的科大景园小区， 南临
浏阳河。 今年以来， 有人在河滩上种
菜， 还焚烧树叶、 菜叶等沤肥， 烟雾飘

进苏建炎和其他居民家， 让他们叫苦不
迭。

苏建炎拨打12345热线进行投诉，
当天， 区政府和四方坪街道出面， 与相
关方面协商， 做种菜职工的思想工作。
半个月之内， 菜地被改造为绿地， 枯
枝、 树叶、 垃圾得到全面清理， 彻底解
决了这一问题。

看到12345快捷高效服务， 苏建炎
乐了。 他又打去电话， 反映小区水表改
造后， 水管暴露在外墙， 容易引发入室
盗窃， 请求安装防盗刺。 这一问题被反
映给了供水公司， 目前正在解决中。

“有效是热线的生命线。” 长沙市
政务中心政府热线管理处处长廖勤介
绍， 按照12345的工作流程， 对应急类
事项， 接收单位应在24小时内办理、 答
复； 对咨询类和求助类事项， 最迟在5
个工作日内答复诉求人； 对建议、 批
评、 投诉、 举报类事项， 应在15个工作
日内办结和答复诉求人。

今年以来， 长沙市12345热线每个月
受理的市民来电在2万个以上， 热线整体
回访满意度为92%， 呈逐年上升趋势。
在全国首次12345热线服务排名中， 长沙
市位列省会城市第4位， 湖南省第1位。

促政风转变、 施策精准
12345， 一头连着百姓的诉求， 一

头促进政风的转变、 施策的精准。
长沙市委、 市政府注重发挥12345

的参谋决策作用， 热线处不定期将热线
办理情况进行大数据统计分析， 并形成
书面报告， 对市民反映集中的合理化建
议予以采纳并落到实处。

2014年， 12345热线接到市民关于
房产证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办不下来的来
电有2000多个， 形成分析报告后， 得
到了市委、 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长沙市
专门成立了房产办证遗留问题协调领导
小组办公室， 把解决房产证历史遗留问
题作为头号民生实事来抓。 截至7月底，
全市共有71254户家庭领到了期盼已久
的“大红本”， 预计今年内95%以上的
房产办证遗留问题都将得到妥善解决。

针对市民反映的热点， 长沙市近年
来修建过街通道6处、 设置隔音屏11220
米， 出台了 《关于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工
作的实施意见》、 《关于整治“住改商”
的工作实施方案》 等改善民生的政策，
12345热线成为建设阳光型、 服务型和
法治型政府的重要途径。

目前， 12345热线办理工作已纳入
长沙市绩效考核体系， 针对“不作为、
乱作为、 缓作为”， 由纪检部门予以督
查、 问责， 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进一步转
变， 提升了政府服务的效率和口碑。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农历七月，流萤最盛。
刚刚过去的七夕， 大量萤火虫被购买，然

后在城市放飞，营造浪漫梦幻之境。
而真正华美的萤光，在农田树林，池塘小

溪，忽明忽灭自由绽放，那是真正的生命之火、
爱情之光，即便只有几只，也远比集体放飞的
生动灿烂。

关于萤火虫，在懂得它的美与留住它的美
之间，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越黑的夜萤光越亮
“一开始你都看不到萤火虫，熄了灯光，关了

手机， 在黑暗里站久了， 才会发现有萤火虫，一
只、两只……越看越多，天越黑，萤光越亮。 ”8月
13日晚，摄影记者童迪忍受着蚊虫骚扰，在平江
连云山的一条小溪边，守候了一晚萤火虫。

连续几年夏天， 童迪都在这里寻找萤火
虫，最壮观的一次，萤火虫形成一条流光溢彩
的光带，华美无比。

关于萤火虫的童谣和传说很多。 萤火虫享
有很多雅称，《古今注 虫鱼》云：“萤火，一名耀
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
名丹鸟，一名夜光，一名宵烛……”可见其在中
国昆虫文化里地位不凡。

马上就要到“七月半”中元节了，中元节俗
称鬼节，此时节幽幽的萤光，也被人称作鬼火。
事实上，中元节正值人间七月，瓜果稻粟多有
成熟，因此用新米祭供，向祖先报告收成，也是
理所当然。

童谣里的萤火虫也很多，长沙有一首方言
童谣：“萤火虫，飞过垄；借把锁，锁大门；借条
牛，犁大丘；借匹马，跑衡州……”这首童谣传
唱度不高，内容也毫无逻辑可言，却每每在夏
日的暗夜里浮升，在我眼前铺展开一片童年的
萤光，有人身骑白马，穿过黑暗的田野……

渐行渐远的美好
“一个城市里的孩子，如果不是刻意去‘体

验’，在生活中遇到萤火虫的机会几乎是零。 ”
西米是一名“自然老师”，在长沙一家非营利机
构进行自然教育。 每年夏天，她都会跑遍长沙

“踩点”，寻找合适的萤火虫观察点。
城区是真的找不到萤火虫了，甚至省森林

植物园也没有：“可能园内灯光太亮， 光污染有
些严重。 ”

事实上， 农村的萤火虫也越来越少。 光污
染、水污染、农药的过度使用，各种人类活动的
影响， 导致萤火虫在乡村日渐稀少。 甚至在连
云山，童迪找到的萤火虫也逐年在变少。

“萤火虫是清洁性昆虫，是生态指示物种，
对生态环境要求非常高，”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魏美才教授说，目前省内没有做过
专门的调查，但根据自己和同行多年的野外调
查经验，已经形成的共识是，自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以来，萤火虫的分布区域、野外种群数量均在
大幅退化。

让夜游者在野外飞
今年“七夕”，萤火虫成浪漫新宠，被网购

来赠予恋人；各地举办的萤火虫节，动辄放飞
数万只萤火虫。 在淘宝上输入“萤火虫活体”搜
索，会跳出几十家贩卖萤火虫的商家。 随手打
开一家网店，有人评价：“好美，好梦幻，成就一

段美好的记忆。 ”
这些萤火虫，基本都是从野外捕捉的，在江

西、云南等地，很多农民甚至以捕萤为生，而大
量萤火虫则因此而亡。 一只成虫的寿命只有7
到10天，期间发光是为了求偶，是它们爱的语
言。 这短暂而宝贵的发光生命， 如果在运输途
中耽搁时间太久，或者运输条件不够好，又或者
目的地栖息环境不合适，将进一步缩短寿命，更
没有繁殖的可能了。

“与其引进萤火虫，不如改善环境。”魏美才
教授说，我们关注萤火虫，是将其视为一种生态
指示， 显示环境的健康状况， 我们更应该看到
的，是整个生态环境的变化。

如果怀着对萤火虫的热情，不如去野外，看
这些奇妙的夜游者，自由自在地飞翔。

【生物小名片】
萤火虫，鞘翅目萤科昆虫的通称，小型甲虫，

因其尾部能发出荧光，故名为萤火虫。 萤科昆虫
全世界约有2000种，我国较常见的有黑萤、姬红
萤、窗胸萤等。 萤火虫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其生
存情况也是当地自然环境是否优良的指示。

茶味人生
张文雄

农历七月，流萤耀夜

� � � �湖南日报8月14日讯 （通讯员 李丛
蓉 记者 李伟锋） 12日， 湖南益阳中源
钢铁有限公司与国网湖南节能服务有限
公司签订协议， 双方共同投资1.3亿元
对中源钢铁有限公司熔炼设备进行电能
替代改造。 据悉， 这是我省今年投资最
大的电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预计2017年
5月全面完成。

益阳中源钢铁有限公司通过废旧钢
铁回收循环再利用等途径， 生产混凝土
用热轧带肋钢筋， 以往煤制气为主要能

源， 能耗成本极高。 此次节能改造， 主
要针对节能电炉、 连铸机、 连轧机等生
产重要环节进行技术改造， 配备3台60
吨节能型电炉， 用电能替代原来用的煤
制气。

节能改造后， 每年可减少散煤燃烧
6.8万吨， 减少污染物排放二氧化碳24.9
万吨、 二氧化硫0.61万吨、 粉尘0.35万
吨， 增加清洁电能替代利用2亿千瓦时；
在产量相当的情况下， 每年可降低综合
生产成本3500万元。

� � � � 6月5日， 平江县嘉义镇连云山村， 连云山溪涧边的萤火虫。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全省“两学一做”电视知识竞赛
圆满落幕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代表队夺冠

一条热线连民心
———长沙12345热线服务市民纪实

投资1.3亿元
电能替代改造项目启动

� � � � 湖南日报8月14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尹键) 8月13日17时30分许， 道县白马渡镇秀
峰庙桥在施工中意外垮塌， 事故造成1人死亡、
3人坠河失踪。 接报后， 县委、 县政府迅速组
织人员， 有序展开现场搜救、 医疗救治、 调查
取证、 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

秀峰庙桥位于九嶷河上， 连接该镇青口村
和武家滩村。 当天下午， 8名施工人员在进行
桥拱混凝土作业时， 桥梁中间部位突然垮塌，
3名施工人员坠河失踪， 另有5名施工人员不同
程度受伤。 5名受伤送医人员中， 1人经抢救无
效于14日上午死亡； 2人已安全转移到县级以

上医院全力救治， 暂无生命危险； 2人轻微皮
外擦伤， 在医院留观。

获悉情况后， 道县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
县委书记刘勇会和县委副书记、 县长候选人李天
明带领相关部门60余人及时赶到现场， 成立搜
救、 医疗救治、 善后处置、 现场控制、 信息综合、
舆情引导6个工作小组， 有序开展各项工作。

目前， 落水失踪人员暂未找到， 事故主要
责任人已被控制。 现场搜救、 调查取证、 善后
处置等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省安监局已
介入调查。

道县一乡村桥梁施工中意外垮塌
1人死亡、 3人坠河失踪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