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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是我每日必修的功课。
茶之为用， 为饮最宜。 1200年前， 茶

圣陆羽对茶的功用如是定义， 在他眼里，
茶不止用饮热渴， 还可用于疗疾， “凝
闷、 脑疼、 目涩、 四肢烦、 百节不舒， 聊
四、 五啜， 与醍醐、 甘露抗衡也”。

然我喝茶， 似有异茶圣的用旨， 一非
饮热渴， 更不在于疗疾。

置案。 洁具。 温杯。 醒茶。 冲泡。 当
一盏浮香氤氲于眼前， 此前， 整个泡茶过
程便成为一种颇具仪式感的修为， 就像宗
教的祭祀。

但决非宗教。
唐代高僧善会和尚问侍从他的茶僮，

这一碗是什么？ 赵州从谂禅师在河北赵县
观音院开坛布道， 对不同来去三人的问询
均以吃茶去三字作答， 在这里， 茶成为一
种机锋， 一则公案， 一种演绎玄奥的借代
指称。 时下， 论茶正成为一门显学， 有将
茶与禅联系者， 与道联系者， 与国学博大
精深联系者， 宏论玄说， 林林总总， 不一
而足， 这一碗是什么？ 在我看来， 山还是
山， 茶就是茶， 至清， 至纯， 至静， 至
简， 或许， 这才是茶的真谛， 至于更多诠
释附会， 只会令人感觉肤浅， 有悖茶的真
味。

茶是寂寞的， 清水澹明， 翠微邈远，
造物之初即注定了它的品性， 它寂寞， 并
非心无所系情无所倚的孤寂， 古人说， 饮
茶以客少为佳， 一人得神， 二人得趣， 三
人得味， 五六人等则泛施矣， 饮茶不像喝
酒， 寻的即是一方尘外清静， 炭火猩红，
沸水作声， 执杯在手， 与茶静默相看， 看
一片雀舌在澄明之下柔软舒放， 翠色次第
渲染开来， 清芬袅娜， 盘桓杯盏， 飘盈面
颊， 徐入鼻、 心、 肺、 膈， 乃至缥缈浮游
一室， 至此， 茶成为你最为亲近的侣伴，
虽相看无言， 却灵犀相悦， 浮香深处忘岁
月， 清茗一盏偷安闲， 如此清静清闲的寂
寞， 实是浮生难得一求的奢侈呵。

明许次纾 《茶疏》 论喝茶境界， 一曰
心手闲适， 二曰披咏疲倦， 三曰明窗净
几， 四曰风日晴和， 我以为不尽然， 喝茶
于我， 是一种积习， 一种意识深处的不由
自主， 自然， 以上四境中喝茶会别有一番
茶味在心头， 但除此之外， 又何时不可喝
茶， 何处不可喝茶？ 面对键盘， 先沏上一
杯茶， 当清芬的缕丝飘漫萦系， 这时， 世
间万象的每一场景， 便纷至沓来簇拥于目
前， 远古洪荒， 未来遥想， 宏大邈远， 精
微艰深， 无不栩然鲜活， 呼之欲出， 键盘
敲击出的每一汉字， 无不浸淫了茶的嫩翠
深碧轻红浅黄， 茶是我的文思， 是我那些
写在纸上汉字最初的发祥地。

屋后， 一方小庭院， 几竿南竹， 沿墙
角站成一簇修茂的集体， 竹影下， 几只青
石磉磴， 依次摆在那， 那是我特地从一片
老宅基的废墟上寻来的， 为的是用作我的
茶凳和茶桌， 有时， 我便坐在那排磉磴边
喝茶， 紫砂壶， 青花盏， 来自武夷的馥郁

清妙一缕， 冉冉细细， 夕照的金黄从竹叶
间斜落， 在脚边， 在鼓型石础的圆转与斑
驳之上， 一枚枚， 如散落的金币， 此时的
我， 肉身、 魂灵、 情志、 思绪， 完全处于
静止， 处于一种特殊“清零” 状态， 一片
云， 漫无心迹， 飘浮于天际， 一声鸟鸣，
悠远的余韵， 融入溶溶远山暮色， 我坐在
那里， 手捧茶盏， 无息， 无动， 两眼注目
于茶， 神思杳然浑然， 完全忘却了自我，
忘却了身处的整个世界， 许次纾茶境说中
未曾有以上情境的记叙， 我想， 此时我所
经验的或许实是一种茶人求达的至境吧，
曾听人说， 每天， 一个人须有某一时刻用
来发呆， 无思、 无虑、 无欲、 一切喜怒哀
惧爱恶嗔怼妄念全悉去除， 这时， 尘世于
你恍若隔世， 但你又分明感觉通体洞明，
或如， 这时你便是一株植物， 那么纯朴天
然地长在那里， 抑或， 你就是天际高远那
一片云， 悠然忘迹， 飘游于一切挂碍羁绊
之外， 其实， 人类文明迄今所做的一切努
力， 就是要回到自己当初出发的地方， 返
璞归真， 找回真正的自我， 坐在竹影石础
边的那一刻， 我看着茶， 茶看着我， 恍惚
中， 我成了手上那一碗茶， 清纯， 澄明，
柔软， 隽永， 浮光潋滟， 充满柔情。

这， 即是人们企求的那种回归么？
茶是国饮， 是世界公认的第一饮品，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 茶叶中含有300多种
化学成分， 其中有机化合物如蛋白质、 脂
肪、 氨基酸、 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 茶多
酚、 生物碱、 皂苷、 甾醇、 茶素、 芳香
油、 脂多蛋白等， 都是人体不可或缺各具
功效的重要营养成分和药用物质， 我并非
营养学家， 我喝茶虽也粗晓这些有益健康
的茶的成分， 但醉翁之意不在酒， 喝茶于
我， 是习惯使然， 是程式仪规， 是虔诚如
教徒那样的清修———佛说， 修行有四万八
千法门， 我独以茶清修， 清修的正果不是
涅槃觉悟， 更非道德、 文化的圆满成功，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生死契阔， 茶我相
依， 仅此而已矣。

我想， 茶喝久了， 我会成了茶。

周云武

一
乡下岳父家的屋后， 有一棵柚子树。 树虽不大，

开花却很盛。
柚子花， 乳白色， 比橘子花稍大。 少则三五朵成

簇， 多的也就八九朵连群。 花蕾的时候， 淡绿， 慢慢
变浅黄， 变黄白， 快要开时， 褪黄而成乳白。 即便到
乳白， 柚子花也不急于张开花冠， 而要继续地含蓄内
敛几日。 那时， 就算你贴近花簇使劲地嗅， 也是几乎
闻不到香味的。

待到某日某时， 突然微风轻拂， 飘来一阵花香，
清新而甘甜， 幽香而绵长， 那便是柚子花开了！

柚子花盛开的时候， 不张扬， 不显摆， 也算不上
热烈。 既没有鲜艳的色彩， 也没有夺目的光辉， 只是
隐身在满树的绿叶中静静地开放， 只是咬定乳白的底
色， 以其纯粹的坚守， 将沉淀已久的体香默默地散发
给清风， 奉献人间。

这几年， 每当谷雨时节， 我便找机会到岳父家小
憩几日， 在这时淡时浓的花香中漫步、 静立、 坐卧，
甚而入梦。 那是一种远离喧嚣， 心无旁骛的尽情享受。
所谓岁月静好， 我想大抵也就如此了。

因此， 每年的柚子花开， 成了我的一种向往、 期
盼和牵挂。

今年谷雨时节， 想着屋后的
那棵柚子树应该要开花了， 便盘

算着回乡下再享受几日。
然而， 由于今年的功课颇

不轻松， 特别是那段时
间， 日常事务繁杂， 时
不时还弄出个不顺畅，
周末也不得清静， 竟然
挤不出空闲回一趟乡
下。 岳父倒是很懂我的
心事， 特意打电话提醒
我： 柚子树开花了。 我
尽管也臆想着花开的情
景， 回忆着往年沉迷于
花香的享受， 终究没能
抽身前往。

“五一” 短假， 完
成值班任务， 我兴致勃
勃地驾车到岳父家， 停
好车， 急匆匆地直奔后
院。 只见柚子树下满地
的柚子花， 树上绿叶中
已露出三五成群的细微

青果， 娇嫩而新鲜， 树冠的上部尚有几簇还开着的花，
或许是因为长久地等待而有些失望， 乳白中已开始泛
黄， 吃力地散发着一丝丝淡淡的清香……

学生时代， 第一次学习云卷云舒、 花开花落这词
的时候， 好像心胸和视野一下子张开了， 人也仿佛成
熟和淡定了许多。 然而， 此时此刻， 面对柚子树的花
开花落， 心头却涌起莫名的伤感和遗憾。

一年一度的花期， 错过了， 便要再等一年。

二

时间一天一天似乎过得很快。 一月后， 我又回到
了乡下岳父家， 自然首先是去观赏柚子树。

树上， 曾经清香的柚子花已变成了比鸡蛋稍小的
幼果。 树下， 遍地是被风吹落的更小的幼果， 有些已
发黄， 显然落地有些时日了。

先前的柚子花， 也曾被风吹落了一地。
植物学家告诉我： 大部分柚子花是要被风吹落的，

只有少部分才能长成幼果； 大部分幼果也是要被风吹
落的， 只有少部分才能修成正果。

这也不是风的过错， 而是柚子树的自我调节、 自
然淘汰的过程。

岳母是个极节俭的人。 见到先前柚子花落的时候，
虽然以为可惜， 却并未听见唠叨。 但见幼果一天一天
地落， 便特别地心痛了， 时而望望树上， 时而看看树
下， 自言自语： “哎哟， 落了一地， 剩不了几个啰。”
唠叨得多的时候， 岳父便开导一句： “全部长成柚子，
这树也承不起的。”

岳父话虽不多， 却时常颇有些哲理。
我在想， 花与果的脱落， 虽然有些残酷， 有些悲

壮， 但那些落下的花果， 默默地离去， 将树上有限的
营养让给兄弟姐妹， 这种无私的承让和牺牲， 是一种
怎样崇高的精神与品格?
� � � � 几日前， 我在与友人谈起这事的时候， 友人说：
这有什么感怀的?果树就像大势， 就像时局， 就像主
流。 谁跟得紧， 谁的生命力才会旺盛， 才能修成正果。
否则， 便只能被风吹落而遭遇淘汰的命运。

友人的话， 似乎更有辩证的力量。
不过， 面对树下 满 地 的 幼 果 ， 我 依 然 无 法释

怀……

李焱华

端午时节， 古镇浦市， 万木葱绿，
桨声激越。 古镇内的青莲世第茶书院，
缕缕书香， 声声禅鸣， 温婉恬静， 让人
陶醉。 知名文化学者、 畅销书作家、 中
国慢生活美学代言人雪小禅做客于此，
畅谈读书、 艺术与生活。

在古琴、 茶艺和高亢的辰河高腔表
演之后， 雪小禅出场了。 她人如其名，
淡雅纯净， 洒脱超然， 似刚入尘世的幽
兰。

雪小禅说， 我特别喜欢湘西， 这是
第一次来， 似乎有一种朝圣般的感觉。
我来这里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我
是为沈从文先生来的。 沈先生对我的影
响特别大。 我也愿意像沈先生那样， 做
一个写作者， 不折不从。 第二个理由，
就是我的学生李菁 （浦市籍青年作家），

她多次邀请我来浦市看看，
她是我的学生中最
出色的。 第三个原

因是周明霞老师， 觉得她有一种遗世独
立的感觉， 我想这是小镇和时光带给她
的， 时光是会雕塑人的。

聊到浦市古镇， 茶馆的悠闲、 生活
的简单、 田野的蛙声、 还有当地人司空
见惯的远山， 都成了雪小禅的话题， 散
发出艺术的芬芳。 小镇仿佛找到了知
己。

写作、 书法、 戏曲、 人生， 雪小禅
的话题很宽泛。 她的真诚率性、 特立特
行， 深深打动了在场所有人， 为大家开
启了一扇重新认识写作、 重新思考人生
的大门。 她认为， 人要独一无二， 要丰
富， 要与众不同， 要立体， 要神秘。 本
来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是与众不同的， 为
什么要去追求别人所追求的， 踏着别人
的脚印向前？ 或许人生的意义就如她所
言： “我出生时就80岁了， 而我死时才
18岁。” 没有年龄很重要。 写作何尝不
是如此。 雪小禅说： “不雕琢， 不矫
情， 不造作， 不仅是做人的追求， 也是
我做人的梦想。”

刘绍乾

繁花五月， 万物春 ， 生生不
谢。 沐暖阳， 瞻党史馆， 缅怀先
烈。 湘资沅澧滋热土， 湖湘文化
育豪杰 。 荡敌寇 ， 建党驱旧政 ，

何所怯！
建国始 ， 强敌却 ； 三五反 ，

贪腐灭。 图国强， 敢上九天揽月。
潇湘儿女多英烈， 中共党史写主
页。 俱往矣， 复兴大中华， 我辈
责！

汉诗新韵

词六首
雍文

楚天遥
天门山
纵目登玉台，
仰看天门矗。
一洞仙风贯玉壶，
九曲路、 灵霄渡。

青云横碧野，
琴瑟弹迷雾。
多少故事传古今，
觅隐逸、 凌绝处。

行香子
十月桂香

桂子芬芳，
院满盈香。
爽风吹、送过重阳。
晨来露重，
已感秋凉。
看鸟儿飞，蝶儿舞，蜂儿忙。

落英遍地，
锦缀丹黄。
鹊惊啼、碧水神伤。
伊人何在，
月印荷塘。
望南归雁，河边柳，暮云长。

满园月桂香，
雨过芳浓郁。
醫醫鸟啁啾，
唱和喁私语。

云边缀晚晴，
树下陈残玉。
莺雀落花丛，
衔草巢重絮。

楚云深
雨后

破阵子
读辛弃疾词

感其短任湖南安抚使1

飞虎营盘何在，2

赐闲湖巷春秋。
廿万瓦秋雨无计，
一百文民众解忧。3

街雕史驻留。

御虏牵缰秣马，
却漕席挂潭州。
拍遍栏杆折汉柳，4

梦里擒敌余事愁。
壮心付水流。

1.公元1179年， 辛弃疾由荆湖北道转运副使
改派荆湖南道副使， 当年秋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
使。 异年改派江西。

2.在长沙期间， 辛弃疾奏请朝廷组建飞虎军，
以弹压地方盗匪并为边境战争储备兵力。

3.据说兴建飞虎军营房时恰遇秋雨连绵， 所需
的20万片瓦无法烧制， 而枢密院的权贵们又多方阻
挠、 弹劾， 限期一个月建成， 否则不予拨款进而使
建军事宜流产。 下属无计之时， 辛弃疾下令长沙城
内外居民每家献瓦20片， 如在两天内送来， 当场付
给100文， 最后20万片瓦如期凑齐。

4.由于力主北伐抗金， 辛弃疾一直遭议和派排
挤打压 ， 被派到远离中原战场的湖北湖南地区为
官。 他曾自我解嘲 “折尽武昌柳， 挂席上潇湘”。

菩萨蛮
读词再赋辛弃疾1

隔江独看浮云起，
晚晴霞蔚峰岚异。
红落翠擎天，
河东忆稼轩。

月惊枝上鸟，
枕戟待天晓。
仗剑泪唏嘘，
喟然醉赋馀。

1.读辛弃疾词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及 《鹧鸪
天》，感怀其文武双全、空怀报国之志却不被用其所能，
最终赋闲家居填词吟诗。

1.倾盆大雨 ， 一只小鸟孤
单地立于窗外窗台上避雨。

醉桃源
窗台上的小鸟1

楼檐滚水雨如帘。
窗前鸟不言。
惊雷响处墨云翻。
踟蹰巢何还。

啄锦羽，
似悠闲。
孤独台上眠。
但望云散住雨喧。
千家睡梦甜。

柚
子
树
的
花
与
果

雪小禅谈人生

满江红·参观省党史陈列馆有感

一个人的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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