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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效雄

春日的雪峰山，翠绿翠绿的。踏着细
雨，爬上洞口县一个叫古楼的山寨，环顾
四周，山间的茶树，滴着点点细露，淡淡的
雾在茶树间飘过，带来一股淡淡的清香。

古楼没有楼，只有农家的木屋，和新农
村建设中崛起的一栋栋砖瓦房。一条清澈
的小河从雪峰山里流出，在这里转了一个
大弯，把木屋和新楼倒映在清澈的河水里。

小河绕过的山头，有一排排青翠的茶
园。茶园里面以前是否有过楼？是什么
年代建设的古楼？如今找不到了。当地
人说，好久好久以前，这里确实有过一个
古楼，是转运茶叶的一个驿站。古楼的影
子虽然无影无踪，但古楼这个名字保存了
下来。近些年，人们在过去的古楼附近新
建了一座精致的茶亭，在一片绿荫中亭亭
玉立，说不上金碧辉煌，倒也精致秀气，颇
有玉树临风的架势。遗憾的是，这是亭子
不是楼，四周郁郁葱葱，四周清香扑鼻，倒
是一个品茶的好去处。

古楼名字典雅，在雪峰山麓很有点名
气，素有茶乡之称，享有“山奇、水碧、林
茂、茶韵”的美誉。农家新盖的楼依山而
建，山间蜿蜒的路绕溪而行。漫山遍野的
茶园，地处北纬29度的黄金产茶带，属亚
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常年云雾缭绕，昼
夜温差大，漫射光多，给茶树生长提供了
独特的自然环境。这里森林覆盖率达

80%，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达每立方厘米
3万个，俨然一处世外桃源。

雪峰山的崇山峻岭岭中，有很古老的
茶树。史书记载：明洪武十八年，明太祖
朱元璋钦点“古楼雪峰云雾茶”为贡茶，朝
廷曾在这里设茶司专管茶叶生产加工和
营销贩运。有着贡茶血统的“古楼云雾
茶”，通透的茶汤中演绎的，是连绵的茶马
古道、绵长的民族智慧、绚烂的历史文明。

古楼乡是湖南茶文化的重要发源
地。1953年，有专家团队对湖南52个产
茶县进行调查，认为这里的茶树“古楼种”
是一个优秀品种。湖南农业大学朱先明
教授多次来到古楼考察，在《湘西茶树群
体品种调查》中记载，“古楼种”是湖南优
良茶树品种之一，“古楼香”是世界独一无
二的茶叶特殊香型。芽叶深绿色，富有光
泽，新芽新叶肥嫩多绒毛、持嫩性强，茶多
酚、氨基酸及水浸出物含量高。经古楼茶
人千年的细心呵护与精心研制，古楼茶

“香高味醇，回味甘甜”的贡茶韵味，不仅
香满古楼，也早已成为无数爱茶人的最爱
之一。古楼云雾绿茶采择之精，制作之
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
绿茶外，还有一款红茶“将军红”，为纪念
洞口县生长的蔡锷将军讨袁护国100周
年而研制，选用早春野茶芽尖，由顶级制
茶师亲手精心制作而成，成品金毫披露，
茶芽挺直，如将军在手红缨，泡后悬立杯
中，金芽凌波，兰香淡雅，甘醇爽口，品一

口即神清气爽，精神焕发。
漫步茶园，进入茶亭，摆开一张桌子，

搬来几张小凳，悠然地铺上一块花布，我
们围着小桌坐下。热情的山寨姑娘泡上
一壶新茶，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浓郁醇
厚。就着和暖温润的春风，甜滋滋地品味
这甘醇的茶汁，一股清香直入心脾，顿时
清爽无比。但看玻璃杯中，白毫披露，茶
芽挺直，香高味爽，泡后玉芽凌波悬立，三
起三落，如披着绿纱的仙女飘荡在晨雾
中。浑然间觉得，于小亭内品茶，品的不
是茶味，而是山野的野趣和灵气，是自古
传承的文化，回味无穷，美不胜收。

细雨初歇，清风吹来，抬眼四顾，一抹
斜阳从雪峰山深处飞了过来，暖阳之下，
山间茶绿，河中水清。农舍的红墙青瓦，
在薄雾中漂浮，好一幅春日品茶图。茶园
里走来一群采茶的姑娘，穿着印花布的蓝
色衣衫，扎着淡红色的花布，歌声从这群
采茶姑娘中吹来，带着清甜和甘醇，俨然
一幅毫无雕饰的中国山水画，挂在雪峰山
的峰岭翠绿之中，漂浮着浓烈的茶味。

有茶有歌，有风有雾，浓淡相间，色泽
分明，山岚环绕，山泉润泽，一呼一吸之
间，皆在诉说天地孕育的情怀，尽是浑然
天成的美好。山外的嘈杂，世间的纷争，
顿时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此时此刻，此情
此景，唯有茶香茶韵余味无穷。

雪峰山，山泉水，古楼亭，新春茶，让
我陶醉在这山野之间。

甑皮洲醒了
（外一首）

鲁丹

在母亲的怀抱中
酣眠了一冬 甑皮洲醒了
跳脱出嫩绿的眉眼
秋波流转 江心有些荡漾
长梦呓语喃喃
险些从波纹粼粼中泄露
那一片柳烟 适合裁成一件云衫
还是修成一封锦书
我于林丛中踽踽独行
谁在我身上 投下深深浅浅的光斑
又转瞬牵走那些羊

让眼睛驾一匹白驹

让惺忪的眼 驾一匹白驹
需快过江中猛龙 惊涛骇浪
需过尽千帆
遑论南北 满载或空手
斩七彩烟火 勿问丰厚抑或瘦弱
方能穿越 抵达这世外桃源
江渚一叶
于母亲河中兀自葳蕤
柔波舔没薄暮 又扶起
几行新柳 种上几颗晨露
客官 下马
缰绳 且由它去

谭谈

也许，你们那里叫赶场；他们那
里叫赶集。然而，在大理这个地方，
叫赶街子。

4 月 1 日，我们邻村下邑村赶街
子。停了两个多月的乡村街子，又复
活了。每逢农历的每月初二、初九、
十六、二十三，是下邑村赶街子。而
4 月 1 日，正是农历的三月初九。一
早，我和老伴，就兴冲冲地到那里赶
街子去了。

好几天以前，就有友人从故乡湖
南发来微信提醒我：农历三月，是大
理最热闹、最具风情的时段。那里的
三月节，可是人山人海呀。届时，商
贩们把天南海北的商品都带到了这
里，四面八方的乡亲也都带着自家的
特产汇集到了这里。这是大理历史
最悠久、规模最盛大的贸易交流活
动，据说，流行了上千年。三月节，是
每年农历三月十五至二十一。平日
里想购又找不到的物品，这时候你来
这里赶赶街，就一定会如你所愿。所
以当地人都会在这几天赶来这里，买
自己平日里想买却很难找到的物
品。盛会除了大规模的物资交流外，
还举行赛马、龙舟、歌会等文体活动，
可谓盛况空前。为此，大理州所有单
位在三月节期间都放假 3 天。三月
街，位于古城之西，苍山山门正对
面。街口，有一个高大威武的石牌
坊，牌坊两侧石柱上，雕刻着一副楹
联：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改革
开放以来，这更是成了大理的一个重
要的旅游节日。大理三月节，早几年
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非物资遗产项
目。我心里当然想赶赶这三月街，好
好感受这种白族文化的风情，体味白
族文化的韵味呀！

今年的三月太特殊了。这新冠
肺炎病毒真是一个害人的魔鬼呀！
好几天前我就打听：今年的三月节还
会不会举办？得到的答复当然是令
人遗憾的。正当自己非常失落的时
候，传来消息，我们的邻村会赶一场
小规模的街子。于是，我和老伴早早
地就出门了。

场地就在鸡鸣江边。平日，那是
一块十分开阔的大坪，冷冷清清，安
安静静。赶街子这天，大坪就生动起
来，热闹起来，喧嚣起来。四乡八里
的小商贩们，带着十分丰富的从天南
海北进货来的各种各样的小商品在

坪里摆开了摊位。本村、邻村的农家
大娘大爷，带着他们自家生产的各种
农副产品，也在这里摆起了地摊。大
坪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各种各样的
功能区。小商品区，衣帽鞋袜区，水
产区，家禽区，农具区，蔬菜水果区
……生活的各个领域所需所用的物
品，都汇集到这里了。日常生活里，
你所需要的，都能在这里找到。家禽
区里，鸡鸭鹅兔狗猫鸽子牛羊等等，
什么都有。我看到，一位农家大娘面
前摆的铁笼子里，装着好几只小狗，
真是可爱。很想购一只喂养。一问
价钱，一只80元。便宜呀！但一想，
过两天，我就要告别3个月的旅居生
活返回长沙了。租住的小院只能暂
时锁门。小狗购回去，无人照看喂
养，只好作罢。好多卖鸡的。肉鸡每
斤 10 元，也有论只卖的，正生蛋的
鸡，每只25元。所有的物品，都比我
们湖南便宜一点。

也许是多日没有赶街子了，或许
是这天天气特别好，前来赶街子的人
格外多。大坪里看来杂乱，实则很规
矩地形成了一条条街道。摆货的或
坐或蹲在两边，购物的穿行在中间。
这样，大坪里就自然地形成了一条条

“街道”。大理这赶街子，真形象，贴
切，生动啊！

街子上还有摆理发摊子的。一
问价钱，理个发8元。我到大理3个
月了，在镇里理发店理过发，20 元。
在村里理发店理过发，10 元。只没
在街子上理过发了。以前没有发
现。下一次头发长了，真想来赶街子
时理一次发，不为节约 2 元钱，只图
一种生活体验。

这场新冠肺炎暴发，人们正常的
生活全打乱了。封了城，封了村，封
了路。自然，街子也封了。如今，经
过近3个月的全民战疫，正常的生活
正在逐步回归。看到这偌大的街子
上人们一张张笑脸，听到熙熙攘攘欢
快的声音，心里真是无比欣慰。

这两天，电视新闻里正在报道疫
情的重灾区武汉逐渐回到了从前。
城复活了，以前热闹的都市又回来
了！是啊，我们中华大地，从都市到
乡村，每一个角落，都在回归正常，都
在焕发勃勃生机！春风里，繁花更艳
丽了，树木更葱绿了，大地更生动了，
祖国更美好了！

沐着春风，到乡村里赶赶街子，
也很爽啊！

赶
赶
街
子
也
很
爽

汉诗新韵

胡长清

用脚步丈量湖南，我走
的应该算是多的。数数三
湘四水，没有去过的地方好
像不多了。2000多个乡镇
应该走了一大半，几十座高
山差不多都徒步登顶了，洞
庭湖的犄角旮旯不熟悉的
很少，200 多个国有林场，
300 多个省级以上自然保
护地，好像也差不多走遍
了。

走的多了，也就多了一
些发现。原来山里和山外
是两个世界，原来山顶和山
脚有不同的天空；原来山上
的杜鹃树可以长成水盆粗，
原来山里的马蜂窝可以长
成魔鬼脸；原来古人说“人
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
盛开”真不是夸张，绥宁山
上的李子居然在十月还那
么甜。

走的多了，也就多了一些感动。原
来山里的时间真的可以静止；原来花开
的声音真的可以听见；原来小鸟的快乐
真的那么清亮；原来森林的灵魂真的可
以触摸。

走的多了，也就多了一份牵挂，既
是对山水，也是对山民。于山野中烧一
堆篝火，捧一碗米酒，听他们唱我听不
懂的瑶歌、苗歌，他们的喜怒哀乐渐渐
地就融入了自己的情感。那时，以后，
那一方山水，那一群山民，就成了割舍
不了的思念。

走的多了，也就多了一份责任。于
丛林中，你可以感受到无法战胜的坚
强，百万年前赴后继，不改生命的轨迹；
同时可以感受到无与伦比的脆弱，一根
火柴就可以付之一炬。人类来自山林，
那里是我们终极的母亲。保护好她，依
存于她，我们的责任重于泰山。

走的多了，也就多了一份清醒。每
次和山民几十个小时的同行，和山林亲
密无间的接触，我知道山民需要什么，
山林需要什么。这一切是办公室想不
出来、悟不出来的。有了情，就有了责，
也就有了策。相信，我一定不会干山民
不喜欢、山林不喜欢的蠢事。

走的多了，慢慢就明白了，人于世
间，除了功利，更重要的是情感，有了情
感，才会化为情怀；带着情怀，才不会忘
了初心，不会失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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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建民

在我少年的记忆中，桃源县
城的街永远是那么古朴和自然，
她记录了桃源县城历史嬗变的轨
迹，也是我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
乡愁。

桃源县城的街是按东南西北
的方位取名的。东街是一条县城
区域内临沅水下游的街。记忆
中，从上至下，依次有县人民银
行、玉器雕刻社和县人民医院等
坐落在这条街上，还有一家规模
较大的粮店和轮渡码头。南街是
县城里最繁华的一条街，那里有
众多的商贾铺面，熙熙攘攘的人
群使这条街十分热闹。尤其是这
条街上有桃源汉剧院，她以唱荆
河剧而著名。每当夜深剧院散场
时，这条街常被观剧的人堵得水
泄不通。县委、县政府在南街和
西街的交汇处。那里是桃源县的
政治中心，也是人们谈论最多的
地方。还有一处景观记忆深刻，
那就是由边街通往南街的城南

“上桥”，单拱形的桥面铺满青石
板，桥头立着一块篆刻着“上桥”
的石碑，是桃源县城历史久远的
标志。西街不太热闹，但过了土
桥便是闻名遐迩的桃源纺织印染
厂。这座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建
成的棉纺织印染厂，当时号称是
全省大型纺织印染厂之一。这是
桃源的骄傲，也是当时常德地区
最重要的工业企业之一。由于她
的建立，地处城区西郊偌大的二
里岗变成了一座纺织印染工业新
城。北街比较冷清，但有县人武
部、县长途汽车站和桃源大饭店，
特别是大片的旧式建筑群和用于
防洪的古石柜上的亭台楼阁，让
人记忆深刻。

少年的我一直在外祖母家生
活。外祖母家既不在城里的东街
西街，也未能住到南街北街，而是
住在被当时人们称之为城里的边
街。既然是边街，在当时人们的
印象中是比较偏僻的。

边街位于桃源县城沅水的上
游，从上游顺流而下，首先就是桃
源师范学校，这所由辛亥革命先
驱宋教仁先生在1912年创办的、
以培养小学老师为目标的师范学
校，饱经历史的沧桑。在新中国
成立后被命名为省立二女师，
1953年8月正式定名为湖南省桃
源师范学校，此后一直沿用这个
校名。她是湖南省最早创办的六
所师范学校之一，从这里走出了
不少的爱国志士和教育界的先
驱。接着是桃源师范学校的附属
小学，简称“桃师附小”，是知名的
小学。再往下就是漳江小学。前
身是始建于明代的漳江书院。宋

教仁曾在这里求学。这是一所完
全高等小学，我曾有幸在这里从
小学二年级一直读到五年级。那
青砖红瓦构成的古香古色的校
舍，那宽阔整洁的操场，特别是教
学严谨的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我现在都还记得我的语
文老师段顺成先生，他深厚的国
文功底，经常给我们深入浅出地
讲解课文，并延伸出课本外的许
多古代故事。段老师有一手漂亮
工整的硬笔书法，我常常模仿他
的字体学习写字。

沿着边街往前走，有一条“后
港”。这条港不宽，名气却不小，沈
从文在《桃源与沅州》多次提到。

可以说，桃源县城的边街，地
理位置虽不在城中，但她久远的
历史渊源和厚重的教育底蕴，让
城中任何一条街都望尘莫及。那
时的边街可以说就是一条名副其
实的教育街。那时，住在这条街
上的人，大多是普通居民，身居社
会的底层，却享受了“教育街”上
良好的教育资源。我还记得，那
时边街上居民住的是拥挤的木屋
瓦房，高高低低的木屋沿街两边
一字排开。每间木屋临街面不
宽，进深却很长，一般有十多米。
木屋的后面都有一块一分左右的
菜地，供自己家种菜享用。别看
一分左右的菜地，却能帮助一家
人解决蔬菜之需。木屋虽然比较
低矮破旧，但居民间往来频繁，生
活成本低，大家相处得很愉快，邻
里间很融洽。不像现在人们住着
高楼大厦，邻里之间互不认识，互
不往来，形同陌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时这
条街上有几十个孩子，年龄大约
在7-13岁之间，一般是小学一年

级至初中一二年级，且男孩居
多。那时放学后作业也不多，做
完作业就成群结伙地出去玩了。
玩的内容，多是从电影里学来的
分成两队“打仗”的游戏，大家非
常开心，也增强了彼此的友谊。

这些记忆，是我对边街抹不
去的情愫。

我自上世纪 60 年代末离开
桃源县城，一晃就是 40 多年了。
虽说也有回桃源探望，但是来去
匆匆，今年因陪同客商回访桃源，
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参观桃源县
城的街道。当我乘着汽车在桃源
县城街道上穿行，看到桃源县城
已扩大了好几倍，少年时的街道
已不见踪影。宽阔的大道代替了
过去窄小的街道，高大的楼栋替
换了那些砖瓦木屋，感到桃源县
城街道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由得
心底里为她这些年的巨大进步感
到欣慰。特别是近十年，桃源县
城的街道已焕然一新，一个现代
化的县城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分享桃源县城巨大变化和
飞速发展的同时，另一种滋味也
在我心中滋长。一些桃源县的古
遗址，一些少年记忆中的古街道
已无处追寻，城南“上桥”已被拆
除，城北建筑群内的古迹在旧城
改造中不见影踪，我们经常游玩
的“后港”也已填平。见到如此情
景，心中不免生出一些遗憾。

我想，这些承载和见证桃源
县城变迁的珍贵遗迹，是城市的
记忆，也是桃源人心中抹不去的
乡愁。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强调
要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到水，
记得住乡愁”，那么在今后推进现
代化的城市建设中，是否应对这
些遗迹作适当的保留呢？

桃源的街桃源的街

古楼品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