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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茶歌陌上茶歌
□□陈佩香陈佩香

1 那日，对面办公室的小许带回拐
枣（学名枳椇），说是前天路过我

老家树上摘下来的。当真稀有！多少年不曾
品尝到。我毫无淑女可言大吃起来，涩甜涩
甜，带有一点酒香……眼前，其貌不扬、弯
弯曲曲的拐枣，仿佛有着诉不尽的往事。

家乡感德，在此时蹦出我的胸腔。在此
之前，我极少在夜晚梦到我的家乡。10岁
之后，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寄居者。10岁
那年我离开了家乡到异地求学、工作。我走
过邻县田野，穿过城市，直至寄居县城，我
离开它已经有30年。

感德地处戴云山脉东南坡，常年蓝天
白云在招引。老家的清晨，像一枚沾满了露
珠的青果。凉凉的，软软的，满是泥土的气
息，茶叶的味道。

茶季的老家是沸腾的。好像整个镇都
活跃起来，似乎所有人都投入到茶的相关
工作中。村里的妇女们全部上山采茶。采茶
有技巧，不能采老，不能采坏，手法不当，手
指很快就发疼，生出硬茧。

老家又是舒朗的，不浓烈，空气里是兰
花清洌的味道，爽淡里暗藏了倔。有文人曾
如此描绘：“云蒸雾绕风光美，山清水秀茶
叶香。”这里每一道山梁、每一个沟坎、每一
条街道上空都充盈着兰花香气。相传，宋末
元初，江西弋阳县谢枋得为了躲避出仕，潜
居感德镇，因感当地村民淳朴、勤劳、好客，
他从“教化传导”到倡导“垦荒种茶”。茶，在
几百年前，就成为这个村庄与人沟通情感
的媒介。

几百年来，这里除了制茶手艺潜伏于
各家各户，更有先辈墓地、祠堂，世代相守
的田地茶园相随，给人一种持久恒远的感
觉，也是一个家族根深蒂固的依据。

镇上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
面朝泥土背朝天的耕作生活。镇上到现在
还保留着一条三米多宽、青石板铺成的弯
曲小街，俗称老街。在街上走，有一种忧郁
的感觉。还有一条“半边街”在五日一赶圩
的圩日上，是竹木、野禽、茶叶、烟叶等的
集散地，每个圩日晌午前后，都有一阵子
热闹。一到傍晚时分，赶圩的人散了又归
于寂寥。

上世纪80年代初，茶叶几角钱一斤，

后来几元、几十元、几百元、几千元一斤，价
格一路飞涨。老家的群山上，张眼就能看到
成片成片的茶园。清晨的茶园，我看见太阳
刚从东方山峰间跳出，脚下的芳草还闪烁
着晶莹的眸子，无名鸟儿开始一天的行程，
顿时那沉睡的茶园即会醒来，风让叶片镀
上金边，摇曳的身姿送来一曲曲爱的信号。
那就是闻名于世的中国茶叶小镇。

乡村田间小路，树影斑斑，三两句蛙鸣
响起。沿田埂前行，日子就慢下来，过往的
风华鲜活如初，从前的日子并未走远。

2 岁月很长。茶园在山根上。故土
和那一株神奇的植物折叠了光

阴。那时，茶园就是我们的乐园。
开春一到。屋后的茶园，从山脚铺排到

山顶，一株株茶树翠绿欲滴像孩子们无邪
的笑脸，将狭小的天空染成柔润的绸带；不
知名的野花藏在幽深的茶树中，默默散发
着清香。茶园边上是高大的拐枣、山梨、柿
子树和板栗树。

一场春雨后，漫山遍野的茶树探出一个
个小脑袋，嫩绿，可爱。或是阳光给大地镶上
了金色的光芒，或是细雨给万物裹上了朦胧
的轻纱。而我们小孩最喜欢的是，小雨中，戴
着斗笠，穿着雨鞋，走在大人的身后。弯弯坑
坑的茶埂小路，积满一坑一坑的水，我们雀
跃着，或蹬着雨靴，“吧嗒，吧嗒”，不时踩进
小水坑，溅起一阵阵水花。有人叫，有人笑，

有人拍，有人跳，童言铃声穿过群山，仿佛能
给闻香人以香，给听雨人以雨。

采茶的日子一到，10点不到，我便背
着茶篓跟大人们上山。一到茶园，茶篓是茶
篓，我风样穿梭在茶园间的板栗树、野山楂
树、山梨树……也会仰躺在茶树下的草丛
上，随手拔一根狗尾草对着阳光晃：

“阿娘，你看，燕子给白云钉上小黑丁
字，在玩呢。”

阿娘在茶叶丛中采茶叶，不回应我。只
是隔一会儿就叫声“狗儿”，我趴在树脚下
捉虫子，听到叫声，仰起红扑扑的小脸，“
哎！”如此三番两次，阿娘不嫌累，我不嫌
烦。等太阳下山，茶篓里装满鲜嫩的茶叶，
阿娘便叫声狗儿回家了。于是，两个歪歪斜
斜的身影相伴着走在回家的山路上。就这
样，一年又一年。如今，我长大了，阿娘已鬓
角苍白。

那时，做茶是纯手工。最有趣的是包揉
茶叶。到了晚上，家里的大人就往锅里放满
刚采摘下来的茶叶，用双手不停地翻炒。待
茶叶炒软和了，有淡淡的茶香味了，阿公便
会用茶巾布包起来放到板凳上包揉茶叶。
阿公双手拢着包起来的茶叶，放在长板凳
上，一遍一遍包揉，一脚站在地上，一脚放
在茶包上从上往下滚动左右摆动，屁股也
画着括号，整个人像个不倒翁。我和哥哥便
会站在他身后傻笑，然后一脚站立一脚弯
起学着阿公的样子。奶奶和阿娘会笑着骂

“两个傻孩子！”
夏雷第一声响后。茶园舒展有情，无数

只蚯蚓结伴出来散步，伏在茶园的田埂上。
村里的小伙伴等不及放学，就冲向学校后
山的茶园，逗蚯蚓。绳子一样的蚯蚓，身体
细长细长的，上面有黏液，还有一个很小很
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嘴。小伙伴们会蹲下来
凝视一只只蚯蚓，与蚯蚓对话。胆大的还会
时不时伸出手碰它一下，再碰它一下，对我
说：“来啊，又不会咬你。”

“你看，我把它切成两半，还各自跳
舞呢。”

我天生就莫名惧怕那长长的蠕动生
物，每看到它，心总会紧一下，惊一下，不管
伙伴怎么说，我还是无法去逗它玩。

秋天的茶园，山梨挂满枝头，形状都
不同，小的像栗子，大点的像包紧的松球，
更大点的像打开的松球。一放学，最紧要
的事就是上茶园打山梨。我也跟着捡，捡
了还要给取个名字，大头、海头、阿扁、阿
细之类。回来放在竹筛上，很快会干枯成
褐色，几天后想起再打开时，全都变成了
晦暗的土黄色。

一到晚上，大人们收拾完家务，最惬意
的是祖厝大埕上一家人的“茶话会”。老家
的秋夜是安静的，温柔的，明澈的，不冷也

不热。那时，电视极少见，娱乐的方式极其
简单，喝茶聊天。左邻右舍的老人、妇人、孩
子总喜欢在这样的夜晚聚在一起，他们高
谈阔论，奇闻异事、各种见解、方圆百里的
新鲜事儿，在此均能略听一二。我和伙伴最
喜欢就是跳方格子。阿公最爱旱烟和茶水，
每每总是烟袋不离手，他极少参与到闲谈
中，总是在大厅里做着木工活。做木工活倦
了，一袋烟，一杯茶，一副怡人自得的模样！

老家的秋夜，总是一家热闹，一家清
静；一家人众，一家人寡，可都是开怀畅饮，
乐不思蜀的境界！

我想，在茶园，最快乐莫过冬季烤地
瓜。

一入冬，茶园边上柿子树的叶子开始
发黄，树枝上露出橙红色的柿子。秋收后，
大人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山整理茶园。
给茶园除草，再把杂草晒干，烧成草灰作为
肥料铺在茶树底下。整个寒假的日子，我和
哥哥最开心的事就是跟着大人上山。家里
两只土狗也会紧跟在我们的身后，一到茶
园便懒洋洋地在柿子树下晒太阳。

“阿公，你要开始烧杂草了吗？”
“阿公，一会你要记得把我的地瓜放进

草堆里烧。”
“阿公，还有我的芋头。”
“别疯跑，小心摔倒。”阿公会把锄头

立直，往手心吐口唾液，合掌抽了抽，轻轻
对我们说。阿公说完继续抽口旱烟又低
头除草。我和哥哥跑累了，躺到柿子树
下，靠着土狗，晒着暖暖的冬阳，不到一刻
钟就睡着了。

往往醒来的时候，阿公已经烧完杂草，
给茶园铺上了草灰，我和哥哥便也有了香
甜的地瓜吃。

“吃慢点！一点也没女孩样，小心烫！”
我一边把烫手的烤地瓜左手右手地倒腾
着，一边趁机撕上一块放入嘴中，自己手中
那一块还没吃完，就去抢哥哥手中的芋头。
至今，那软糯柔滑的口感，温暖手心的记
忆，这一刻如数归还。

3 风声一直很软，庚子年这个冬
天。远山的树，在空旷中站立，虽

然还看不清骨骼和脉络，只是，那一株株挺
拔的苍劲，仿佛吸足了水分，在阳光下折射
出一小截绿。

“我带你回姥姥家，到茶园走走。”阳光
明净的阳台上，已上初三的女儿在专注地
拼着她的乐高飞机模型，脸上洒满了阳光。

那一刻，阳光洒落在女儿的头顶，一地
软金碎芒。我看到儿时那个小小的我，奔跑
追逐在满山的绿意中，追逐在大人修剪茶
树的身后。

那一刻。童年渐行渐远，故乡的茶似远
而近。

嵖岈，有点儿张牙舞爪的意思，被用来命名
一座山，嵖岈山。“嵖岈”二字，只这一个用途，只
属于这一座山。

有点儿牛！
嵖岈山名字狂放，体量却并不大。景区面积

52平方公里，最高峰海拔786米，跟“崇山峻
岭”、“巍峨壮丽”不搭，跟“只在此山中，云深不
知处”也不搭，至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更不搭。

它独踞中原，自成一格，说“袖珍”可能说小
了；说“玲珑”，正好儿。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个“仙”，不同的山
有不同的解释，黄山是山、松、雾；泰山是“小天
下”，庐山是瀑布，长白山是天池，珠峰是世界最
高——嵖岈山的“仙”，仙在石头上。嵖岈山石头
好看，还不是一般的好看。山与山之间，峰与峰
之间，起伏婉转，巍峨峻拔。有些石头浑圆，有些
石头陡峭，有些石头俊逸，还有些石头象形，给
人增加了很多想象和谈资。山体不大，但姿容绝
丽，峰峰有奇石，石石挟仙气。石上泥少，树长得
零零星星的，峰与峰之间的凹槽处才有树林，规
模小，远远望去，像是补充和点缀；山脚下倒是
林木茂盛，玉带似的，既是嵖岈山与几个湖之间
的胶带，又盛载了“苍石眠绿莎”的想象。天磨
湖、秀蜜湖、琵琶湖、百花湖，环绕着嵖岈山，湖都
不大，山湖合体，交映成趣，湖水把山峰摩挲出了
温润之气，山峰倒映湖面，让湖水减了寂寞，多了
蕴藉。围湖绕山，安步当车，也不过四五个小时就
能走完一圈儿。小山小湖，落在偌大的中原腹地，
宛若一个精致盆景。

中国不缺高山峻岭、大江大河。毕竟960万
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大开大合是常态。大门大
户里面，虽说也是由一个个景观组合起来的，但
总归还是整合归一的。说起来，嵖岈山山湖相映
的情景，从单独的几帧照片上看，很容易被混淆
成是桂林山水中的一部分，桂林山水，山也是小

山，也多奇石，风景殊胜，所以有“甲天下”的名
头。山在水里，人在舟中，移步换景，湖光山色平
铺开来，像一幅水墨。可这幅水墨太巨大了，怎么
画都画不完，画不满，画不全。初入湖时，明秀入
眼，但转来转去，风景相似，无边无际，心情难免
丢三落四起来。

嵖岈山却不是，山不甚高，水不太深，但独门
独院，自成一格。它是“小确幸”类。年轻人四处旅
行，勇攀高峰，自有三山五岳，以及其他的名山大
川去探险；嵖岈山属于中老年人，或者说，有阅历
的人，风月无边，听过、见过、经历过，风景略有不
同，意思相差无几。明月照进所有的松间，清泉流

经石上，哪里又缺少过叮叮琮琮?险峰处固然风
光无限，眼前有景，又何必舍近求远?

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就会觉出嵖岈山的好。
没有阔大高险，但山水林地，自在圆满。它处于中
原腹地，存在了上亿年，见证了中国历朝历代的
崛起沉浮。兴亡看多了，嵖岈山又何尝不是个道
场?更何况嵖岈山还很好看，不同的角度不同的
意趣，四季风情各有不同，“终日看山不厌山，买
山终待老山间。”嵖岈山宜赏宜叹，茶酒诗歌都适
合。不理它，也无妨，“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流
山自闲”。

苏州旁边有个花山也不高，也是“小确幸”

类。春秋时期，老子提及花山，“可以度难”。这一
句“度难”，给花山镀了金，成为名人雅士追捧的
所在。东晋时，高僧支遁在花山放鹤养马，马驰于
野，鹤游于天，支遁的破衣烂衫成了风骨高标的
标志，王羲之欣赏，名士佩服，皇帝青眼相加，风
头一时无两。清朝时，康熙乾隆都去过花山。

据说乾隆帝也来过嵖岈山，还来过三次，但
没留下什么诗句墨宝。倒是明代礼部尚书许瓒留
了句诗：“嵖岈山秀寻仙踪，隐隐云壑十万峰”。许
尚书把嵖岈山定位得高大巍峨，估计他来看山的
那一日，山雾弥漫，景色迷离，许尚书心情澎湃。

嵖岈山山秀，秀在石头上。
平常的山，多是山林一体，树树弄色，山山落

晖，交织成景；嵖岈山地质构造年轻——这个年
轻，也已经是几亿年了——石面还未来得及被日
光蚀化成泥，绿植星星点点，未能变成绿毯，覆盖
整个山体，嵖岈山不是“青山”，而是石头山，奇峰
峥嵘，姿态万千，有璞真之美。也恰因为这些石
头，嵖岈山成了“中原盆景”。

中国人爱石头，石头里面有珍宝。美玉、翡
翠、玛瑙、绿松、青金——哪一个不是藏在石头里
面?石头外表相似，浑圆、朴拙、尖削、笨重，甚至
丑陋，内秀却多姿多彩，光华照眼。还有些石头天
然地美，小一些的有寿山，大一些的有太湖石。寿
山质软温润，颜色如酡如醉，像幼稚小儿或情窦
初开的少女；太湖石则是落拓一生的老生，瘦、
皱、漏、透，血肉已去，陡留风骨，而风骨，居然这
么好看。赏石如赏花。花无百日红，石头却可以沧
海桑田。古代文人喜欢在书斋案几上摆石头，清
坐使人无俗气，闲来当暑起清风。如果从天上望
下来，嵖岈山便是这块石头，镇在中原的中心，清
坐无俗气，闲来起清风。

石头故事多。民间有望夫石，传奇有女娲补
天。曹丕早在《列异传》里便写到望夫石，缘起是：
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妇携幼子饯送此
山，立望而形化为石。女娲补天是上古神话，几千

年后，曹雪芹对这个故事做了新的演绎：当年女
娲在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
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但只用了三万六千五
百块，便把天补好了。剩下一块石头，自怨自艾，
怎么三万六千五百都用上了，惟独我就是那个没
用的?正在日夜悲哀，岂料缘分一到，这块石头被
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变成掌上灵物，携入红尘，幻
形入世，在人世间走了一遭，遇见的人，发生的
事，写在石头上，故名《石头记》。虽是“满纸荒唐
言”，却成为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四大名著里的
另外一部书《西游记》里也有一块石头，弼马温触
犯天条就被压在石头下，一压就是五百年。后来
被放出来，变成孙悟空，陪伴唐僧去西天取经。压
住孙悟空的石头其实一直都在，只不过是变成了
紧箍咒，变成了佛法。孙悟空是在压力之下最终
了悟的。

央视拍《西游记》时，重要的外景地就选了嵖
岈山。这里的石头好看，拍出来更好看。其中几个
场景，几块石头跟《西游记》里面的故事对应起
来，惟妙惟肖。嵖岈山有意打造自己的《西游记》
元素，取经的师徒形象在嵖岈山随处可见。跟名
著沾边，蹭蹭热度，倒没什么不好，但也没太大的
必要，这么好的山水，被一部小说——哪怕是名
著——拘住，怪可惜的。

嵖岈山是度假的好地方，山边就有温泉小
镇。汤池既有室内的，也有室外的。有独立别墅，
也有酒店。小镇四周是面积广大的花田。春夏有
郁金香百合薰衣草，秋天有桂花，冬季有梅花。白
日里花海无边，美则美矣，最好的还是夜里，夜色
涂抹掉鲜花的色彩，花香变得清晰，香得烈、香得
野、香得狠，飞短流长。泡在汤池里，做一只青蛙，
一直煮，煮也煮不熟，倒快被香气洇透了。抬头
看，墨蓝色的天空，月如金钩，往远看，嵖岈山影
影绰绰，披了夜的斗篷，宛若一个城堡，护城湖水
倒映着月光，银色獠牙伸出老长，城堡里面的故
事古老又魔幻，《石头记》一出儿接着一出儿。

嵖岈山石头记嵖岈山石头记
□□金仁顺金仁顺

王兄年过半百，双喜临门：一是仕途又上一级，升为正司；二是再
遇佳人，喜结良缘。于是，说什么也要设宴请几位老友聚聚，庆贺庆
贺。是日，风和日丽，我等应邀而往。

坐定，从餐馆订购的名菜一一送来上桌。只见冷盘中一碟乳鸽直
端端送到我面前，我急叫道：“此物吾从不食之！”王兄惊异：“为何？”
我指着那碟答：“请看，两只鸽头仰面朝天，似在喊冤——你们人类，
不是口口声声誉我们鸽子是和平的象征吗？为何我们投胎来世，连鸽
生当中最幸福的一刻还未到来，尚未婚配，就将我们宰杀烹食？”是
呀，乳鸽者，尚未婚配之鸽也！在整个动物世界，恐鸽子乃最忠实于两
性之感情并严格履行一夫一妻制的。吾儿时，喜养鸽，知鸽忠实于两
性之情感，执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每对雄雌结为夫妻，固守一窝，决
不乱交。工作后，曾赴法国戛纳电影节，见一大群广场鸽和平相处，每
对雄雌亦了了分明地固守毗毗相邻的己窝。雄鸽追蛋，也只认准追自
己的雌鸽，决不乱追。雌鸽产蛋后，夫妻双双有严格分工，雄鸽孵白
天，雌鸽孵夜晚，交替连续18天，雏鸽始出，然后夫妻双双共同把雏
鸽喂养长大。动物世界中，似鸽如此忠贞于两性爱情者恐甚少。人们
常赞鸳鸯忠贞，其实不然。动物学家告诉我，鸳鸯一旦孤身外出，也常
乱交的！至于雄鸡，一抓住母鸡则踩蛋，无论夫妻，有谁见过雄鸡孵过
蛋甚或喂养过雏鸡，那孵蛋养育后代的事，一股脑儿全扔给了那没有
丈夫的母鸡承担！

如是，我继续对王兄陈述决不食乳鸽的鸽经。宋庆龄先生生前爱
鸽养鸽，北京什刹海宋庆龄故居里看，她当年养鸽之房，至今犹在，还
养着她当年喜养的鸽的子孙后代呢！还有，梅兰芳大师也爱鸽养鸽，
只不过，他养鸽多半是为了他挚爱的京剧艺术，追看天上盘旋的翱翔
鸽群，以练自己的眼神！而作家老舍先生，肯定也爱鸽养鸽，不然，他
何能写出那篇精彩的散文《鸽经》？

话又说回来，还是那些爱鸽养鸽的信鸽人，深知品种再好、血统
再纯，让同父母产下的原配的雌雄一对近亲繁殖，那后代体魄肯定不
会健壮，要远程放飞是不行的。于是，又正是养信鸽人想出了妙招：重
组交配。他们把好端端的一对同父母产下的原配雌雄夫妻强行分开，
雄鸽关一笼，雌鸽关另一笼。此时只见，那雄鸽在笼中急得转圈，旺旺
咕咕直叫，呼唤爱妻不得；而雌鸽远在另一笼中直撞笼门，脱身不能。
那惨状令人心痛。一周后，养鸽人择机往雄鸽笼中放进一只与其没有
血缘关系的品种亦优的寡居雌鸽，大约由于生理的需求，按捺不住的
雄鸽见有异性闯入，便围着求爱。最多几日，雌鸽便点头同意，新的夫
妻关系便正式建立了。这时，养鸽人开开笼门，雄鸽便兴高彩烈地携
着再婚新妻飞回老窝，宣布开始了新的生活。更揪心的是，当养信鸽
人再把那只关在笼中的原配雌鸽放出时，她也急着执拗地飞回老窝，
想见夫君。殊不知，一进门便被前夫雄鸽狠狠地打了出来，还吼叫个
不停，好像用鸽语在说：“我已再婚，勿再找我！”

讲至此，王兄哈哈一笑，语中带刺道：“阁下好一位情种！如此恋
鸽，未必从未吃过美食乳鸽？”我只好愧疚地坦白吃过，且水平不低。
王兄乘势进逼：“请问水平究竟如何？”我答道：“只进一口，便可判断
此乳鸽婚否！”

“绝了，那第二口呢？”王兄再问。
“第二口，便可知此乳鸽生活品质。”我亳不示弱地答道。
“那第三口如何呢？”王兄步步紧逼，毫不放松。
我确被逼急了，竟脱口而出：“第三口，结论出来了，此鸽乃三

婚！”
这下我可闯下了大祸，王兄勃然大怒：“你小子绕了半天，原来是

想法设法骂我呀！”天哪，我怎么忘怀了，王兄今天正是“三婚大喜”呀！
宴席上的主客气氛骤然由谐趣变得紧张。我很尴尬，直道“非也，

非也”。虽连声赔罪，王兄仍怒气不消……
这宴席被我弄得不欢不快。席终，那盘乳鸽原封不动，竟无一人

动筷。我只好厚着脸皮道：“响应光盘行动，我打包，带回家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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