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家养的花很多，但我独爱那盆君子兰。每
到春节它就准时开花，一怒放就是一个月，年年
与我们一同过春节，好似我家的一位亲人。其
实，我早就把它视为亲人了，这盆君子兰很有灵
性，每次看到它，我就像见到了我的婆母，是那样
血肉相连般的亲！

婆婆名叫刘凌霄，是1940年抗战时期参军的
老兵，与公公同在一个部队，夫妻俩跟随队伍南
征北战，从事医疗工作。婆婆曾因执行任务骑马
赶路，不料马突然受惊，她被狠狠地摔在河滩的
鹅卵石上，顿时没有了呼吸心跳。部队的战友们
伤心啊，眼见抢救无望，大家挖好土坑正准备将
她掩埋，哪想到她竟吐出一口长气，又醒转过来，
大家又惊又喜：“真是命大呀！”

公公、婆婆离休后，被安排在唐山军分区干
休所，他们有一儿一女。女儿夫妇都在西安一
所大学里工作，儿子就是后来我的丈夫，他当时
入伍到东海舰队当海军。当年，我是唐山驻军
医院的内科护士，正值风华正茂的年龄，模样还
算俊俏，非常引人注目。为我当红娘介绍对象
的可真不少，其中就有司令员、军长的公子。住
院的部队干部也有大胆向我示爱的，常常有人
写情书偷偷塞进我挂在墙上的白衣口袋里。

我们科那位和蔼可亲的老大姐李医生，
跟我关系不错，她的先生也在我们医院外科当医
生。他们夫妇过去是公公的老部下，夫妇俩都对
我很关心，我也很信任他们，是他俩牵红线成全了
我的婚姻。后来，我在医院政治处任组织干事，原
本定在1976年国庆节举办婚礼，没料到突如其来
的唐山大地震，把医院夷为平地，我被埋在废墟里
受了重伤，被战友救出后，辗转到石家庄驻军医院
治疗了三个多月，原定的婚礼自然无法正常举行。

这期间，我遇到了一件机缘之事：我们政治
处赵副主任全家四口不幸遇难，唯独二女儿小丽
红被救了出来，可怜的孩子举目无亲，惊恐万分，
整日哭泣。在转运途中，她突然看到了熟悉的
“袁阿姨”，仿佛在无边大海中抓住了救命稻草，
她快速扑上来，紧紧地抱住全身伤痛的我，哭喊
着让我带上她，永远不要离开她。我尽管自顾不
暇，疼痛难忍，但还是流着眼泪答应了。从那一
刻起，便决定了我俩一生的母女情缘。

还没结婚，我身边就带了个未上学的孩子，
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大地震留下的遗孤，但我还
是暗暗担心：先生和他的父母，会接受这个没有
血缘的孩子吗？老人有没有什么忌讳？我出院
后，拽着头部受伤被剃成男孩子头的小丽红回到
唐山。先生很通情达理，安慰我说，没关系，由他
来和父母讲清这件事。当时，公公因病住在北京
军区总医院一年多了，婆婆一直陪护。没过多
久，我收到了一封信，里面是公公、婆婆各给我写
的函件，意思一样，就是：都能接受小丽红，让我
放宽心。那一刻，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婆婆
说：你公公糖尿病后遗症已经双目失明，信的字
迹歪歪扭扭，请你不要介意。公公的信只有一
页，字大，又歪斜得厉害，但至今我仍清楚地记着
内容：“志军，咱家什么也不缺，就缺人，你一进门
就带来个孙女，太高兴啦！”反复看了多遍，泪水
不由自主地打湿了我捧着的信纸。

震后转年2月份，我们办了简易的婚礼。双
方老人因故都没能参加，我们买了些糖块儿、干
果，领导和战友们在一起开了个茶话会表示祝
贺，一对军被褥摞到一起，放在简易房的床上，蒙
上了一块好友送的手绣的漂亮罩布，就算完成了
人生转折性的一件大事。我进这个家门不到两
个月，疾病缠身、常年住院的公公就去世了，当时
60岁的婆婆，便是我们一家人生活中的唯一支
撑。都说婆媳关系难融洽，我却与婆婆在性格上
很合得来，婆婆是个开朗爽快的热心人，见到谁
都是乐呵呵的，大院里的老老少少都喜欢她。她
个头儿不高，满头银发白得像雪，一双大眼炯炯
有神，黝黑的脸庞上密布着皱纹，像是记载着岁

月的沧桑，并始终保持着军人风范。
我调到上级机关工作半年，后到军医学校上学

深造，无法把小丽红带在身边。医院领导决定让小
丽红先去秦皇岛她大爷家上小学，小学毕业后我把
她接回唐山上初中。刚回来时，她的身体瘦弱，发
育不良，女孩子该来的月经还没来。当过妇科军医
的婆婆，就换着花样给她调节饮食，不到一个月，小
丽红就来月经了。初中毕业，小丽红当了兵，新兵
连结束分回到唐山255医院，和我一个单位，照顾她
也更方便。小丽红结婚前，我调到了天津254医院，
照顾她的事就落在了婆婆肩上。她结婚办宴席是
婆婆找的酒店，酒席也是婆婆掏的腰包。婚后不
久，小丽红就怀孕了，当时她爱人在外地部队工作，
我们在天津离她也远，婆婆就对小丽红关照有加，
想吃什么就给她做什么，让她顺利度过了孕期。外
孙女出生后，大多数时间都由婆婆照顾，婆婆对小
丽红如同自己的亲孙女一样亲。

我生女儿时，是在1978年，唐山因地震损失
严重，很多建筑还没有恢复建设好，女儿是在一
间四处透风的简易病房里出生，当了一辈子兵的
婆婆，非常疼爱亲孙女，一直精心呵护我女儿到3
岁上了幼儿园，祖孙感情极为深厚。婆婆与我亲
如母女，大姑姐说婆婆对我比对她都亲，这多少
带些醋意。我却暗暗得意，庆幸遇到了像妈妈一
样的好婆婆。可那一次，婆婆罕见地对我发了脾
气。我从16岁当兵到部队，养成风风火火的军人
性格，生活上粗粗拉拉，过日子老爱丢三落四。
我们住的军分区干休所，也是临时搭建的简易
房，婆婆住一间，我们三口住在离婆婆相距几十
米的另一间。每天上班前，先生抱着女儿送到婆
婆屋里，我负责拿女儿所用的必需品。记得女儿
10个月的一天，中午下班回家，婆婆没有做饭，脸
上阴云密布，没有一点儿笑模样。我很纳闷儿，
忙问：“妈，您怎么啦？”她气得大声冲我喊起来：

“你们到点知道回家吃饭啦，孩子的饭咋不想着
呢？”听到她的喊声，邻居阿姨走过来，对我说：
“你忘记把孩子奶瓶拿过来啦，孩子饿了直哭，你
妈到处找不到奶瓶，就到有小孩的家里借了一
个，她又爱干净，一边煮奶瓶消毒，一边听着孩子
的哭声，心疼得直流泪。”原来是我闯下的祸，赶
紧向婆婆认错，事后跑到商店又买了一个奶瓶，
一家放一个，避免此类事件再发生。

婆婆喜欢花，院子里养了君子兰、杜鹃、山
茶、茉莉、绣球、长寿花……唯独没有菊花。婆婆
告诉我，她生过两个女儿：中秋和秋菊。大姐中
秋由奶奶抚养，秋菊随军跟着她四处行军打仗。
婆婆说，二姐长得很漂亮，干部战士都喜欢她。

秋菊在四岁多的一天，因受惊吓而引起高
烧，当时药物短缺，高烧久久不退，小小年纪
就命归黄泉了。婆婆痛不欲生，以致精神恍
惚，常常夜里梦到孩子喊妈妈。因此，婆婆
说，她一看见菊花就想起二女儿秋菊，心里
如同针扎般难受。

婆婆年纪越大，越想念她的老战友，一
贯勤俭节约的婆婆，为了能联系到她的那些
战友，用家里的座机不知道打过多少长途电
话。有一次，我们从天津回唐山过年，婆婆
对我说，听说当年你公公的通信员在沈阳军

区退休了，你帮我找一找。退休后一直在唐山照
顾婆婆的大姑姐忙说：“我已经打了数不清的电
话了，您怎么还让志军打？再打也找不到，都花
了500多元电话费啦！”婆婆一听就急了：“你嫌麻
烦了，我才让志军打，又没花你的电话费，不用你
心疼。”我劝慰道：“妈，别着急，我马上打，肯定帮
您找到。”我通过朋友，找到了沈阳军区老干部
部，电话打过去，他们告诉我，这位首长是在他们
军区退休的，已经在3年前去世了。婆婆得知后
很是难过，眼含泪水喃喃地说：“不应该啊，他和
我们在一起时还不满17岁，是个孩子呢！”

我女儿在婆婆的关怀教育下，健康成长，学业优
秀。她在南京大学德语系毕业后，要去德国深造。婆
婆起初不大赞成，考虑一个女孩儿置身异国他乡，很
是不让家人放心。后经大姑姐和亲友们反复开导，女
儿也说会常给奶奶写信，婆婆才无奈地说：“长大啦！
能飞多高就飞多高，能飞多远就飞多远吧！”

女儿临走时，婆婆特地从小院的花圃地里，挖
出一些土，用筛子细细筛过晾干，装进一个小玻璃
瓶儿，柔声对女儿说：“小时候带你回老家，你水土
不服，起了一身的疙瘩。现在到了国外，要是也水
土不服，就往水里放一点土喝下去，疙瘩就不会起
啦！”女儿接过小瓶，搂住奶奶边哭边点头。

女儿到德国后，也惦念奶奶，就常给奶奶写
信、寄照片。婆婆一收到孙女写来的信和照片，就
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手拿着信，一手举着照片，逢
人便说，这是孙女写信跟我说话呢！女儿出国后，
没有几个月就到春节了。这是女儿从小到大第一
次不在奶奶身边过年，知道婆婆想孙女，谁也不敢
在她面前提起。除夕这天，大姑姐一家三口、小丽
红一家三口和我们夫妇陪婆婆过年。晚上吃过饺
子，亲人们都聚在客厅看春节联欢晚会电视直播，
不知什么时候，婆婆悄悄地离开了。

我发现后，不放心，来到她的卧室，轻轻推开
门，里面没开灯，只见婆婆坐在床边，打着手电筒
在看孙女给她的来信和照片。我顺手打开灯，她
老人家早已泪流满面。看到我进来，她就像个孩
子一样委屈地说：“大过年的，全家都齐了，就缺我
孙女啊！”说着，便放声大哭起来。这是我第一次
看到婆婆如此毫不掩饰地放纵自己的感情，对孙
女的思念，使她全然不顾平日里长辈的尊严。

后来，我发现婆婆饭量明显下降，人也瘦了，
担心她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要带她到天津我工
作的部队医院住院检查，她却执意不肯。女儿去
德国将近一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婆婆的电话：
“我有一个请求，希望你们一定要商量着满足
我！我实在太想孙女
了，能不能让她回来
一趟，哪怕就是一两
天，我和孩子能见个
面，说说心里话就
行。”从婆婆的说话语
气中，我仿佛意识到
什么，就向女儿如实

转达了奶奶的请求。女儿在电话里哽咽着说，我
也想奶奶，马上就去订机票。

女儿回来了。在唐山的两天里，婆婆笑得合
不拢嘴，天天像过年一样，换着样儿地给孙女做
好吃的。晚上，祖孙俩睡在一张大床上，有说不
完的心里话，半夜里我上卫生间，还听到她俩在
不停地说、不时地笑……在女儿的要求下，婆婆
同意和我们一起来天津，陪着女儿住到回德国。
婆婆拿出亲手缝制的一床漂亮的碎花短褥子，对
孙女说：“这个褥子软乎，晚上睡觉时铺上暖和，
你带上吧！”女儿临走，她爸爸帮着装行李箱，东
西太多，盖不上盖子，顺手就把褥子拽了出来，说
这个别带了。没料到，一向温柔乖顺的女儿，一
把夺回，对父亲吼道：“这是奶奶给我做的！就算
什么都不要了，我也要带上它！”

女儿走后，婆婆便住院了，她患了肺癌，已经
是晚期。婆婆是在战争年代养成的抽烟习惯，她
说，那会儿部队常常与日本鬼子周旋，缺衣少吃，
肚子实在饿得难受，就学男兵们用纸头卷上些豆
叶抽几口，有人递烟也接过来，慢慢就学会了抽
烟。她说抽了一辈子了，戒不了啦！

女儿得知奶奶住院后，经常打来电话询问病
情。婆婆住的病房里装有电话，每到周末，女儿都要
打电话到病房，根本不在乎国际长途费的昂贵，和奶
奶说上一阵子贴心话。婆婆一听到孙女的声音，就
心花怒放，脸上如同盛开的牡丹，完全不像一位危重
病人。孙女甜美的声音，胜过任何灵丹妙药啊！

婆婆住院50天后，便陪伴九泉之下的公公去
了。她逝世的当天深夜，亲人们回到家里，商议

着 如 何 办 理 丧
事。正在万分悲
痛时，座机电话铃
突然响起，如同惊
雷般炸响，不用猜
测，肯定是女儿打
来的，大家你推我
让，谁都不愿意去

接听，因为无法面对她的问话。最终无奈，还是我拿
起了重若千钧的话筒，尽量装得若无其事地“喂”了
一声。女儿急呼呼地问：“奶奶怎么样了？”“不是太
好！”我想让她有个精神准备，她马上质问：“那你为
什么不在病房里守护着？”我顿时语塞。

大姑姐忙接过电话，宽慰女儿说：“你放心吧！现
在奶奶还好，有事肯定会告诉你的。”女儿那边好
半天不做声，接着就大声哭泣起来，然后挂断了电
话……外甥瞪圆眼睛，埋怨他的妈妈：“我舅妈不在
病房，你又暴露在家，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女儿真的很聪明，她每回都打电话到病房，和奶
奶说上几句话心里就踏实。这次打电话到病房没人
接，打回家我们都在，准确地判断出世界上最疼爱她
的奶奶已经不在了，永远地离去了！她含着泪水，翻
开箱子取出一身黑色服装，规规矩矩地穿上，对着奶
奶慈祥微笑的照片，恭恭敬敬跪在地上叩了三个头，
然后扑倒在床上放声痛哭……

2010年夏天，我们去德国探望女儿，看到奶奶
给她的那个装有花圃里的土的小瓶子，放在一个漂
亮的布袋里，挂在她电脑桌的上方，日夜守护着她。
我帮她整理衣柜时，见到了婆婆为女儿缝制的那床
碎花褥子，女儿用一块洁白的方形布整齐地包裹着，
不用问，女儿不忍再用，精心存放起来了。

婆婆的遗物，大都分赠给亲朋好友了。我只把
婆婆卧室窗台上，一盆只有两片嫩叶子的君子兰抱
回了家。我尤其珍惜这盆君子兰，不允许任何人动，
由我亲自浇水、施肥、换土、换盆。君子兰越长越壮，
墨绿色的叶子已经有成人的手掌宽，每年的春节前
就开花，橘红色的花朵艳而不俗，前后要开上一个
月，直开到正月十五。

花香很淡的君子兰，花期却如此之长，一如素雅
谦恭的君子。我家的这棵君子兰，我一直觉得是有
灵性的！有一年，女儿从德国回来，君子兰本不到开
花时节，却提前长出了花蕾，女儿到家的当天，它竟
然开放了！女儿住了一个月，鲜花开了一个月，女儿
一走，花便谢了。更没想到的是，花谢后一个多月就
是春节，春节前，君子兰照例又按时绽放了……

我的书法爱好，并且加入省书法家协会，最
早得益于乡下的写春联。

我不回乡下过春节也有好多年了，我在城里
过春节。城里有一段时间，春节不怎么兴写春联，
但我每年都要在自己家门口写上一副。这几年，
城里过春节又时兴起春联，不论单位和家
庭，门上都要贴着红彤彤的春联。因为有
了春联，节日的气氛开始在时空里弥漫。

回想起在乡下写春联，心里立即涌
起一片温馨的情感，那乡情就由远而
近。啊，我那田野里的故乡，房屋上炊烟
袅袅，村里鸡鸣狗跑，肥猪四处徜徉，牛
在栏里像个哲人似的反刍。腊月间，那
迎接春节的气氛通过每一物、每一景透
露出来。

我们村是个大村，有两三百户人家。
小卖部早就进货了大量的红纸，然后家家户
户都去小卖部买两张或三张红纸。村人腋
下夹着红纸，手里端只葫芦瓢，瓢里是几只
鸡蛋，或是几块糍粑、一瓢豆食。大家都找
村小学的李先生写春联。李先生过去教过私塾，一
副儒雅之相，毛笔字写得很好，就我的眼光看，他深
得柳公权书法的精髓，那字飘逸、清秀，很是灵气。

那几天，李先生家是热闹的，从早到晚都是人
来人往，送红纸、取春联。李先生用一只瓦钵装墨
汁，饱蘸浓墨，不断挥毫。那时，李先生精神特别
好，为人特别亲切，有求必应，别人要他怎么写他
就怎么写，从早写到晚，手不打颤臂不发酸。村人
送的糍粑、豆食、鸡蛋分三个筐子装着，你自己往
里放。你拿东西来他客气几句收下，高兴地给你
写；你空着手来，他也高兴地给你写。他那种为村
人写春联时负责认真的精神，令我至今不忘。

我从村里考到县城上中学后，村人对我父母就
另眼相看了，好似我家出了个秀才。我放寒假回到
村里，李先生开始为人写春联，他一早就派人让我
带上一支毛笔，到他家给他帮忙。我先是给李先生
当助手，按照李先生的吩咐，把那红纸裁成对联模
样，然后帮李先生牵纸。李先生写好一副，我就将

其提到空地上摊开晾干。随后，我就帮他写了，我
的字无骨架又无体，实在难看。李先生就鼓励我大
胆地写，给我讲一些写毛笔字的下笔方法及字的骨
架布局，关键是要充满自信，不要畏首畏尾，即使写
不好，乡亲们也不会计较的。在李先生的指导下，

我每年春节都有几天练习写大字的机
会。我写的那些春联的内容，有的是李先
生提供的，有的是毛主席诗词中的句子。
乡下的春联，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只要图个
热闹就行了，对字与内容要求都不高。

有时帮村人写春联，少数客气的人
家，特地请李先生和我到家里吃顿饭，男
人还要陪我们喝几口酒。如果是修了新
房子或要办喜事的人家，则要把李先生请
到家里去写春联，把那新房所有的门窗都
贴上红红火火的春联。这种人家，除了招
待吃喝之外，还要塞上个红纸包，那红纸
包里包着两块三块钱。每逢这种时候，李
先生总要带上我。几年下来，我的毛笔字
在李先生的指导下，在免费提供的春联红

纸上练得像那么一回事了。每每春节之后，我偶
尔看到哪家门上贴的春联是我写的字，心里还好
一阵激动，觉得自己的毛笔字还看得过去。

后来，李先生去世了，村子里上中学的孩子多
起来，写春联的人也就多了。过去村里的春联都
是李先生的字，那些字一个风格。后来除了李先
生的字外，有我的幼稚的字了。再后来，村里的春
联就百花齐放了，那字体也就丰富多彩，各式各样
了，但再也没有李先生那么有功力的字了。

参加工作后，开始几年我每年都回乡下过春
节，那写对联的事也是免不了的。许多人家都把
红纸送到我家里，我也像李先生一样，高高兴兴地
为乡亲们服务，也收下乡亲们给我的几只鸡蛋、几
块糍粑或一瓢豆食。我写的春联内容都是即兴自
撰的，村里人就说：到底是个诗人，出口成章。

春节又到了，我还真想回到乡下，为乡亲们
写写春联，享受那份温馨与乡情，领受那份报酬：
鸡蛋、糍粑和豆食。 本版题图 张宇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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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岁，穿上军装至今

年年春节的那一枚朝阳

冲出山峰的那一刻

我都能够看到，一颗心脏

以一幅水墨的脉搏，开始跳跃

让我的头发带动着，我全身的

每一个细胞

全都化成了红的颜色

于是，我的祝福

便会跟着一缕轻烟奔跑

让时间和风，去尽情地拨动

一面战旗的骄傲

让经过身边的每一粒黄沙或是

黄土

全都化成一行又一行

让大地安安详详地行书

然后，用苍鹰和白云的画面

将一座老屋以及檐下的眺望

定格为一个坚守的军姿

对养育之恩的一次反哺……

此刻，枪

就在我的手中紧握

就像是父亲手中紧握着的

那一把，靠着它活命的铁锹

子弹以警惕的姿态

在枪膛里静卧

就像是父亲正在精心侍弄着的

那些种子

让我，热乎乎的心跳

和父亲的希冀一起

以心脏搏动的节律

温暖着，家乡的田野以及

在红旗注视下

那个挺拔的哨所

年年春节，在祖国的北方

在白雪铺就的山河之上

我与枪一起，就像是一丛禾苗

或小草

在各自以双手丈量的行距里

将一幅雄鸡形的版图里

植满，迎春的绿色

春节的哨位
赵 琼

我家的君子兰
袁志军

阿木什打、铁拉阿木迎面走
了过来，要不然母子俩的这一条
路说不定到这里就已走到尽头。
陆建芬至今不记得那天是怎么爬
上山的，以后每遇闲暇，当往事涌
上心头，她总觉得自己是做了一
个虚无缥缈的梦。她有时甚至怀疑自
己是不是真的背着儿子走过了那段一
生中走过的最长的路，唯一确信的只
是，从攀上第一道天梯，只有一个念
头：我不能掉下去，因为儿子在背上，
他不能掉下去！

暮色抵达二坪时，他们还走在前
往二坪的路上。空城计唱过三回，人就
不知道饿了。进了村，来到木乃日帝
家，竿竿酒坨坨肉释放的气味，瞬间唤
醒了蜷伏在身体各个角落的小兽。真
正让陆建芬满身疲惫抖落一地的却是
铁拉阿木一句话。这时候名副其实的
“晚饭”已进入尾声，二坪村的村组干
部都在用他们笨拙但出乎本心的言
语，再次表达对二坪小学新老师的欢
迎。从郑重的神色上看得出来，铁拉阿
木这一句话不是脱口而出，而是经过
了认真酝酿。哪知话一出口，除了陆建
芬一脸绯红，屋里人无不笑得前仰后
合。铁拉阿木说：这下李老师肯定不会
走了，你们三娘母都在一起了嘛……

是时候各回各家了。除了两间教
室和一间垮得不成样子的厨房，学校
没有多余房间。李桂林头年上山时，恰
好学校附近的勾结阿木一家搬到山下

去了，村上协调他腾出一间偏房，作为老
师住处。来到屋前，陆建芬身上起了凉意。
月亮高高挂在天上，她看清楚了，门没有
上锁，门板与门框间塞得进一个拳头，将
两者勉强拉扯在一起的是一根铁丝。

想不到屋里更为寒酸。李桂林拿火柴
点燃木桌上的煤油灯，这张木桌便成了映
入眼帘的第一件家具。没有抽屉的条桌上
摞着3个土碗，胡乱放着两个玻璃瓶，一个
装油，一个装盐。第二件也是最后一件家
具是床。同桌子一样，床没漆过，却不是原
木颜色。暗黑、灰黑、青黑、墨黑不规则覆
在表面，是时间蘸着火塘里升起的烟雾、
屋顶上洒落的尘土一笔笔抹上去无疑。如
果不是上面有一床棉絮一个枕头，陆建芬
并不确定这是一张床——她从未见过长
着石腿的床。厨具就更寒碜了。屋中间，三
块石头支起的灶上放着一口铁锅，铁锅只
长着一只耳朵。石头大小不同，锅于是歪
斜着，铁锈就要从锅底漫出来的样子。墙
脚鼠洞密布，高高耸起的土堆沿墙角摆了
一溜，是一种无声又强硬的宣示：这是我
们不可侵犯的领土……

触景生情，陆建芬禁不住热泪长淌。
就在那一刻，她似乎看到了一年来丈夫
受过的苦，也看到了她将要面对的生活。

31 二坪小学新老师

以写《岳阳楼记》而闻名的北
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989—
1052），所作《和章岷从事斗茶
歌》，全面、生动、细致地描写了宋
代斗茶活动实景。这首诗脍炙人
口，使作者在中国茶史上独占一
席。它所描述的文人雅士和朝廷命官
高雅、闲适的品茗方式，主要是斗水
品、茶品和煮茶技艺的高低。这种方式
在宋代文士茗饮活动中颇具代表性。
《和章岷从事斗茶歌》诗中描写的

“黄金碾”和“碧玉瓯”都是珍贵的茶
具，作者以此衬托名茶的优美，让人感
到名茶与茶具的珠联璧合。

著有《茶录》的著名茶专家蔡襄看到
这首诗，针对“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
翠涛起”句，提出汤色贵白，而翠绿色乃是
下品，因此建议范仲淹改“绿”为“玉”，改
“翠”为“素”。范仲淹对此虚心称好。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1127—
1206），号诚斋，诗体自成一家，时称“诚
斋体”。他一生作诗两万多首，与范成
大、陆游和尤袤被称为“中兴四大诗
人”。他嗜茶爱茶，写下很多茶诗。在《武
陵春》词序中，杨万里自称“老夫茗饮小
过，遂得气疾”，词中说“旧赐龙团新作
祟，频啜得中寒。瘦骨如柴酸
又痛，儿信问平安”。他喝茶喝
得太多，以致患“气疾”，得“中
寒”，“瘦骨如柴酸又痛”。即便
如此，他仍不肯与茶一刀两
断，只是少喝一点罢了。

《以六一泉煮双井茶》是杨万里的一
首著名茶诗：“鹰爪新茶蟹眼汤，松风鸣
雪兔毫霜。细参六一泉中味，故有涪翁句
子香。日铸建溪当退舍，落霞秋水梦还
乡。何时归上滕王阁，自看风炉自煮尝。”
其中“兔毫”即兔毫盏，是饮茶之具；“风
炉”是煮茶之具。诗人饮茶思故乡，盼望
有一天能回到故乡亲自煮茶。

分茶，又名“水丹青”“茶百戏”，是宋
代文人雅士中流行的茶游戏，是在点茶时
使茶汤的纹脉形成物象。杨万里《澹庵坐
上观显上人分茶》一诗，生动、形象地描述
了显上人分茶的绝妙情景：“分茶何似煎
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蒸水老禅弄泉手，
隆兴元春新玉爪。二者相遭兔瓯面，怪怪
奇奇真善幻。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
能万变。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嫖
姚。不须更师屋漏法，只问此瓶当响答。紫
薇仙人乌角巾，唤我起看清风生。京尘满
袖思一洗，病眼生花得再明。汉鼎难调要

公理，策勋茗碗非公事。不如回施
与寒儒，归续《茶经》传衲子。”诗
中描写的“玉爪”“兔瓯”“银瓶”都
是茶具。“玉爪”是爪形玉质的点
茶器具。“兔瓯”即兔毫盏。“银瓶”
则为注汤之具。

115范仲淹杨万里咏茶具
二侉子怕媳妇是出了名的，但

在人前还是要显一下男人的威风，
你娘们儿家瞎掺和啥，快回家。媳
妇指着二侉子的鼻子吼，你一天到
晚不回家，也不知跟谁混在一起。
昨天晚上电闪雷鸣，咱家房上的油
毡被风刮起来，我自己拿着砖瓦上房去
压油毡，脚下太滑，我都要掉下去了，多
亏宝明赶到，上了梯子把我抓住，我才
没掉下去，没有宝明，我说不定就摔个
骨断胳膊折。二侉子一愣，你说咱家房
上油毡被风刮起来啦？嗨，我昨天跟哥
们儿喝酒，完事打麻将去了。

宝明对二侉子媳妇说，那不算啥，只
要不出事，安全就好。二侉子不好意思地
说，其实今天去告状，都是别人鼓捣我才
去的，我胆小你最清楚，回来找你闹事，
也不是我的主意，是三驴子他们撺掇的，
说是不闹白不闹，多给一分也是钱。宝明
说，不符合政策，闹也白闹。

正说着，徐三姑来了，她家也有三间
违章建筑，她提出的条件是，必须按正常
住宅对待，不然的话就不搬家。宝明说，当
初公告和拆迁方案是全体村民同意的，所
有违章建筑的补偿办法都一样对待。

徐三姑说，你这是利用职权欺负我
家独门小姓，你信不信，我回家看看香把
各路神仙都拘来，让你脑仁疼，让你平地
摔跟头，吃啥吐啥，半夜做噩梦，让你看
看我的厉害。不服我就先派两只刺猬两
条蛇缠死你，派两只黄鼠狼让你全家不
得安生。宝明说，你真能行？徐三姑说，不

信你试试，一会儿就让你头疼得打滚。
宝明把眼眉一撩，哦，那么神吗？好。

说着坐下了，我就在你眼前，你施法术
吧，来吧。徐三姑煞有介事地说，好，你等
着。说完，出去了。

宝明越等越不来，起身要走。徐三姑回
来了，宝明书记啊，你看你是共产党员，这些
大仙都怕你呢。我拘不来它们，我也不好意
思调动别的仙家在你身上用邪招儿啊，你就
别跟我斗了，再说我小门小户的，你抬抬手，
我那就是违章建筑，也投了不少钱，花了我
好多积蓄，不给增加补偿，实在心疼。宝明呵
呵一笑，你不是有本事吗，调吧，我看看你能
调动哪路神仙？你糊弄小孩子，糊弄那些脑
子进水的人行，糊弄我，暂时还不行。

宝明又是嘿嘿一笑，以后住楼房了，
你不能再搞这些玩意儿，再搞，派出所就
把你抓走。徐三姑说，你说啥？玩意儿？
你，你，你赶紧走，得罪了神仙，以后我给
人看病就不灵了。

看热闹的人有的发出哈哈大笑，有
人低声嘀咕，看看宝明道行高还是徐三
姑道行高。另一个就说，自古邪不压正，
宝明是正能量，徐三姑是邪门歪道。又有
人说，还有二侉子，胡折腾啥，到末了，还
不知谁是人谁是鬼。

61 邪不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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