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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是一段城
垣，她是屹立于华夏大地上的英雄碑。

“不到长城非好汉”，此诗句令中国
人自豪，然而长城浩大工程的修建，竟
由一位女性慷慨捐助而成。这位伟大的
女性是谁？秘密揭开的一瞬，令我慨
叹：岂能让这伟大女性永久沉睡于历史
尘埃？

这位曾捐巨资助秦始皇修筑万里长
城的“千古女杰”，非常人，是司马迁

《史记》 中的一位女企业家，是秦始皇称
为“贞妇”的巴寡妇清。

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 中，有这
样一段描述：“清，寡妇也，能守其业，
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
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意思是：重庆
地区的巴寡妇清，她的先祖自得到朱砂
矿，竟独揽其利达好几代人，家产也多
得不计其数。清是个寡妇，能守住先人
的家业，用钱财来保护自己，不被别人
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个贞妇而以客礼
对待她，还为她修筑了怀清台。

从 《史记》 中可以看出端倪，在秦
始皇心目中，巴寡妇清的分量超出了当
时所有的女性。从目前已知的史料记载
看，秦始皇生前对女性给予如此高的评
价，仅此一例。

2016 年的秋日，在重庆市黔江区参
加一项文学活动时，第一次听到了关于

“巴寡妇清”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
那日的黔江濛濛细雨，来自全国各

地的十余位作家，正在参加“多民族作
家写黔江”活动。黔江区委书记余长明
在致欢迎辞时提到，曾捐献巨资帮助秦
始皇修筑过万里长城的巴寡妇清，就是
黔江人。重庆地区居然有如此标志性人

物，且有襄助秦始皇修筑长城之壮举。
那一刻，巴寡妇清的名字以及那段久远
的传奇故事，沁入脑海，令我有了追根
求源的冲动。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得知黔江
区文联副主席石邦科对巴寡妇清的故事
颇有研究。以前曾任黔江区党史和地方
志办公室副主任的他，谈及巴寡妇清，
颇有见地：

石邦科将他所研究的成果向我一一
道来。“巴寡妇清，姓清，因生活在巴蜀
之地，被称为巴清。又因年轻时守寡，
终生未再改嫁，被尊称寡妇。因此，巴
清又称巴寡妇清。

“巴寡妇清乃秦朝时国字号的人物，
为大秦帝国的建设、国家的统一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秦始皇伐楚，巴寡妇
清不但同意借道，而且在粮草、食盐、
武器、兵员等全方位提供支援和保障，
为秦打败楚国、统一中国立下盖世功
勋。其次，大秦帝国三大‘国字号工
程’均离不开巴寡妇清的支持，修建阿
房宫、秦始皇帝陵时输送源源不断的优
质木材金丝楠木，在修筑万里长城时捐
献巨款，为秦始皇帝陵提供上百吨水
银。历史应当还巴寡妇清应有的地位，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军功章’上应当有
巴寡妇清的一份，她无愧于‘伟大女
性’、‘千古女杰’的称号！”

如此之高的评价，令我惊讶。这样
的奇女子居然传之不远更令我困惑。

傍晚散步，黔江作协主席钟天珑与
我再次谈起这位千古女杰巴寡妇清。“我
知道有许多地区都在争夺巴寡妇清的出
生地、丈夫的家乡，甚至有的说她是土
家族、苗族，还有的说是仡佬族。”钟天
珑笑着说，“让耀古之人还能耀今，今人
要以古人为楷模。巴寡妇清捐助长城是
何等善举，今人应以为国牺牲、为民贡献、
大公无私或者少其私为己任，而不是争名
分，抢故里，见利忘义。”天珑兄之言声音

虽小，却字字句句入心入脑，也更增加
了我探寻这位“千古女杰”的好奇心。

的确，一位远在崇山峻岭的巴寡妇
清，怎么会得到千古一帝秦始皇的最高
礼遇？好奇、困惑，令我义无反顾地走
进那段尘封的历史。

司马迁的 《史记·货殖列传》，可以
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富豪榜”，其中
与巴寡妇清并列的，仅有范蠡、子贡、
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倮 6 位历史人
物。秦朝重农抑商，女性地位也不高。
但作为一个女性商人，巴寡妇清的经历
实属异数。司马迁立传有一个标准，如

《太史公自序》 中所说：“那些仗义而
行，英武不羁，抓住时机让生命闪光，
能立下功业成为全社会传颂的名人，我
写了七十篇列传。”巴寡妇清传虽然只有
76个字，其意义甚大。

历史的风烟早已冲淡了远古的记
忆，巴寡妇清就像只是被人传颂的神话
般缥缈。她出身豪族，少年时跟父亲学
习诗书，因为相貌与气质出众，嫁给了
当地一位青年企业家。不幸的是，事业
有成的丈夫英年早逝，巴清不顾世俗偏
见，毅然挺身主持起丈夫留下的偌大家
业，继续着当时勃勃兴起的开汞炼丹业。

有记载说，秦始皇少年时曾被巴寡
妇清所救，从此一生都与巴寡妇清在感
情上纠缠不清。他性格偏执，对自己生
母赵姬恨之入骨，因其母放荡，演变出
一场宫廷政变，他心理厌恶男女的不贞
行为。他将一腔爱与恨的感情转移到巴
寡妇清的身上，他觉得巴寡妇清恪守妇
道，才是自己心目中理想母亲的形象、
中国贞妇形象。况且她是富可敌国的女
商人，深谙炼丹之术，使妄想长生不老
的秦始皇被她深深吸引。无论秦始皇如
何专制残暴，但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有着
人类共同的脆弱感情，他心里永远记挂
着巴寡妇清。巴寡妇清死后，秦始皇为
其建筑了一个怀念她的亭台——怀清台。

站在黔江的八面山上，眺望风景无
限。旭日东升，白云如一条哈达围绕在
山腰，如诗如梦。在这样的情境画卷
里，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年轻美貌的巴寡妇清，强忍丧夫之痛，
一心学艺，不分寒冬酷暑。她钻丹穴，
进高炉，架锅添柴，事事亲为，经多方
讨教，很快掌握了朱砂冶炼提取水银的

“核心技术”。
“这个貌似娇柔女子竟然做成了大

事！”身边的石邦科对我说，黔江地区本

就是崇山峻岭居多，要想将丹砂送往咸
阳、长安、中原地区不是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成品水银更不宜搬运，往往是生
产一斤漏掉八两。物流不畅一直是制约
巴国丹砂业发展的“老大难”。据说巴寡
妇清一日也是登上这八面山，她高山远
眺，几艘忙着装卸货的小渔船让她灵感
一动。“何不将采集与冶炼分开进行，缩
短水银的运输半径、降低成本？”于是她
将冶炼点搬到东西南北的临江高地，冶
炼地与丹穴间采取原料供给，冶炼好的
水银顺江而下往东供给长江下游市场，
或行至巫山罗门峡口，再北上出川进入
秦岭古道……

黔江的风景的确很美，黔江地区的
古女子的确真奇。作为女实业家、女慈
善家，于历史长河的两千余年中，定不
会只有巴寡妇清一人，但历史的机遇让
巴寡妇清头顶二个光环：女性寡妇实业
家，唯一得遇大史学家留名青史，唯一
受到皇帝尊礼。这两顶唯一的光环铸就
了巴寡妇清是重庆地区人民的骄傲，是
提升重庆地区、黔江区知名度的一张不
朽的名片。

告别黔江回到北京，我专程拜谒了
八达岭长城。站在巍峨的长城之上，想
起两件颇具趣味的事：同在一个时代的
两个女人，一个是巴寡妇清，要帮助皇
帝筑起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另一个是
孟姜女，却想用眼泪来冲倒这“万恶”
的长城。同为女人，两种想法，同为记
载，两种结果；同为文学，一个是历
史，一个是传说。

徘徊于长城上，放眼大好山河，抚
摸着因防止北方民族入侵而修筑的伟大
工事，我想起了清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
龚自珍曾经记载过另外一个故事。一次
在龚自珍路过长城的时候，在马上与对面
的胡儿（蒙古族人）碰面，两人开着玩笑就
打马而过了。龚自珍不由地感叹到，如
果不是大清朝实现了天下一家的理想，
这样的事情在明朝怎么可能出现呢？龚
自珍所流露的情感是：天下一统、各民
族安定繁荣的大清盛世无比珍贵。

长城上的大风呼呼，让我感到站在
长城上有些飘忽和渺小。我想起了黔江
的八面山，想到了大秦王朝的一个伟大
女人的身影。遥想当年，她站在秦始皇
的身边，仰望着正在修筑中的万里长
城，可曾想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会有
人站在长城上想起她的事迹？

呜呼！长城，千年傲立你只镂刻了
秦始皇的暴政。

呜呼！历史，千秋万代竟忽略了巴
清的善举功德。

呜呼！文学，千百年来是否如司马
《史记》之记善录恶？

面风而立，几句诗流了出来……
拂去岁月一尘埃，女杰豪气应膜拜。
捐助长城古来稀，神州多铸祭英台。

□ 赵晏彪

南澳，粤东重镇汕头的离岛，以一百六十海
里的距离与台湾高雄隔海相望。

南澳桥，汕头母亲捻出的丝线，细细弯弯飘
过二十里海面，蜿蜒在大海的万顷碧波上，牵起
在海中嬉戏的南澳岛，抚摸丝绸一样柔软的波
涛，把婉约的诗意悠悠注入温玉般的起起伏伏。

一头是现代的繁华，一头是古典的淳朴，从
一首诗到另一首诗不是终点，每一片在我们眼前
的闪光都是海的歌唱。如果长桥是一个梦，我想
终点一定是天堂；如果梦是一双翅膀，我们正在
飞越彩虹，听唐朝的诗人指点海天的星星：安得
五彩虹，驾天作长桥。仙人如爱我，举手来相
招。（李白《焦山望松寥山》）

南澳湾海滩上的“自然之门”，是北回归线的
标志。穿过撒哈拉沙漠，阿拉伯沙漠，塔尔沙
漠，墨西哥沙漠……北回归线，地球上北温带与
热带的分界，从“回归沙漠带”来到林木繁茂的

“回归绿带”。
“自然之门”上的球体，3.21米的半径，对应

春分 3 月 21 日；6.22 米的悬臂，对应夏至 6 月 22
日；12.22米从底座到球体的高度，对应冬至12月
22 日；两边门柱倾斜的角度正好对应北纬 23.50。
每年夏至正午，当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日影将穿
过圆球中心圆管，投射地台中央。

思想绕着时间的中轴，驶向北纬 23°26′的
纬线圈。在极亮的光谱中，建构起思维的支架，
随风速均匀运动的钟摆昼夜循环。感觉焕然一
新。想要立即起程，向明天漂流。沿着迤逦的道
路和迤逦的河流，诠释回归的意义。被季节唤
醒，在北回归途中，唱起儿时的歌谣，撑起弦月
弧形的帆。让阳光拉长身影，让所有人听到快乐
的抑或是感伤的歌。

铁锚，海边的标志物，铿锵的留存。铁锚收
起铁链的绳索，停止了行走。腾空的意志寻找一
座模具，黑色铁锚的雕塑，该是南澳的灵魂。海
洋，接近天穹，带给星辰光焰。天庭下游移着雷
霆和风暴。无法望见故乡，必须将命运交给驭
手。巨浪掠过四季，激起一片片洁白的浪花，发
出一阵阵铁链的喧哗。一个盼望出发，一个盼望
到达，到达是为了下一次出发。谁能遗忘铁锚和
缆绳？一种文化的符号，不会随时光流逝。

澳前村的三口宋井，各名龙、虎、马。龙
井、虎井随帝王和大臣埋没，唯士兵饮用的马井
至今尤甜。回忆像井水，充满冰凉的寓意。海洋

像雨水那样迁徙，历史却已成定局。宋末那场黑
色的风暴烟消云散，云盖寺铳城早已无迹可寻，
太子楼藏金只能是一个可笑的传说，暴露愚蠢的
贪婪。末路王朝难以想象的薄暮，在井水里凝
结。阴郁的岁月分崩离析，死亡使悲痛失去了浮
华。如果还知道耻辱，一个暗淡的威权便只能让
人沉思。甘泉是大自然的怜悯，与“潮书宋韵”
无涉。

总兵府，老旧的重门掩息了金戈铁马、刀光
剑影；凝噎了慷慨悲歌，筹光交错；不见了怅然
离别，黯然销魂。春去春来，花谢花开，水质的
花朵原是易逝的光阴。昔日的森严府第，静默的
花絮纷飞，点点打在脸上。

沿着时光的隧道穿越茫茫烟波，感叹一场场
悲欢离合。商贾海上互市；盗贼劫船越货；戚继
光灭海盗；郑成功夺台湾；大洋林立的樯桅，蔽
日遮天；帐中肃穆的红烛，映照甲板的寒光。忽
然间的呼喊，惊醒了酣梦。顷刻间四面乱箭如
麻，熊熊的大火，吞没了鸣锣。云气浑浊的苍白
中，溅起了一片血红。长矛刺破了谁的铠甲？弯
刀割断了谁的咽喉？月亮被捆绑在树冠，战火燃
尽了黑夜。太阳穿过重重黑云，不知道有多少人
倒下。旌旗破碎，剑鞘残断，指尖滴血。海风呼
啸哪可度，孤岛苍茫更何有？杀气一夜作阵云，
相看白刃血纷纷。

曾经的海声动天，碧血丹心，曾经的侠骨
柔，醉花眠，归于沉寂和平静。一场薄薄的夜
雾，悄悄地来临，轻轻地散去，隐于永恒的虚
无。至情至性的痴男怨女或壮怀激烈，或荡气回
肠，或凄婉哀伤，或痛断肝肠，他们留下的一
切，总在无边的大海翻卷不息的浪花；爱恨情仇
的旖旎涟漪，总是在每一个不经意的时刻，扣人
心弦；浪漫、多情与缠绵，雄浑、柔弱与忧郁，
超越轰轰烈烈的现代风，总会有一种感动拂过颤
抖的心灵。

滚滚波涛，将过去吞没。青澳的海角，埋藏
了无数财富的秘密。海面捕鱼，船底会触到海中
房屋的飞瓴。“南澳Ⅰ号”出水的瓷器满是明朝人
绘画的麒麟、牡丹、仕女、书生与花草。海难是
上帝写了一半的剧本，句号由沉船打捞者完成。
打捞沉睡的文明，翻开阴影下厚厚的页面，检点
祖传的遗产。

天空和海洋的广袤蔚蓝里，有多少未知，就
有多少探索。

海是摇篮。鼓满的风帆，在梦中悬垂斜挂，
还有蓝色的海葵和树林周围的波浪，还有鸟在空
中避开一叶落花，鱼在水下绕过几丛水藻。摘下
一个个透明的果实，等待鲸鱼喷出的花的藤蔓。

别了，南澳！我会再来，远不止是来看海、
听涛、怀古、幽思，而是走进你宏阔的自然之
门，以之为回归自然的象征，安顿我总是难以宁
静的灵魂。

陈年老铁的沉香被琥珀包裹的时
候，思念慢慢进入。

我始终无法走出，那朝侍茶园暮看
云的日子。在曙光乍泻的清晨，在夕阳
归乡的黄昏，躲进茶园，那一股成熟的
茶香，浓浓的，暖暖的，便走进了奶奶
那淡淡的目光里。

“香儿，你全身是汗，又疯跑去了，
这死孩子。快去冲一碗盐米茶喝下去，
这样就不会中暑，肚子疼……”奶奶半
恐吓半认真地说。初夏那浩荡的阳光
里，外加几声蝉鸣，一串串脚印，带出
一身洁白素装，拎一只竹编茶篓，于行
行茶树丛中摘出绿色的梦。

我的记忆里，这样一个声音永恒定
格。

那个有着阳光的午后，院子里奶奶亲
手栽种的每一株茶树都在肆意舒展，每一
朵茶花都尽情地芬芳，阳光，蝉鸣，蝶舞，
唱响了一曲喜悦的歌谣，拉开了一幅爱的
画卷。奶奶最疼爱的这朵陈家小茶花，在
茶的滋养下，长大成人了。以茶为媒，从
中国茶叶第一镇感德这北边茶山，走进南
边的茶山——铁观音发源地西坪。

一路走来，光阴重叠，我依稀在记
忆里遗失了什么，又在寻找什么，可终
究道不清具体是什么。

喝茶于安溪这座山城是一种日常，
这里祖祖辈辈的人每天开门第一件事就
是烧水，泡茶。奶奶生活俭省，喝茶却
颇讲究。她只喝由时间沉淀下来的“女
儿茶”和她自己炒的“蜜茶”“盐米茶”。

内安溪主产茶区感德，家里有女儿
的，会在女儿出生的当年精选最好的茶
叶密封起来，等到女儿出嫁时再拿出来

做嫁妆，作为女儿走进夫家用来敬奉公
公婆婆等长辈的第一杯茶。

那一粒粒精选出来被封存好的陈年
老铁，都封存着一个家族对晚辈的心愿，
还有诸多的恩慈。这样经过“时间”洗礼
后的茶，不但味道甘醇古雅，还深具一层
时光的意义，它们像沉稳、睿智、豁达的老
者，充满对万事万物的包容，象征着一个
女孩成长的过程：由天真、稚嫩走向成
熟、圆满的人生。

在闽南有着这样的一个习俗：女孩出
嫁当天在婚宴结束后，新娘要给公公婆婆
等长辈敬茶，这茶不是普普通通的茶，而
是结婚当天，新娘在随身带的“女儿茶”里
放进红糖的甜茶。奶奶出嫁那年，伴随她
走进陈家的还有那一罐“女儿茶”。

从奶奶跨进陈家的那一天起，封存
“女儿茶”便成了陈家的家规。奶奶常
说：“铁观音这种神奇的树叶，是上天对
我们的恩赐。而被时间封存下来的陈年
铁观音更是印在戴云山脉的星星，她眨
着一双干净的眼睛看着我们，守护着这
山山水水。”在奶奶的熏陶下，陈家每年
都会精选一些上等好茶封存起来。特别
是家里有女孩出生的那年，封存“女儿
茶”便是家里的头等大事。

学会炒“蜜茶”和“盐米茶”是陈
家女儿出嫁前一天必修课。遍地绿意的
茶园，一株株茶树变得干干净净。我抬
头仰望的天空，蓝得清凌凌，蓝得醉
人。我听见有人扯动乡间的风铃，吹红
怀旧的灶膛，我看见故事在这株铁观音
叶脉上生动易感的画面。

“丫头，我们先来炒盐米茶，你看好
了。”奶奶一脸严肃地说，生怕我学得不

认真。生火热锅，锅热了后，她伸手抓
了一把日常煮饭的白米放入，再抓一把
封存多年陈年铁观音茶叶放入，在热锅
中不断翻炒，炒到米变得焦黄，空气里
有淡淡的炒米香及幽幽的沉香，再撒入
食盐，最后加入热水煮上一碗香香的铁
观音盐米茶。

“丫头，吃坏肚子时，就这样炒上一
碗盐米茶喝，就不用找医生。若是肚子
胀气了，不舒服，就炒上一碗蜜茶喝
……”。锅里传来“噗呲噗呲”的声音，
空气里多了甜甜的味道，奶奶教完我炒
盐米茶，又倒入蜂蜜，加入茶叶、陈
皮，开始教我炒蜜茶。“丫头，炒蜜茶要
费点时间，要不停翻炒，直到茶叶和蜂
蜜完全融合。可以用手一抓，蜂蜜不粘
手，这个蜜茶就算是炒好了。”奶奶教我
炒起盐米茶和蜜茶一点也不含糊。

这个奶奶教我炒盐米茶、蜜茶的午
后，变成了一枚最饱满的果实，由奶奶
的手传递到我的手，成为家族里世世代
代人生命的延续，情感的皈依。

茶滋养着我。用陈年老铁作原料，
奶奶制作的陈家独有的盐米茶、蜜茶伴
随我成长，让我童年里免去肚子不舒服
或中暑时吃药的痛苦。而今我自己做了
妈妈，女儿肚子不舒服时，我常如法炮
制盐米茶、蜜茶给孩子喝。

“今年吃甜甜，明年生后生”“新娘
娶到后，家财年年富”“今年娶媳妇，明
年起大厝”“新娘生水真命好，内家外家
好名声”“姑拿甜茶来相请，让你金银整
大车”……走进夫家敬奉茶叶的那天，
听着来自长辈的声声祝愿，我恍然明白
奶奶奶常说的那一句话：那每一粒历经

时间沉淀下来的老铁，都是印在山脊里
的星星，守护着一辈又一辈的人。

无独有偶，结婚敬奉长辈喝茶的那
天，夫家的当家祖母也拿出一坛用陶罐
封存起来的陈年老铁，在我敬奉完茶后
开启这个别具“时间分量”的陈年茶，
告诉晚辈生活如同老茶这般简单，无需
经过任何矫揉造作或艺术的加工，只要
简简单单的、朴朴素素的样子，由时间
的沉淀就能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原
来，世代从事茶叶经营的夫家，从父辈
开始也会每年留下一些最好的茶叶密封
起来，在家族有重要的日子开启有时间
分量的茶与大家一起分享。

丫头的琴声在8点准时响起，我捧着
一杯刚冲泡的陈年老铁，看着透明的液
体慢慢变成红褐色，红而透明有光泽，
像琥珀让人动情。那干枯被压扁的叶子
在水里缓缓地伸展，慢慢变得饱满平
滑，呈现出它的本色，变成了一颗颗又
亮又圆的星星。

印在山脊的星星
□ 陈佩香

印在山脊的星星
□ 陈佩香

南澳：

自然之门
□ 陈世旭

长长城
不该

忘却

的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