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华文作品
责编：张鹏禹 邮箱：bnuzhangpengyu@163.com责编：张鹏禹 邮箱：bnuzhangpengyu@163.com

2019年6月22日 星期六

我有两年的少年时光是在贵州土地上度过的。13岁
到15岁间，由于父亲工作不断调动，我在毕节一中、黔
西一中和都匀一中就读，然后由都匀一中转学到北京十
五中，3年后从北京入伍到云南陆军第14军40师。

1978年，我在云南度过了10年军旅生活的最后一个
春节。当时我在属安顺现属贵阳的开阳县接新兵，在一个
名叫青禾的小镇上住了将近两个月，走村串寨访问新兵家
庭，贵州的山乡村寨过年盛况让我终生难忘。尤其是布依
族寨子的火热与真诚令人感念不已，至今回味无穷。

都匀的剑江，毕节的苗山，黔西的小河都曾留下我
的少年记忆，开阳的春节为我的军旅生活画上了一个句
号，因为把新兵培训完我便转业回北京了。但贵州对我
一直有故乡般的感觉，正是这种亲切和亲近感促使我愿
意走贵州，看贵州，也愿意写贵州。

2008年春节期间冰雪凝冻灾害发生的时候，我曾带

着一批作家访问贵州。那场灾害让贵州损失惨重：断
电，断水，断路，整座山的大树一片片被冰雪压断。

正月初八那天，我带着一批作家、诗人从北京来到
都匀，在福泉和三都进行实地采访，和电力工人们登山
架线，还采访了都匀市公安局。干警们讲述了他们如何
在断电的情况下，坚持用警灯照亮都匀，保一方平安的
故事，还有在陡滑的山路上，如何舍生忘死保护行人的
故事。适逢元宵节，都匀举办了一场鼓舞士气的广场朗
诵会，会上我借《我的心在贵州》一诗表达了对贵州这
块土地的深厚感情。

我爱人拥有警衔，我是警属。由于这个身份，我参
加过无数次公安文联的活动。公安文化不同于军旅文
化，也不同于石油文化或电力文化。我认为公安文化是
仅次于军旅文化的一种涉及面极广，与每个人都密切相
关的特殊文化。

公安文化是保平安、定人心、暖万家的幸福文化，
也是英雄辈出、慷慨激昂的现实主义革命文化。我的老
前辈、著名诗人张志民就是公安文化重要的创始人，他
写过很多好诗，也写过很多公安反特小说，譬如上世纪
50年代的《孤坟鬼影》等。

公安文化值得人们尊重。贵州的公安英模有大方县
女民警陈敏、漂亮但刚强的女法医赵晶晶、传奇老刑侦
占必成、身残志坚的英雄干警张秀昊等典型。当这些英
模坐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能够把目光从材料中拔出，直
接与他们交流、对话，这是非常难得的开拓眼界、增加
阅历的机会。

需要说明的是，作家采访的文学性及细节要求超
于新闻性，尽管作家面对的是真人真事，但并不是随
意发挥，尽情联想。它有特定的局限性，也考验着作
家的艺术修养和文字功夫。这是公安文化对我们提出
的要求，也需要我们提交一份较好的答卷。

我的老战友李迪从 10 年前采访丹东看守所开始，
就结下了公安情缘。他写深圳，写无锡，写好多地方的
公安干警，他的公安情缘比我还要浓。借助李迪的笔，
我对公安系统了解不断加深。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把自己
的贵州情结和公安情缘借助文字表达得更加出色，体现
在我们每个人的作品中。

书写公安文化的过程中，警民两支文学队伍有分
流，也有汇合。公安作家和我们这些非公安作家们在
一起，能向广大读者更全面地展示整个贵州公安系统
的风貌。

公安战线在和平年代里牺牲最大，每年平均有四
五百名公安干警牺牲，几乎天天有牺牲。现在媒体发
达了，我们能及时看到让人痛心的案发现场。但我们
并非单纯为了描写悲壮、展示惨烈而做这件事，而是
要在新中国成立 70年的特殊背景下回顾公安队伍的成
长，通过贵州公安，进而展示整个中国公安队伍这支铁
军的风貌。

新中国成立前 10 个月，我出
生在哈尔滨，幸运地成为新中国
的同龄人。也许缘于同龄，我们
这一代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
紧相扣。回想一生经历，最重大
的转折是我走出校门 10 年之后，
终于赶上了恢复高考。

上大学前，我在延安农村插
队当农民，部队军马场当牧工，
工厂当工人。文革结束，我调到
地委宣传部当新闻报道员，调令
上有 4 个字“以工代干”。什么意
思？好的说法，工人中选拔出来
做干部工作。差的意思，不是科
班出身，虽坐办公室，身份是工人。听到恢复高考的消
息，我去找部领导，要参加高考。部长听完我的话，瞪
大了眼睛说，上大学干什么？学知识，学完干什么？还
要回来工作！恐怕那时候，你现在的位子早叫别人占
了！不就是“以工代干”嘛，好好干，过上一年半载，
会给你转正的！部长是真心认为我脑子进水了。我只好
照常上班。

一天午后，我骑着一辆飞鸽牌自行车飞快地滑过家
门口的坡道去上班。自行车刚穿出巷口，就听得头上传
来一声恐怖而绝望的尖叫。我一抬头，有个男人在小巷
边高高的白杨树上，锯下一根树干侧枝，在他的尖叫声
中，侧枝正从天而降。我本能地捏紧自行车的双闸，接
着便眼前一黑，被弹到了空中。

救护车把我拉进了医院，经过检查，骨头和内脏都
完好无损，碗口粗的树干，齐刷刷地刮掉我一层皮，从
鼻梁到两只手臂再到两条腿。大夫说：真悬！自行车再
向前1厘米，一切都不需要了。

很快，这个悲剧演变成正剧甚至喜剧。领导批准我
在家养伤两个月，正好抽空补习，准备1978年高考。躺
在床上怎么补？借来一叠课本读。我在床头贴了 3 张大
图：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外加一张中国历史年表。俗
话说“地理一大片，历史一条线”，容易突击得高分。

我终于走进了 1978 年的高考考场，总分也还不错，
只是大意失荆州，一贯擅长的语文分却最低。

语文作文是将一篇长文章删成600字的报道。一看题
目，我乐了，这不就是我天天上班干的活嘛。用笔勾勾
划划，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果，检查了一遍都
齐全，就交卷上去，也没认真数一下多少字。我心想：
千军万马过高考，考官哪有功夫数多少字？天知道那回
招生办动员许多大学生当义工来数这600字。多一字扣一
分，于是我的语文就扣成了68分。

北京广播学院在我们地区只招一名，这个 68分，让
总分第一的我也没完全的把握了。在研究招生简章时，
我发现其中有一句：“有特殊专长者优先”，便打肿脸充
胖子，把自己在《解放军文艺》《诗刊》《北京文学》《陕
西文艺》等报刊上发表的诗歌剪辑订册，送到招生办。这招
灵，我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分到文艺编辑专业。

在恢复高考的机会面前，我交了两份答卷，一份是
高考试卷，证明我曾经是个学习努力的学生；另一份是
我写的那些作品，证明我在基层10年的努力……

1969年春节后，我到延安插队，住进生产队饲养员
栗树昌老汉的家。他家境极穷，仅有一孔没有窗户的窑
洞。我在这个家生活了一年，身上长满了虱子，学会了
所有农活，唯一保持的习惯就是睡前要在煤油灯前看一
会儿书。我的枕头旁有两本从四川带去的书，《鲁迅全集

（第二卷）》和《战争与和平》残本。这两本书是我所有
的财产，滋养着我长夜里的梦。

1973年，我在秦岭深处一家部队工厂政治处当“以
工代干”的干事，我开始向刚复刊的 《解放军文艺》 和

《陕西文艺》（原 《延河》） 投稿。投稿不花钱，信封写
好地址，剪去一角，邮局就会投递。尽管投稿杳无信
讯，我仍不断将稿件装进信封投进邮筒。当过农民让我
知道，种不种在己，收不收靠天。

年底我收到从 《解放军文艺》 寄来的一个厚厚的大
信封，我激动地打开信封，竟是整齐编号的一叠稿件，
一年来寄去的稿件一件不少地退回，还附赠一本解放军
文艺的笔记本。里面有编辑写的一封信，大意是说，我
是他见到的最努力的作者之一，相信定会成功。没说写
的怎么样。签名：雷抒雁。这是我投稿以来认识的第一
个编辑，这个大信封是我得到的头一批退稿。尽管没发
表，我写下的作品总算真有人看了。

1974年春节后，我受 《陕西文艺》 邀请，参加陕西
诗歌创作座谈会。兴冲冲赶到西安，到了会场才知道，
我是与会者中唯一没发表过作品的诗人。主编王丕祥老
师介绍我时说：这娃有生活，就是不太知道写作的规
矩，让他来参会，向大家学习，我们还要请他到编辑部
来帮助工作。说完了，又重复一句：“这是我们的延安
娃，我看是个好娃！”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文学活动。

当了见习编辑后，我可以凭主编的批条，到图书资
料室借阅封存的资料，以便提高“批判水平”。每次可借
出10本。在这段时间，我读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所
有能读到的诗集。从贺敬之、郭小川、艾青到张志民，
从但丁、普希金、惠特曼、聂鲁达到黄皮内部资料的梅
热拉伊蒂斯的《人》。我每次走进这个没有被付之一炬的
图书资料室，就想：这是我的大学，我的文学圣地。

我在 30 岁才走进大学，4 年里，我以考试成绩均在
90分以上的全优，完成了所有学业。学校发给我毕业证
书的时候，《诗刊》的邵燕祥先生让我填了一份中国作协
入会申请书，随后收到一本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证。

我感恩时代给我机会证明一个新中国同龄人应该是
什么样。我感恩艰难岁月里那些让我走出人生困境的所
有人。我感恩命运的一切，包括高考前那条小巷留给我
的1厘米……

舌苔上的记忆，总是那么顽固而清晰，有时候甚至
有些不可思议。饮茶之人，尤其如此。

1983 年的一天，安徽省茶叶公司收到一个邮寄包
裹，里面是一篾篓装的老茶，随附一信：此茶叫安茶，
是半个世纪前的茶品，产自安徽祁门，历来在广东和港
澳台以及东南亚一带畅销。现因几十年未见，广东、港
澳台及东南亚等地老茶人十分想念，特来信致意，寄望
复产。为方便复产，特附上老茶一篓，以作样茶……

落款为：“华侨茶叶发展研究基金会关奋发”。
当时，茶叶在内地仍实行统购统销。安徽省茶叶公

司是安徽省内专门从事茶叶产、供、销的国有企业，但
都不知安茶是什么茶，更不知“关奋发”为何方神圣。

从“华侨茶叶发展研究基金会”追根溯源方知，关
奋发系香港爱国商人，华侨茶叶发展研究基金会发起
人。协会于 1981 年在北京成立后，致力于扶持茶叶的
生产、加工、出口，研究改进茶叶品质，资助奖励对茶
叶发展作出贡献的有志之士。

关奋发祖籍福建，茶叶世家，13 岁即在武夷山做
茶，后落脚香港，并到东南亚经营茶叶。上世纪 30 年
代日本侵华，茶叶的生产、运输、销售受阻，他被迫改
行做其他生意。但他不忘祖业，始终惦记着茶，早在改
革开放之初，就已遍访内地各大产茶区。

关先生寄来的那篓茶，是产于上世纪 30 年代的安
茶。茶篓藏有茶票：“具报单人安徽孙义顺安茶号，向
在六安采办雨前上上细嫩春芽蕊，加工拣选，不惜资
本，加工精制，向运佛山镇北胜街经广丰行发售，历有
一百八十余年……”

安徽省茶叶公司询问祁门县，方知新中国成立前，
安茶已经停产。

祁门历史上生产饼茶、青茶、安茶、毛峰，茶业历
史悠久，早在唐代已颇具规模。唐咸通三年 （公元 862
年），歙州司马张途所著 《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 载：
邑“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
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
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
岁二三月，齎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

清光绪初，绿茶销路不畅。胡元龙、余干臣在祁门
周边的贵溪、至德 （今东至县） 试制红茶成功，并劝导
茶农改制红茶。自此，红茶逐渐成为祁门茶业的主要产
品，蜚声海外，畅销欧美，与印度大吉岭、斯里兰卡乌
伐红茶并列为世界三大高香名茶。祁门所产绿茶、安茶
反倒退居其次了。

一般认为，安茶创制于明末清初，产于安徽黄山市
祁门县南阊江沿岸芦溪一带，是介于红茶、绿茶之间的

一种半发酵紧压茶。安茶历来称谓较多，光在祁门民
间，就有广东茶 （大约因主要销往广东）、软枝茶、六
安茶、青茶等叫法，在广东、港澳、东南亚一带，有安
徽六安笠仔茶、安徽六安篮茶、陈年六安茶、矮仔茶、
徽青、普洱亲戚茶等叫法，凡数十种，不一而足。

好茶靠好种。祁门当家品种称祁门种，其中槠叶种
占 81.1%，属国家级珍贵茶树有性种优质资源，为祁门
独有，酶活性高，安茶正是采自此种茶树。采摘鲜叶一
般以芽叶为主，采一芽二叶、三叶或对夹叶，以芽蕊为佳。

安茶用篾篓装，篓呈椭圆形，内衬箬叶。茶色黑褐
尚润，条索壮实均齐，口感清爽醇厚，味中有甜，汤色
澄明，带箬叶香味，适宜热带潮湿地区人们饮用。

茶为药用，茶草同源，茶最早本是解毒之物。相
传，在香港广东一带，海边渔民喝海水后腹胀，把安茶
放在炉子上煮一煮，喝上一碗，病就好了。百年前，岭
南曾瘟疫流行，当地中医以安茶开方之药引，治好了不
少病人，“安茶”可以治病的消息不胫而走，被当地人
奉为“圣茶”。

“楼下喝普洱，楼上喝安茶”。当年两广、港澳台及
东南亚热带地区家境殷实的人家，几乎家家备有安茶，
且越陈越受欢迎。清末民国年间，香港盛行喝安茶，作
为上乘饮品，已然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安茶在近代曾远销亚洲各地，制茶商号繁多。据
《祁门县志》 记载，安茶历史上由茶号经阊江从江西运
至广州、佛山等地，转口销往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
西亚等国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1932年，祁门县有
安茶号 47 家，其中“顺”字号 6 家，“春”字号 30 家，
名气较大的有“孙义顺”“新和顺”“向阳春”等。

抗战期间，受战事影响，水路荒废，安茶市场萎缩
而逐渐停产。1945年，最后一批安茶运送抵香港后，就
此销声匿迹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远在香港的
关老先生居然还对安茶念念不忘，专门来信寻访，希望
恢复生产，再续半个世纪前的茶香。

安茶复产，有幸赶上内地改革开放春风。1984年，
国务院下达文件，宣布除边销茶 （指专供销往边疆少数
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习惯饮用的茶叶） 外，内销茶
和出口茶一律实行议购议销，实行国营、集体、个体多
渠道经营。这一年，祁门县有关部门派技术人员深入安
茶原产地芦溪乡，遍访当年安茶制作、经营者，终于试
制成功，安茶得以恢复生产。

复产后的安茶，很快在广东佛山等地引起反响，逐
渐行销原有市场。1997年，根据广东省土畜产进出口公
司一位经理的建议，老茶号“孙义顺”商标重新申请注
册，1998年正式启用。

不巧的是，安茶复产后，正赶上祁门茶业“红改
绿”浪潮，绿茶受青睐，安茶销售市场受到很大冲击。

谁曾料想，2003年爆发非典。安茶可消瘴的药效被
广泛传播，广东人纷纷购买安茶加以防范。一时间，安
茶火了一把；不仅如此，安茶的经营者们一致决定，非
典期间，货源再紧俏，也绝不提价，坚决不发“国难
财”——安茶总算站住脚跟，市场从此稳定下来。

关于安茶的过往，我早已耳熟能详，但却从未到芦
溪去看看真正的安茶产地。直到今年清明前夕，我从祁

门县城驱车沿山路蜿蜒 40 分钟，来到安茶的核心产区
——芦溪村。一条不足500米长的街上，两旁茶企、门
店毗连，老远就能闻见淡淡的茶香。

受邀走进一枝春安茶厂喝茶，得知他们刚创办了
“安茶故事馆”，还原安茶历史。我问老板戴海中：“与
祁门红茶和普洱茶相比，安茶在制作工艺上到底有哪些
独特之处？”

“安茶亦分初制和精制两大过程，初制和精制前面
几道工序和一般的茶叶制作比，工艺相差不大，精制后
面的几套工序比较独特。比如补火，主要作用是提香；
夜露，用竹垫把白天补好火的茶叶摊于露天，吸收露水
中的养分精华，改变茶叶的口感；装篓，使茶叶与箬
叶、竹篾近距离接触，温温热气促使茶香、箬香、竹香
三香合一；打围，把装满茶叶的小篓串连起来，把握好
竹篾收紧的力度，这是紧压茶叶的过程，普洱茶要越紧
越好，安茶讲究外紧内松……”

戴海中说，“新制的安茶一般需储存陈化 2 至 3 年
后，使其火气退尽，方可饮用。”

“火气退尽”四字，颇有意味：原来茶也有火气，
退尽后方能成为好茶——茶尤如此，况人乎？

祁门县祁红产业发展局负责人告诉我，芦溪乡现有
15 家生产安茶的加工企业，安茶销售市场相对稳定。
2018年安茶产量近200吨，产值近2000万元，这些年基
本保持在这个水平，产量和产值都不算大。

“做大一点，不是更好么？”
“那倒不一定非要追求数量。目前来说，制定安茶

标准，确保安茶品质，保护好安茶品牌，才是当务之急。”
这话说得实在。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一定

要贪多求大。只要做精做细，做到唯一，即使再渺小，
照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和顽强的生命力，自会有其无可
撼动的一席之地。

安茶比较小众，产量不高，销区不大，目前主要内
销广东、北京、上海，外销日本。之所以能在销声匿迹
数十年后被人记起，浴火重生，就在于它的精与细，还
有它独特的口味和效用，在爱茶人舌苔上镌刻下了不可
磨灭的记忆。

一片茶叶，富一方百姓。离开芦溪乡时，当地人告
诉我，芦溪村有农户 585 户，其中 520 户从事安茶生
产。2018年村民人均纯收入15920元，高于安徽省平均
水平；其中从事安茶生产的纯收入达11148元，占全年
70%。农户不仅从事安茶的种植、采摘、生产、销售，
还忙于采摘箬叶、编制篾篓……

续香后的安茶，又在续写乡村振兴的新传奇。

安茶续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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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的公安情缘的公安情缘
□ 高洪波

《品茗图》 刘熙寅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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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华文作品推出 3 篇作
品。斯雄 《安茶续香记》 在袅
袅茶香中回溯安茶的文化历
史，从悄然停产到复产续香，
安茶和茶业工作者们共同续写
着乡村振兴的佳话。叶延滨

《感恩一厘米》讲述了作者作为
新中国同龄人在70年岁月中经
历的人生起伏，人与国的命运
紧密联系在一起。高洪波 《我
的公安情缘》 讲述作者与贵州
公安的情缘，金色盾牌上闪烁
的光辉照耀着中国公安队伍这
支铁军前进的步伐。

——编 者

（本版其他图片来自网络）《阅读》 王胜烈绘 中国美术馆藏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纪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纪实

◎金台茶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