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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茶”，我是外行。因为
体质瘦弱，不宜饮茶，偶陪客人品
茗，也会醉茶。但是，我喜欢茶
树，所以，见识过几种名茶。

唐代茶圣陆羽 《茶经》 曰：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所以，要
喝好茶，看古茶树，得往南方走。

天下名茶数龙井

2014 年春天，我们在杭州小
住两月，有机会到西湖龙井村，去
看那里的茶园古树。龙井村在狮峰
山下，进村走一段山坡路，迈进龙
井山园，选茶桌落座，近处石壁上
有一小泉水流进石槽池。两杯新茶
上桌，叶绿汤青，真如古人描述
的，“甘香如兰，幽而不冽，啜之
淡然，似乎无味……此无味之味，
乃至味也。”这“无味之味”，正是
西湖龙井的“至味”。

西湖龙井茶有狮峰、云栖、虎
跑、梅家坞几个核心产区，以狮峰
为上品，且以“明前茶”为上乘珍
品。所谓“天下名茶数龙井，龙井
上品在狮峰”。

起身往前走，便是狮峰山脚下
的胡公庙，庙前有十八棵茶树，这
就是乾隆皇帝所封的御茶。

胡公庙很有名，供奉的是北宋
清官胡则。胡则是浙江永康人，为
官清廉勤政，赢得了百姓的尊敬爱
戴。退休后，回归故里，葬于杭州
狮峰山下老龙井，当地百姓一直把
老龙井称为“胡公庙”。

史料记载，乾隆皇帝六下江
南，四到龙井茶区。他评价龙井茶
时说，“入口香冽，回味极甘，其
近狮子峰所产者，逊胡公庙矣。然
已非他处可及。”所以，胡公庙前
所产的茶是最顶级的龙井茶。泡一
杯龙井茶，喝出的是独特而骄人的
龙井茶文化。

十八棵御茶，已成为西湖龙井
的形象和象征。如今，十八棵御茶
树一米多高，生长旺盛，乾隆御笔

“御茶”两个大字刻立于茶园旁。
有联曰：“壶中生花香浓眼，

忘却风尘如仙台。”

“正山小种”蕴精华

最近，朋友送了一盒武夷山
茶，老伴喝上了瘾。正巧听说武夷
山东北部天心岩下九龙窠陡壁上，
长着几棵大红袍始祖茶树，已有千
年历史。

这几棵茶树，引起了我的兴
趣。所以，我们与朋友相约来到武
夷山。在“武夷山自然博物馆”，
翔实的武夷山茶文化介绍，给我们
留下了深刻印象。

“正山小种”红茶，有独特的
高香，与该地区的地势有着密切的
关系，桐木村的几个自然村拥有
4000 多 亩 茶 园 ， 均 分 布 在 海 拔
700—1200 米的山体下部或峡谷地
带。这些地区森林密布，降雨量丰
富，相对湿度大，云雾缭绕，夏季
凉快，冬季无严寒。昼夜温差小，
不冷不热，极适于茶树生长。

当地人介绍，“正山小种”的
“正山”，是指“高山所产”、正宗
之意，而“小种”，是指其茶树品
种为小叶种，且产地地域及产量受
小气候所限之意。

走进大红袍景区的山谷，一股
清新扑面而来，山与水浑然一体。
沿着山崖小道攀爬了半个多小时，
终于到了九龙窠崖下。我们站在岩
下仰望几棵大红袍母树，虽历经沧
桑，仍枝繁叶茂。

在武夷山一周，我结识了几位
朋友，他们生在武夷山，长在碧水
丹山，已经和武夷山水、武夷山
茶、武夷文化融为一体，他们虽各
有职业，但都是茶的专家。

一般的茶叶，冲泡三到四次就
淡而无味了。而武夷山的“正山小
种”“大红袍”等几种名茶，冲泡
10 次以上仍余味无穷。当地有一
则顺口溜：一泡水，二泡茶，三泡
四泡是精华，五泡六泡有余味，七
泡八泡也不差。

《茶经》曰：茶山之土，“上者
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
土。”武夷山拥有峭峰深壑，烂石

砾壤，迷雾沛雨，早阳多阴。武夷
茶独享大自然之惠泽，奉献给人们
以独特的“岩韵”。

庐山云雾酿醇厚

我曾多次到访庐山，落脚点就
在牯岭街中心路北山坡上一栋三层
小洋楼里，著名的庐山云雾茶的主
要产区汉阳峰、五老峰等就在这前
后左右。

庐山种茶，历史悠久。
据明代《庐山志》记载，东汉

时，庐山僧侣云集，他们攀危崖，
冒飞泉，竞采野茶。在白云深处，
劈岩削谷，栽种茶树，焙制茶叶，
命之云雾茶。东晋时，名僧慧远，
在庐山居住 30 余年，聚集僧徒，
在山中种茶制茶。唐朝时，庐山茶
已很著名。

1971 年，庐山云雾茶被列入
中国绿茶类的特种名茶，1982 年
在江西名茶评比中，位列八大名茶
之首。

游庐山，从山下眺望，山势连
绵起伏，淡青色的群山宛如秀美画
屏矗立在遥远的天际。走进山谷，
车窗外山道连绵逶迤，如龙蛇盘旋
奔走，一路林木葱茏，秀色欲滴。

庐山常年云雾缭绕，泉水潺
潺，年均190多天有雾。长江和鄱
阳湖的水汽蒸腾凝聚，铸造了庐山
的优美风景和神奇景象。这种云雾
景观，不仅给庐山蒙上了一层神秘
的面纱，更为茶树生长提供了理想
的条件。

庐山云雾茶，风味独特。人们
通常用“六绝”来形容庐山云雾茶
的特点：“条索粗壮，青翠多毫，
汤色明亮，叶嫩匀齐，香凛持久，
醇厚味甘。”

古老茶祖看滇红

中国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说：
“世界最大的茶园在中国，中国最
大的茶园在云南，云南最大的茶园
在临沧。”临沧生长有万亩原始野
生古茶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
上面积最大、树龄最长、海拔最高
的原生古茶树林。而在临沧，还有
一棵全世界最古老、最粗大的栽培
型古茶树。这棵古茶树，当地人称
为“锦秀茶祖”，生长在临沧凤庆
县小湾镇锦秀村香竹箐自然村。

2018 年 12 月 9 日，我们来到
了临沧，次日一早便赶往“锦秀茶

祖”所在地竹箐村。车子出城，从
砚湖公园边开始爬上多弯路窄的山
道，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车
子时而云上，时而云下，时而云雾
之中，在海拔 2000 多米的山路上
盘旋。

正午时分，车停茶王村口，抬
头一望，“锦秀茶尊”牌坊赫然眼
前，目无旁顾，急登百级石阶，转
过几道平台，终于见到盼望已久的

“茶祖”真容。高高的山坡上，茶
祖在千百棵子孙树的簇拥下，显得
格外苍翠挺拔，在蓝天白云映衬
下，那么生机盎然。

告别茶祖，徐徐下坡，宽宽的
石阶步道，两旁不几步就有一个石
砌方池，栽种着新茶树，在冬日阳
光下，一些茶花显得格外鲜艳。

对于当地人来说，茶树是大自
然的恩赐，一山连一山，一片连着
一片。在凤庆，可谓家家种茶，户
户卖茶，茶，是百姓的生命。

数百年来，成百上千匹骡马，
穿梭在茶马古道上，把茶叶、土特
产送到西藏、内地和海外，驮进盐
和日用百货。古道功绩，凤庆人永
远不会忘记。

凤庆种茶制茶历史悠久，近百
年来，香高味浓、滋味醇厚的“滇
红茶”，蜚声四海，香飘万里。

高山云雾出好茶
孟 屯

在 壮 伟 的 昆 仑
山 中 ， 有 一 个 小
点 ， 叫 布 琼 。 布
琼，在塔吉克语中
是不大的意思。布
琼 河 溪 水 连 着 泉
水，油菜花映着苇
芒。这里的老乡勤
劳而坚韧，默默地
坚守、劳作。春天
一到，男人们收掇
收掇，背起馕，扬
起鞭，就把羊赶往
远处的牧场，一程
又一程。当秋天到
了，羊肥体壮，全
家团圆。

布 琼 属 于 新 疆
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皮山县垴阿巴
提塔吉克乡，但因
崇山阻隔，只能从阔什塔格进入。高洁的
天上，淡淡的云。远处的雪山，发着耀眼
光芒，老乡说前夜昆仑深处下雪了。蓝天
白云下的雪山，寥远而宏伟。

一路行走在布琼河谷，可见芨芨草、
骆驼刺、爬地松、高高的柳树，间或有几
株胡杨。皮山县的胡杨多在国道线两侧，
在沙漠中的河谷地带，很沧桑。而昆仑深
处的胡杨踪迹难寻，见到一两株，主干挺
拔，枝叶繁多。

风起时，草有节奏地起伏，与芦苇相
映。芦苇，墨绿或深绿色，一簇一簇在河
谷两边起舞婆娑，生出美感，随之就有乡
愁涌入。在昆仑深处，布琼河边，芦苇傍
水，生长荣枯。严寒下小心收藏，春风一
吹又勃勃生长。

一路行来，偶见几只羊在半山腰，气
闲若定，不时停下啃草的嘴，向着远方，
似乎等着转场的同伴归来。

踏着石块过河，我看到两个冬窝子。
一个面河，受光充分；一个搭在山脚下，
可避风雪。环顾四周，见几只水壶放在那
里，还是铜壶。这里的老乡对财物都视为
大家所用，冬窝子也是，谁遇到暴风雪天
气就可以住进去。那冬窝子用干打垒成
墙，脚用石头压住，半露地面，半入地
底。冬暖夏凉，以前是牧民住所，现在都
定居了，就作为应急之所。

到了布琼村庄，老乡们用盘子端来杏
干、核桃和巴旦木，热情地非让你吃不
可。我们下车去村部看了看，房子很多，
老乡家的门多数是开着的。这里路不拾
遗，夜不闭户，民风纯朴。

老乡们能歌善舞，无论男女老幼，只
要音乐一起，立即像鹰一样舞动起来。布
琼河水清澈，多清泉。在一泉眼下，我驻
足观看，捧喝了少许，并无苦涩，甚至有
淡淡的清甜味。这里村民饮用水，也是从
山泉接入。远处，山沟弯弯，水声潺潺，
间或有鸟掠过。

布琼盛产小白杏，清纯甘甜，但很难
保鲜。乡长说，春天的时候，你来我们村
上看看，满坡杏花，风一起，就下杏花
雨。说起这个，满是对春天杏花的醉意。

昆仑深处，布琼的天空，高远而辽
阔。老乡们善良勤快，生活持续改善，安
守于布琼河。小村，连着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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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丰塘，长什么样？是像
合肥董铺水库碧水映蓝天，还
是像天鹅湖畔绿意葱茏，亦或
是像巢湖一样烟波浩渺？

当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子，
一个冬日，独自从合肥坐车去
寿县行走，站在古城墙上瞭
望，霜铺田野，白茫茫一片。

那时，我孤陋寡闻，不知
寿县有个名贯古今的安丰塘。

一晃，人生之年已至夏
秋。季节已趟入了冬天，雨时
不时敲打车窗，朦朦胧胧，用
手拂拭，风景扑面而来。

冬日的寿县大地，少了些
葱绿，却也色彩斑斓，有翠
绿，有深褐，也有林木的金黄
和收割后稻桩的枯萎……

自小在巢湖边泡大的我，
对水有一种特殊深厚的情愫。

安丰塘，哪里是塘？分明
是大湖，是庞大的千年水系，
是春秋时期楚国建造的伟大水
利工程。我曾站在安徽省博物
院的安丰塘水系图前久久凝
视。2500 多年前，何以修建
如此浩大的水利工程？需要多
大的雄才伟略和智慧？

安丰塘的碧波在我心中荡
漾。踏上这片土地，心为之悸
动，我知道我不是来行走，而
是来膜拜的。

秋冬干旱少雨，安丰塘的
水位一退再退，滩涂裸露，一
层一层的水线毕现，偶有一两
块菜地，为茫茫寂寞单调的滩
涂妆点一些新绿。

寿县的古老大地，深邃又
博大，我步履轻盈，生怕一不
小心踩疼了楚王的神经、汉王
的脉搏，踩坏了他们善饮的
爵、烹煮牛羊肉的大鼎和载歌
载舞的节拍。

目睹这涛涛不息的安丰
塘，一望无际，纵横捭阖，多
么宽广的襟怀袒露。只有拥有
大智慧的人，才能造就这般千
古不朽的安丰塘。

水滨有一亭深入湖中，飞
檐翘角，临空欲飞，似湖中一
只大雁展翅。我伫立亭内，观
塘听涛，涛声在胸中激荡。湖
心岛像水墨画中一带而过的一
抹淡墨，对岸隐约成一条线，
消失于波峰浪谷中。任凄风冷

雨肆虐，我向偌大的安丰塘施
以一拜。

从少年到青年中年，一路
走来，不知做过多少水之梦、
湖之梦。要是能回到少年时
代，我定横渡安丰塘，畅游到
对岸去，以狂飙击浪表达对安
丰塘的膜拜与钟爱。

千年安丰塘，古老而年
轻，贯穿古今的水系，在灌溉
寿州广袤田园的同时，哺育多
少代人，塘中的蟹鳖鱼虾，又
滋养了多少代人。

期待有朝一日，安丰塘以
王者风范，以厚重的历史，以
崭新的面目和丰厚的人文气息
与中外游客见面。

下图：安丰塘风光。
郑金强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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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浙江
天台山时而风和日丽，时而月朗星稀，冬
似乎还是遥远的事。

若不是那场华顶雾淞，秋冬的概念早
已揉杂不清。走进这冰雪童话世界，才知
冬一点不逊色秋，独特的韵味美景自然是
赏冬的好去处。

这里群山围裹，莲花拱顶，是天台山
主峰。作为国家森林公园，华顶长满树龄
几百年的云锦杜鹃，经过春夏烂漫争艳的
怒放后，此刻通体透明的结晶体附着在这
些高大灌木上，吸收天地精华，静静休养
生息，等待来年的又一次莺飞草长。

杜鹃王树又系上了红飘带，一对男女
击掌互誓，相约白头，华顶雾淞成了爱情
的最好见证。寂寥中，你不由得双掌合
十，闭目聆听雾淞腹语，感受自然静默。
天地人的浑然一体，荡清了你内心的尘
埃。“淞”也就变成了“松”，人与人之间
也透明了。

当游客在查干湖凿冰捕鱼，天台山母
亲河始丰溪仍流水潺潺。把手伸进溪里，
水竟是那么温润柔和。江南的冬天甚少下
雨，但始丰溪永不干涸，滋养着两岸无数

百姓。溪面上冒着薄薄的水烟，湿地公园
水草一如既往地丰茂。几只白鹭停在江渚
上，几只藏在芦苇中，几只忽地惊起扑
飞。好一幅清溪落雁图。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溪旁绿道散走
着不肯冬眠的市民。月光洒下，水波不
兴，鱼翔浅底。石桥下，一位老者静静地
垂立鱼杆，不急不躁地独钓寒江雪。冬温
润了，时间也就停止了。

溪之南的岸丘上，整排整排地晒着豆
面。这既可以当主食，又可以做菜肴，由
纯豆类或番薯做成，比粉丝略粗，是当地
特产。冬天制作的豆面营养丰富，味道鲜
美，老少皆宜，是当地百姓的必备年货。

三代祖传，用料正宗，货真价实，许
阿大制作的豆面供不应求。默默坚守，辛
勤劳动，豆面养活了许阿大全家六七口
人。即使寒风凛冽，吹裂双手，许阿大一
家的生计在冬天便有了着落。冬天成了像
他一样特殊职业者的春天。勤劳的中国
人，是不分严寒酷暑的。馋涎欲滴着冒热
气的葱花豆面汤，手抓蘸着红糖的大路下
村年糕，这些江湖菜温暖了天台山，也温
暖了整个冬。

大山深处的冬夜早早来临，英科村里
为数不多的几个老人已然酣睡。村后的毛
竹林被山风吹得哗哗响，老范头家的篝火
正旺呢。上年纪的老两口在村口翘首盼等
着。马上就是老范头几个儿女回家过年的
日子，那一炉膛篝火照亮着他们的漆黑回
家路。不一会儿，大黄狗“吠吠”地直奔
村岗头，几声风尘仆仆的“爸、妈”，老
范家迎来了一年中难得的相聚。格子窗里
传出的欢笑声回荡在山村上空……

冬天，是中国人团圆的季节。等到冬
的来临，浓浓的乡愁才好一并清零。

庆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闹冬是
必须的。这是为了赶走寒，与冬进行的一
场对抗秀。

天台闹冬的高潮是“台阁闹年”。台
阁是天台山最具特色的传统民间艺术。四
人以上壮汉抬着阁子式的木柜，歌唱似的
吆喝缓缓行进，整个台阁做工精致，配以
各种装饰，台上童子扮作各相，在灯光映
衬下，煞是好看。

沿街花灯璀璨夺目，几十桌台阁一一
亮相，中间穿插舞龙、武术等各种表演。
整个县城流光溢彩，万人空巷。最具特色
的台阁是“济公斗蟋蟀”，一声声“鞋儿
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小济公惟
妙惟肖的表演，引得观众阵阵喝彩。这是
人们对出生于此地的济公最好的怀念，也
是对冬发自内心的欢愉。

一场盛宴过后，始丰溪的水流得更欢
了；华顶上的工人开始整理杜鹃；许阿大
正把晒豆面的架子收起；老范头已经到后
山满地找笋了；台阁上的童子褪装后，天
天追问何时再次登台。谁说希望的种子不
能在冬天萌发？

最美好的总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丁
点儿雪下了，是江南冬天的浪漫事。边开
车边听音乐，行驶在蜿蜒的几十里天北线
上，追赶着如梦如幻的雪花，一种跨过山
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的行天下感觉油
然而生。

当朋友向我娓娓讲述在天台山的冬遇
时，我的身体早已随着心柔软了，按下暂
停键，即刻出发，去天台山赶冬！

上图：天台山冬景。 丁必裕摄

赶冬天台山
范伟锋

西湖龙井村风光。 来自网络西湖龙井村风光。 来自网络

庐山雪后瀑布云。 丁 敏摄 （人民视觉）庐山雪后瀑布云。 丁 敏摄 （人民视觉）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行 天 下行 天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