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不懂茶道，但懂得泡茶。
中国茶道文化主要讲究五

境之美，即茶叶、茶水、火候、茶
具、环境，同时配以情绪等条
件，以求“味”和“心”的最高享
受，实在是大雅。

但我总觉得太过繁琐。一
壶，一水，一茶。放茶，倒水，盖
上壶盖，简单的几个动作，就完
成了泡茶。

我最喜欢玫瑰花茶。捏6朵
玫瑰花骨朵，放入茶壶里，徐徐
倒入热水，看着花骨朵在水底
慢慢浮出水面，绿色的花萼紧
紧地包裹着花骨朵，紧致的粉
色花苞湿漉漉的，这时候的玫
瑰花眉清目秀的。6朵，不多也
不少，有三两朵，晃晃悠悠地非
得挤在一起窃窃私语，声音很
小，生怕扰了别人的清梦。也有
孤僻的，远远地躲开热闹，独处
一隅，清心寡欲，远离是非江
湖，很有陶渊明“悠然见南山”
的超脱，当然，它见到的不是

“南山”，只是壶壁而已。
6朵玫瑰花，6朵茶心，共赴

一场茶水之约。喝饱了水，腰身
成熟，溢出的是淡黄色的玫瑰花
茶。清澈的壶水不再是清汤寡
面，有了妆容，有了眉眼，有了味
道。那味道藏不住，从壶盖的缝
隙里飘啊飘啊，拢着独特的色
彩，媚了我的鼻眼。

几杯下去，脸上就红润润
的。玫瑰花可以养颜，那是由内
而外的熨帖。

后来，我喝过很多茶，叫的
上名的，叫不上名的，品种繁多，
茉莉花茶渐渐淡出我的生活。

一日，我手捧一束鲜花去净

姐的茶室。掀开叮当响的门帘，扑
入眼帘的是“禅茶一味”4个大字。
这雅致的墨宝装裱在一片淡褐色
的苇席背景墙上，顿觉别具一格。

茶具在茶室正中一张低矮
的桌子上，桌子的一侧，放着一
只精巧的小筐，小筐的外围用细
细的麻绳包裹着，一圈又一圈，
挨挨挤挤的，中间缝了一块米色
的长方形小布头，内里嵌着一串
深褐色的英文，最显眼的是小筐
里插着几根芦花。芦花白白的，
毛绒绒的，芦杆簇拥在一起，芦
花又各自招展着，那份柔美在雅
致中平添了几分趣味。

我再一抬头，墙上的柜门

上，挂着一只小竹编，里面赫然
端坐着一个大红薯，红薯已经发
芽了，几根紫色的茎上顶着叶
片，一侧刚冒出的尖尖芽上，挂
着一个小香囊，香囊的紫色流苏
迎风摇摆着。

我的目光四处游览之际，净
姐已沏好了福鼎白茶。茶在唇齿
间流转，香在心底氤氲。

据说，明末清初，周亮工莅
临太姥山，为福鼎大白茶母茶树
题诗：“太姥山高绿雪芽，洞天新
泛海天槎。茗禅过岭全平等，义
酒还教伴义茶。”

品茶之兴头处，茶味入心，
欢声笑语惊醒了门口的一丛竹，

阳光跳跃在竹叶上，竹叶婆娑
起舞。竹不必成林，一丛翠竹，
就足够令茶室生辉。芦花满天
飞太过浩荡，反不及一小束规
矩地插在茶具一旁，与茶水相
依相伴，方寸之地，就撑开了原
野的辽阔。茶醇，人好，雅俗共
赏，一切刚刚好，就是我心目中
的茶道。

又一日，恰逢周五，我要去
店读书沙龙。事先联系了侯德
云老师。正准备启程，收到侯老
师的短信，他说，让我准备一个
大袋子装书。我哑然失笑，痛下
狠心，惴惴地准备了3个袋子。

进了读书沙龙，侯老师忙
着沏茶，我忙着围着满室的书
架转圈圈。厚厚的书，一摞又一
摞，放下这本，又拿起那本，哪
一本都喜欢，哪一本都不舍得
放下，好在侯老师特慷慨，我也
毫不客气，把3个袋子塞满了，达
到袋子的拉链紧贴着小书山快
撑破了相的地步，才罢了手。

坐下品茶，听侯老师谈论
文学的创作，一抬头，看到侯老
师身后的一尊茶圣陆羽的塑
像。细细地品茶水里所蕴含的自
然风光，山川大河与茶叶的完美
结合，再回味创作中删繁就简，
回归自然，回归生活的真味。心
想，在书香里品茶，方得茶趣，我
对茶道的理解又深了一层！

有人说，人生如茶，人一走，
茶就凉，是自然规律；人没走，茶
就凉，是世态炎凉。一杯茶，佛门
看到的是禅，道家看到的是气，
儒家看到的是礼，商家看到的是
利。茶说，我就是一杯水，给你的
只是你的想象，你想什么，什么
就是你。心即茶，茶即心。

我深以为然！ 文/宫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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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来了只能悲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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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速读

又到秋天，不由让人
想起一些古诗词名句：“秋
风萧瑟愁杀人，出亦愁，入
亦愁”“八月秋高风怒号”
……萧瑟秋景，悲凉情怀，
秋天难道是为文人骚客吟
出“愁”而存在的？

当然不是，中唐著名诗
人刘禹锡就以最大的热情
讴歌秋天的美好：“自古逢
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
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
诗情到碧霄。”全诗气势雄
浑，意境壮丽，融情、景、理
于一炉，不仅充分表现秋天
的生机和素色，更重要的是
刘禹锡赋予秋一种导引生
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
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

谁会想到，刘禹锡的这
首《秋词》及大量诗作、说论
文和辞赋均创作于仕途受

挫、人生处于低谷的贬谪时
期。缘何仕途受挫、处于人
生低谷的刘禹锡能表现出
一种超越苦难的气概情怀
和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因
为他心中没有丝毫“萧瑟”
之气。

772年生于徐州（祖籍
洛阳）一小官僚家的刘禹
锡，字梦得，自我介绍时喜
欢学刘备，常称汉中山靖王
之后，从小受儒家思想熏
陶，且为学霸和考霸。贞元
九年（793年），21岁的刘禹
锡与中唐另一位大咖柳宗
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登博
学宏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
取士科。他仕途起点较高且
一步一个台阶，初任“太子
校书”，贞元十六年（800
年），“丁忧”销假归来又被
淮南节度使兼任徐泗濠节

度杜佑聘为高级幕僚。两年
后，刘禹锡奉调任京兆府渭
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
史，与“过从甚密”的好友韩
愈、柳宗元成了同事。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
正月，唐顺宗的即位，给了
时年33岁的刘禹锡一次施
展政治抱负的机会。素有改
革弊政之志的原太子侍读
王叔文、王■受顺宗信任并
进入中枢。《新唐书·刘禹锡
传》曰：“太子即位，朝廷大
议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锡及
柳宗元与议禁中，所言必
从。”刘禹锡和柳宗元成了

“永贞革新”集团的核心人
物，也是他们朝堂上最风光
的短暂岁月。因改革触犯了
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既
得利益，146天便宣告失败。
病秧子唐顺宗被迫让位于

太子李纯，王叔文被赐死，
王丕被贬后病亡，刘禹锡先
被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
刺史，结果人还没到，又再
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
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八司马事件”。
新、旧唐书都斥责王叔

文为“沾沾小人”，司马光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
更是用了很大篇幅介绍“王
叔文集团”的兴起和覆灭，
并分析“永贞革新”失败的
主要原因是“（王叔文）树置
心腹，遍于贵位。潜结左右，
忧在萧墙”。换句话说，就是
王叔文大搞“圈子”文化，
刘禹锡、柳宗元也被视为

“王叔文圈子”的骨干。从
805年到826年，整整21年
间，受牵连的刘禹锡一直
流放于偏僻的朗州、连州、

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和
州（今安徽和县）等地，尔
后又赴任苏州、汝州、同州
刺史。

换成其他人，早就颓
了。但刘禹锡从不绝望，
始终保持一个斗士的灵
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
水前波让后波”“沉舟侧
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
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斯是陋室，惟吾德
馨”等，都是他对历史、人
生沉思后的感悟，表现出
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
意志。

宝历二年（826年），54
岁的刘禹锡自和州返回洛
阳，与从苏州返回的同龄
人白居易不期而遇，虽是
第一次相见却一见如故、
相交莫逆。不到两年，两人

互相赠答的诗就多达138
首，白居易还为此出了一
本书《刘白唱和集》，先后
编印4次，堪称当年大热畅
销书。白居易在序言中称：

“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
锋森然少敢当者。”诚然，
刘禹锡的诗格调激越，总
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
上的力量，称他“诗豪”恰
如其分。

会昌元年（841年）秋，
享受礼部尚书待遇的刘禹
锡为“寄孤愤”创作了著名
的《秋声赋》，尽管其中融
入自己遭受多次迁谪之后
带来的人生体验，却能从
悲凉中振起，慷慨壮秋：

“力将■兮足受绁，犹奋迅
于秋声！”这就是刘禹锡不

“悲”秋的魅力。
（据《北京青年报》）

思露花语
生命是宝贵的，故对生命的

真实感知，有时应站在生命之上；

生命是诚实的，故对生命的真性

感悟，有时又应置身生命之外。

人生有知，其最聪慧的灼见

是有自知之明；人生无知，其最昏

庸的愚见是自以为无所不知。

世事，有些当我们年轻时无

法懂得，而当我们真正懂得的时

候又不再年轻，这是每个生命都

曾有过的经历，当然这样的经历，

对有为人生而言越少越好。

大家都称道“难得糊涂”，因

为是哲理箴言；有人戏说“男的糊

涂”，纯粹是胡诌，而决非幽默。

大度做人才好，故可从容淡

定；大胆做事亦好，但要谨言慎

行。

话痨无聊不好，一旦开说则

没完没了；吵闹无理更糟，一旦开

骂则又骚又扰。

浑蛋浑噩和捣蛋的结果，最

后十有八九在俗世混迹中轻则滚

蛋，重则完蛋。

面对和身处俗世，一旦是非

混淆、真假难辨、美丑不分时，骗

子就会肆无忌惮和欺世盗名。

大男人当然好，大男子主义

却要不得。因为，前者可谓汉子，

后者则为悍夫。

读书有趣，赏画生趣，故都乐

在其中。而不同的是：读书更多的

是乐在情趣中，赏画更多的则乐

在意趣中。

勤读，其苦不觉时长；趣读，

其乐只觉日短；闲读，其悠则不觉

时日散漫。

好书怡情，故情之所致，每读

每有收益，可谓开卷有益；美文养

性，故性之所致，每读每有受益，

可谓多多益善。 文/巴特尔

茶中真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