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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是寻访得来真
阴 危子

天清地澈的地方，喝茶是

要香一点的

莫名笑起来，也总是要响

一点的

宅起来的时候死宅，电脑

前一趴，键盘敲得劈里啪啦乱

响，哪都不想去。

突然 走出 去了 ，又 浪 得

很，这里跑那里癫，觉得花好

看山好看水好看云好看人好看

什么都好看，被山风吹得发

抖，也觉这风好，吹得很像

样，人间四月，就该是这个吹

法。

头一日禅源寺里看见两只

木叶盏，看得简直发呆，觉古

人做事，真是野趣得很，想都

想不到还能往小小的盏里落进

一片叶子。

后一日又在浙西大峡谷相

见茶舍看了一场茶百戏，将茶

研成了细细的粉，盛不多一点

入碗中，注入水，打出沫来，

又拿沫粉在末上写字作画，玩

得精细，说是宋人想出来的花

样，又叫“点茶”，实在有趣。

一向都是要喝茶的，却从

来不懂茶，总是不拘什么品

种，拿来便喝了，绿有绿的

好，红有红的好。

也不懂茶道，但从来敬重

茶道中人，席前端坐了，举止

动静间都雅气，任容貌怎样，

都是好看的。

茶人都好看。

常听人说那一道一道端着

气费着劲的折腾喝法，是装

逼。我瞧着，那端着的气，那

不紧不慢的招势，却都是风

骨。

茶人自有风骨。

小的时候采过茶，很远的

地方，很高的山，天没亮背了

竹篓走很多曲里拐弯的路，枝

蔓野草间穿行，采了茶，回到

家里，母亲炒了，喷香，味

浓，说句外行的话，劲有点

大，是那种烈烈的香。

出来以后就没再采过了。

小时做过那么多农活，拔

秧、种田、砍柴、捉鱼、打山

核桃，等等都做过，唯这一样

采茶，这么多年里很是怀念，

总想着还要再去采几回。

前年跟几个朋友吃饭时，

听说哪里哪里有茶山，他们要

去采，我急急地举手，说我也

要去。他们当个笑话听，以为

我闹着玩。

可是真没闹着玩。

我家在龙岗，一个挺大的

镇，许多山上都有茶树，是野

生的，是在很高的山上，是很

久很久以前就在那里的，只是

没那许多的名气，很少有人

知。

他们跟我说，你要写写龙

岗的茶，真的是很好的茶。

我晓得它好，且不仅在茶

本身。

所以将来肯定是要写的。

是真 不知 道因为 什 么原

因，一个不懂茶的人，偏对茶

有这样深的执念，有时去哪里

谈事，碰上主人家忙，便自作

主张茶桌前坐了，给别的客人

泡茶，水入了壶，茶入了海，

又入了杯，细细致致地做去，

泡得究竟怎样是不管的，我高

兴了便好。一部 《海上牧云

记》，一追便是八十多集，那

里头的人，纵是阴险到了发指

的地步，见他泡茶时那般专

注、不紧不慢、心思沉静，看

着，会突然地叹出一口长气，

想起他的许多不易。

所以将来我若写了龙岗的

茶，也请你一定要尝一尝，它

们几十年上百年地长那云深水

深的地方，纵是能孤高自己

赏，也一定希望有人能懂。如

我这一年年地写日志，纵是无

所谓它们能给我带来什么，也

仍喜欢有你们在看。

有茶总是有器，所以茶文

化节的活动里遇见做器的赵泽

南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管那男孩子叫“赵家少

年”，走在山间路上，远远见

了，挥挥手，喊话都听不清楚

那么个距离，望了他笑。然后

悄声跟身边的朋友说，泽南是

现实生活中极少我肯拿“少

年”两个字去指代的男孩子。

这话说过不到半个钟头，

那少年发来微信，喊我少女姐

姐。

哗然大笑，觉这世间万事

万物和万万的人，都有趣。

赵家少年有陶艺工作室，

先前在城中一僻静处，后来搬

了地方。知他要搬时，买了黄

永玉先生的一套 《无愁河的浪

荡汉子》 打算送他做礼物的，

觉他有那一处院落，院里还有

李树，终日做陶作画做梦，日

子过得跟个闲散神仙一样，与

那书很搭。

书是买来了，摆在自己屋

里，一懒二懒三懒，懒了近一

年了，也没送过去，如今突然

见了他，自己想想都好笑。

同他说 了，他 也 觉 得 好

笑，旁边朋友也觉好笑，人群

里说说笑笑，天清地澈的感觉

是真好。

他说：院 里 李子 结 起 来

了，现在还是小小个的，你们

几时空了，过来坐。

想是很想的，应也是爽快

应了的，只是这里一别，回去

一忙，又不知道拖到哪日才会

去。

以前总 说，人 在 一 座 城

里，总要有那么一个两个去

处，是熟悉的、温暖的、友好

的、推门进去便可以坐下来长

久发呆的。

如今我果真是有这样的地

方，不止一处。所以在这座城

市，活得甚是自在，终日得意

洋洋，偶有挫折委屈，遇到不

如意的事，笑笑也就过去了。

挫折委屈和不如意是人生

必有的，哪能样样的高兴都被

我一个人高兴了去，对吧？

我喝茶的时候，会想这些

关于人生的事，无端露一点

笑，旁人看着很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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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山归来
阴 谢涤平

叶致远 摄叶上之舞

去九华山不是想静静，只

是为做好夫人团的随从。

我们到达秀华山庄安顿下

来已是午后四时多了，这个不

上不下的时间能去哪儿呢？庄

主说旁边有地藏王菩萨的肉身

宝殿可去走走，个把小时便可

来回。

庄主很热情，领着我们一

大帮人一刻功夫便到了地藏禅

寺门口，还滔滔不绝讲起了礼

佛的规矩。不过，我并不在意

庄主的话，礼佛这个事儿还是

心诚则灵吧！站在地藏禅寺前

的广场上，放眼望去，远处的

前山直直的立在那儿，显得十

分巍峨，这巍峨之上便是百岁

宫。地藏禅寺前是高大上的山

门，上书“行願无盡”，此刻在

夕阳的余辉下便若是佛光普照。

穿过山门拾阶而上，两旁

古树参天，勾檐斗角在树影中

时隐时现。宝殿中高高在上的

大小不一的菩萨凝神注视着来

客，接受着善男信女的膜拜。

走完九十九级石阶便是山顶，

眼前豁然开朗，驻足于此可以

环视群山，这古朴的肉身宝殿

仿佛便是九华的中心，殿中地

藏王菩萨的塑像端庄安祥，虽

朝朝与暮暮都在聆听凡尘落素

与悲欢离合，但仍是那样气定

神闲，纵是八百里风情奔来眼

底，也不会数千年往事涌上心

头，也许佛就是有这样的定力。

望着殿前对峙的古朴的钟楼鼓

楼，忽感越沧桑越可亲，细望

更如老人般的慈祥。于此景中，

心是多想独坐一番，闻着茶香，

闭上双眼，听一听晨钟暮鼓声，

愿追随着她在茂林修竹中穿行，

在清溪幽谷中回荡，在故我今

我中释怀。

朋友们都下山了，我们也

加快了脚步。下山途中，看到

红红的夕阳，原想好生端详下，

没想到眨眼的工夫它就坠入云

海，朋友说落日便是这么的快。

九华的秋夜，除了轻柔的

清辉还有丝丝的凉意，朋友们

在小山庄一起品着徽酒和徽菜，

分享一天的愉悦。举杯，朋友！

也许远山的你也如我一般正在

用觥筹交错分享着流年的美好。

次日的清晨，成群的云朵

占据着天空，天空只好用粗细

不匀的蔚蓝色线条勾勒云彩的

身姿。我们坐上索道一会儿功

夫便至绝壁之上天台之下的地

方。

李 白 说 “ 上 有 九 峰 如 莲

花”，眼前之景说她是刀削的险

峰，又实是千仞的巨岩，更是

整块整块的巨石簇拥在一起，

宛如将欲绽放的莲花，除了雄

伟还是雄伟。黑瓦白墙的弥勒

殿和黄红相间的大雄宝殿稳稳

的屹立崖间，在挺拔的劲松映

衬下显得十分威武。眼前己是

非常的壮观，更惊奇是天台的

宝殿还高高的矗立山峰之颠，

同行无不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和古代匠人的智慧胆识。这

时，无情的山雨冷冷的袭来，

一下打乱了赏景的脚步，措手

不及的我们只好檐下避雨。

上天台的路是条石铺成的，

一块叠着一块，迂回而上。路

上虔诚的行人都穿上了黄雨衣，

礼佛之路无畏风雨。山那边的

薄雾越过天台，向这边侵袭过

来，天台的宝殿立马仙气缠绕，

宝殿下方 「非人间」 三个摹崖

石刻的大字仿佛便是这美景的

最好诠释。沿中天世界石阶而

上便到了天台宝殿，虽是风急

雨骤，也想仰观天地之大，俯

察世事之细，若有长缨在手，

势必立马横枪，我在此颠，谁

与争锋。心中窃想，下届武侠

小说中的华山论剑也许会移师

此处。但存一点浩然气，也作

千里快哉风！

路边古刹梵宇就势 而建，

形态各异，可谓一处一佛，一

步一景。下山途中还是禁不住

时常要回眸天台的雄伟，心存

眷恋便是经年后难舍的一份美

好。

礼佛的路上太匆匆，精彩

只是过眼。随意春芳歇，王孙

自可留，在虚妄中跋涉的我们，

想静静也只是一种片刻闲暇时

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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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比乌斯环·幸福
阴 章菊英

夜黑，在回家的路上，遇

见一位为爱发狂咆哮的男青年，

吓得我和路人慌张而跑。跑时

忽然想到，感情这东西有时就

如昙花刹那一般，再怎么珍惜

也挽留不住，仅只是时间流里

的一阵清风而已。也许，世间

繁花：每一朵花，都是一双千

娇百媚的眼睛；每一朵花，都

是一个千曲百折的故事；每一

朵花，都是一份千缠百绕的深

情。不然，花枝花腮怎么会珠

泪常垂？但是，深情，只为有

缘的人而绽放；故事，只为有

心的人而编织；眼睛，只为有

爱的人而明媚。可惜，那位男

青年不懂，也许很多人都不懂。

那一夜，在爱情的海洋里他一

定是绝望无助，一定是认为此

生幸福已矣了。

然而，一个人喜欢或爱上

另一个人，如果因为外在或者

功利的原因而轻易改道、改向，

那不是真诚的感情。所有的借

口，所有的搪塞，所有的理由，

都不成立，只是因为不爱而不

爱，因为爱而爱，要么从未爱。

假如出现另外一个更优秀的人，

就来不及等待别人的成长，来

不及考虑别人的感受，来不及

剖析自己的内心，忽的飞远了，

这种人又何必挽留？一个会随

随便便地放弃情感的人，在生

活的特质里也会随随便便地放

弃许多。

世上有捆绑的婚姻，却少

有一成不变的感情。亲情会变，

友情会变，爱情更会变，不变

的是责任与义务、血脉与延续。

失败的感情不可怕，可怕的是

对失败缺乏理性的思考。两个

人一起生活，交集匮乏至孩子，

突然成了平行线，谁也不想努

力，即使努力了，依然是僵尸

婚姻，如果其中一个的心停在

了围城外，所有的埋怨、责备

或无动于衷也许会成为一种世

俗的机器，但有时也许剥离反

而是一种成全，一种健康的应

对。剥离社会置于人性的道德

枷锁与定位，也许是错误的，

但强加于自身的或他人的道德

标签肯定是错，人性毕竟是多

元的，人文终究是覆盖在人性

之上的。情感的成熟、人的思

想成长，就像中药与老汤一样，

需要一个时辰一个时辰的熬制，

需要慢慢地等待。

现代人活得太匆忙，可谁

不想慢下来呢？但是，在利来

利往的码头，身不由己地随波

逐流了，情不自禁地被推着走

了，仿佛一不小心，前方的美

好与幸福会成为一生的海市蜃

楼。其实很多时候，幸福触手

可及。只是，当我们的心迷失

在自己思想荒漠的时候，于是

幸福就找不着方向了。我们自

己给自己蒙上了眼睛，即使幸

福握在手里，感觉到的也只是

流沙。当看不见它的时候，幸

福就是岁月的沙漏，只会一点

一点地消失；当眼前满满的幸

福时，只会发现幸福一直储存

在岁月的盒子里。

某日偶然路过某寺庙，在

寺院里转了一圈跨出门槛的那

一刻，耳边忽然传来温柔的猫

叫声，心里一动，赶紧四下寻

找。呵，就在眼前，就在脚边，

就在一位 80 多岁僧人的座位

边，一只黑白相间的成年猫温

顺地站着。不由自主，蹲下身

子，轻轻地抱起它，右手在其

背上慢慢地抚摸着。它真是个

好孩子，闭上眼睛，嘴里发出

“呼噜呼噜”的声音，极细，极

柔，偶尔双眼张开看看我，没

有一丝张扬，没有一丝矫情，

更没有一丝腼腆，也许就是一

只听惯了经书见惯了世事的猫。

那一瞬间，仿佛所有的慈悲慈

怀在其身上都是绕指柔，恍然

间我莫名的感动了。就在我蹲

下的片刻间，老僧人双手合掌，

慈祥有礼地对我说了一声，阿

弥陀佛。我起身时，又忍不住

感叹，真是个好孩子！沿阶而

下，耳边又传来老僧人的“阿

弥陀佛”。蓦然回首时，只见那

小家伙端坐在地上，头转向老

僧人，“喵喵”的声音仿佛在

述说着什么，突然改变的姿态

也许是传递着一种亲近一种信

任一种理解吧？

依赖，是一种幸福，一种

习惯。习惯，原来是一种可怕

的力量，如暗流一般汹涌澎湃。

倘若，我们在习惯的三亩地里

种上花草树木，四时不同，感

恩相伴，安然世事，那么，习

惯便是一种幸福的发力，宛如

莫比乌斯环，温暖循环。所以，

不必依赖外界，好好做人，好

好做事，才不枉来世上一遭，

才是不负光阴不负己。善待自

己，温润岁月，不辜负月亮的

深情相待，不辜负太阳的纯朴

相伴，不辜负草木的至诚以爱，

不辜负人间的至真心暖，十里

春 风 ， 百 里 花 香 ， 千 里 秋 月

……画在心间，驻在眉眼，不

负世人不负光阴。幸福，是流

动在莫比乌斯环上的一支老歌，

经久不衰。

故，心有慈怀，岁月如莲；

心怀感恩，幸福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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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3 号（3 处）、岛石（6 处）会管弄（3 处）、钱王街 377 号（1 处）共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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