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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占生

何频的《茶事一年间》是大象出版社出版
的“副刊文丛”中的一种，“副刊文丛”的主编
是李辉。

报纸的“副刊”是相对于“正刊”而言。一
般情况下，副刊往往以刊载文化文学类文章
为主。而就文学文化的文章而言，副刊所载
也往往是一些篇幅较短的文章，且文章在写
法上也比较随性，多为偶一呈现文人情趣之
类的文章。此类文章大体不涉重大事件，即
便涉及大一点的题材，也往往是选取某一点
细节、某一具体环节而做点到为止的评议，你
有碧波千顷，我仅取其一勺。从某种意义上
讲，也可把此类文章称为“勺文”。尽管是“勺
文”，那一大锅汤的味儿可尽在某勺中矣。

何频的《茶事一年间》计收入此类副刊文
章41篇，主体内容之前有主编李辉的序言一
篇，主体内容之后有两篇评介《看草》《杂花生
树》和《见花》这三个集子的文章，作者分别是
学者朱航满和诗人邵燕祥，最后则是本书作
者何频的一篇跋语。这些文章都不长，但涉

及的面却很广，可以说是海阔天空。古往今
来，人文历史中的人物事件，自然万象中的花
草虫鱼，在作者这里皆能涉笔成趣，自然成
文，读来让人长知识、阅世情、增涵养。

是这样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这样，
着实是这样。比如书中的第二篇题目为《商
陆》的文章，乍看这题目，还真弄不清作者在
写什么，我以为是个地名，读了文章，才知是
写一种植物。产生这样的误认，可能是因为
我是属中原的北方人的缘故，但无论这误认
是怎么造成的，从读过此文之后，我应该再不
会把“商陆”误认为是一个地方了，我该知道
商陆是生长在大别山中的一种植物了，我该
知道在中原的郑州也可以生长这种被大别山
中的新县人称为“野人参”，“夏开穗花”，结小
圆盘果实，立秋以后籽黑叶红，冬天全株朽
死，翌年春天重新发苗长大的商陆了。

何频的人物特写式小品文章，在涉及人
物事件时，往往会广涉当时当事人物的江湖
事端，但这江湖事端并不是通常江湖人事间
的争斗，而往往是人物间的情趣雅事。这些
闲情逸趣的雅事，往往与人物传记所载关乎

一个人人生之丰功伟绩的宏大叙事没太多关
联，但往往与人之品味有直接关系。人物传
记要传扬的是人物一生功德，而何频笔下的
人物趣事要品味的是人物一时一地的意趣。
人物传记重在彰显事功，人物小品则重在品
味心性。在此一点上，何频的笔墨可谓很见
功力。在他的人物小品中，那些看似与人物
的道德文章并没有大关系的陈谷子烂芝麻，
皆能在表现人物情趣意志上活色生香，世情
之色，也就在其中了。

看《茶事一年间》这书名，本以为是要说
这一年间的茶话。读了其间文章，方知这是
作者在说一年四季的闲话，春华秋实，夏雨冬
雪，皆入作者的东拉西扯之中，而人生的各色
况味，也就在这闲扯间如水墨在生宣上洇开，
不少篇章，还在有意无意间洇湿了读者的心
情。用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弄湿你一片心情，这
不仅需要作者文笔上的功夫，更需要作者领悟
生活意趣甜苦世态人情炎凉的能力。从另一
角度讲，把这种领悟生活的能力，转化为一种
审美情趣，更需要懂人容人理解人的涵养。记
得在他的散记《西南联大访碑记》中，作者表述

了当年西南联大没有大楼，却有大师的荣光，
详尽描述了由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文系
主任罗庸书丹、教授闻一多篆额的“国立西南
联合大学纪念碑”史称“三绝碑”的情况，赞美
了一番西南联大“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办学
史和其宝贵的自由、民主、爱国精神之后，在文
章的结尾，作者笔锋一转说，“顺带说一事，就在
《三校亭记》不远处，我还看到了‘国立西南联合
大学教授名录碑’，那上面钱锺书的名字，写的
是‘钱钟书’”。这里，两个“钱锺书”，哪个错了，
作者显然是说后者“钱钟书”的“钟”字写错了。
刚说过所谓大学可以没有大楼，必须得有大师，
接下来就指出就在这个曾经“大师林立”的校园
里的一块永志纪念的碑上犯了这样一个低级错
误，其用心可谓“良苦”。因为作者在此既没有
批评今不如昔的今日大楼林立的大学的堕落，
没有说是谁错了，也没说错在何处，只是像我国
武林高手比武时那样，在致命一击时只是轻轻
地比划了一下，点到为止，并不将对手一击毙
命。这是什么招数？这是涵养。

对头，这就是涵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点到为止。3

学识与涵养
——读何频《茶事一年间》

佳作赏析

□刘根社

是谁
把大白菜种进了博物馆里
把大白菜种成了文物
让人们
隔着密封的橱窗参观

博物馆里的大白菜
闪闪发亮
绿叶如玉，绿叶是玉
身胫似玉，身胫是玉
玉的光泽触手可掬
玉白菜比白菜地里的白菜还白菜
参观的人群
吃了一辈子的白菜
像不认识白菜似的
端详、惊讶……

大白菜原本是
种在土地的菜畦里的
从记不清开始的时间就有
已生长了千秋万代
百年千年不改变色彩
千年万年不改变味道
是大白菜养育了历史
养育了谱写历史的人
萝卜白菜
一代一代
成为天下百姓的
生命支撑

大白菜比哪个朝代的寿命都长
比哪代帝王的贡献都大
比千金万银都值得珍念怀想
大白菜的影响久远而深刻
大白菜作为一种菜肴
走进各种各样的人种
走进各种各样的肠胃
普度着众生，生生不息
大白菜作为一种精神
已淌进一代代人的骨骼、血液
汇成了一种
亘古不变的饮食习性
写成了一代代人
平平常常的人性文化

大白菜是有灵性的
让平实的人吃了朴实如土
让厚道的人吃了品性如金
让萎靡的人吃了生力
让有劲的人吃了精神
但白菜养人
白菜也伤人
有时会让人变得白菜不如——
那是当你不想种白菜的时候
当你不想吃白菜的时候
当你装着不知道白菜为何物的时候
当你甚至恣意践踏白菜的时候……

大白菜是教科书
博物馆里的白菜
价值连城
田里的白菜昂贵无价
博物馆里的白菜是玉
田野里的白菜玉不可比
大白菜永远诠释着天经地义的思想——
最简单的才是最长远的
最需要的才是最珍贵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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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杰

我父亲把好木质家具称为细木家具，一
般木质的称为柴木家具。

照以上性质归类，我家使用的家具都属
柴木家具，质地多为杨木，槐木，桐木，榆木，
楝木，椿木。我记得父亲共有两次请来乡村

木匠打家具，吃住都在家里。我和师傅同一
个桌上吃饭，四个菜，每顿给师傅上一瓶酒。
不管他喝不喝。

第一次是我姐要出嫁，第二次是我要
结婚。父亲说自家打的家具用料大，显得

“实落”。
大件家具打完了，再做大椅子。剩下碎

木料扔了可惜，父亲让木匠师傅拼凑一下做
几十个小椅小凳，我负责刷漆，上桐油。柴木
小件排了一院子，晾干后分成四份，姊妹四家
各自带走。

姥爷去世几年后，我回到滑县留香寨旧
屋，姥爷平时坐的那一把圈椅还在，为了纪
念，我把圈椅带回长垣书房，摆在听荷草堂
里。闲时在圈椅上面坐坐，时光恍惚。听一
院子的空风。

这是姥爷留下的唯一一把单椅，当年椅
子旁边是一张八仙桌，桌后挂一对紫红色的
楹联：“诗歌杜甫其三句，乐奏周南第一章。”
夏天地下的蝉幼虫钻出来，有的爬到桌子腿
上，成虫飞走了，只留下一方蝉蜕。

村里坐具不讲究，以敦实耐用为主，谁家
有红白事多是借用桌椅，在北中原乡村墙上，
会常看到白灰写的广告——“某某家里租赁
桌椅碗盘”。

椅子在我的视野里出现晚，“椅”字在历
史里出现早。我看到《诗经》里有“其桐其椅”
一句，就考究，终知道这不是一把椅子，这个

“椅”是古人称的木材，椅和梓、和楸都是一个
意思。

我一直想写一部“书法和家具”发生关
联的胡扯书，平时对中国家具留点小意思。
知道中原人能坐上椅子是《诗经》成书年代
以后的事，汉魏时期的“胡床”和椅子最接
近，大概是椅子的前身，唐代以后椅子分离
出来，逐渐完善，到宋朝成为可坐可折叠的

“交床”“交椅”，宋江们吃酒表彰，多是论“坐
几把交椅”，没有说“坐沙发”。“那一日，史进
无可消遣，捉个交床，坐在打麦场边柳阴树
下乘凉。对面松林透过风来，史进喝彩道：

‘好凉风！’正乘凉哩，只见一个人探头探脑，
在那里张望。”家具，家具。我崇拜的少年英
雄史进是坐在一把交椅上，才看到打兔子的
李吉。

到明代才是椅子的黄金时期。卯榫交
叉。从海瑞到郑成功到万历皇帝，成功人士
屁股下都坐一把黄花梨椅。全是细木。

三十岁前，我是在遍地柴木范围里长
大，明朝黄花梨家具是后来在王世襄的图文
里接触，我先看到平面的，后看到立体的，到
了2005年,在郑州CBD东区，一位昔日的行
长当了黄花梨收藏家,请我欣赏一把椅子，
让我坐一下试试，他说这一把椅子拍卖行拍
到百万元。

本想坐试，他这一说我不坐了，我说我是粗
屁股,一坐至少打五折，椅子就不值钱了。3

放声歌唱

□吴元成

那天上午，我离开分水岭，离开泰山庙，
刚走到学校附近的老牛坡半坡，忽然听见山
下一片喊声和哭声。我驻足一看，我教的五
年级学生娃呼呼啦啦追上来，到了跟前，个个
气喘吁吁，哭个不止。我的鼻子也酸了，说：
老师只是去复习，又不是真的走了。即使真
能考上，我回来还当你们老师！他们哭着不
离开，我吵他们：赶紧回去上课！

当年的考点是在县高中。考完，自觉没
戏，就要打车回老家。同在一个考场的老同学
说：元成，你肯定能考上！我说：你们都正儿八
经复习了一年，我就整了一个月，哪儿会！回
到分水岭，正值暑假，无事可做，就和村里人在
家后面的炮楼子山挖鱼鳞坑，为来年春天种植
油桐树做准备。分数还没出来，通知让填报志
愿。我知道舅家表哥在河南师范大学读书，所
以选报学校的时候，我自然把第一志愿写了河
南师范大学（我入学之后，才恢复河南大学校
名）。我也许还想着一旦录取，回来还当民办
老师，教我的那些学生娃。

眼看到 8 月下旬了，依然没有任何消
息。我记得很清楚，8月 23日下午，在山坡
上挖鱼鳞坑的杨光显姨夫说，收音机里播分
数线了。他说了一串数字，我感觉自己是彻
底没戏了。老八路出身的生产队长王子山接
话说：我看你娃子，又是放炮不响，瞎火了。
我讪讪地回了一句：瞎火就瞎火，继续修理地
球！正说着，对面山上有人喊：吴元成，公社
通知叫你明天去县里领通知书！

我一看，是我的同事侯金华。我没听清，
更觉得不可能，他又喊了一遍：叫你明天去县
里领录取通知书！

第二天一大早，大雨瓢泼，公路断绝。我
翻山越岭，过了丹江，一路步行往几十公里之
外的淅川县城走。天色将晚，雨还在下，道路
泥泞不堪。走到蛮子营附近，遇到了一个同
往县城领通知书的，一问，他是九重公社的，
也是一天没吃东西。俩人互相鼓励，终于进
了县城，已是晚上9点多。到了县教育局，负
责发放通知书的人很快就找到了同行者的通
知书，翻来翻去，却没有我的。他看我着急，
跑到隔壁的一间办公室里去查底册，过来告
诉我：通知书被你们公社的柴老师下午领回
去了，你得去公社拿。

第二天早上，继续步行，于晌午时分赶到
盛湾公社高中，柴老师把通知书交给我，还给
我煮了一大碗捞面条。吃罢饭，风停雨住，我
沿着宋仓公路步行回分水岭。走到半路，大
雨又下，担心淋坏通知书，我脱了布衫包住，
夹在胳膊窝里。不一会儿，雨总算停了。走
了二三十里，又累又饿。正无可奈何，听见有
人喊我。早已辍学的初中同学小冯在路边的
红薯地里蹲着。我问他弄啥，他说他也饿了，
找蜗牛烧了吃。我不以为然，他说：我烧过，
可好吃了！他在灰烬里扒拉着，开始品尝“美
味”。我看着一阵恶心，先走了。这么多年，
这样的印象一直存在心里。直到去年到法国
看女儿，第一次品尝法国大餐烤蜗牛，勉强吃
了几个，竟然虚汗淋漓，差点晕了过去。

带着通知书到家，父母自然开心。方圆
三四个大队，出了第一个大学生啊！同事、亲
戚轮番到家祝贺，父母少不得置了简单的酒
席招待。1982年 8月 28日，我离开分水岭，
带着一床被子，怀里塞着父亲和兄弟们挖桔
梗、黄姜瓣、沙参卖的30块钱。到了八里沟，
三舅李宏瑞摇着小划子把我从丹江小三峡出
口送到张营码头。临上汽船，三舅从口袋里
摸出3块钱纸币：娃子，带上，路上买杯水喝！

我并不知怎样选择道路和交通工具到河
南师范大学所在的开封，只是看了课本上的
地图，自作主张，让父亲陪着我坐船到湖北的
丹江口。在河南码头下了船，步行到丹江口
火车站，买了一张经襄樊到郑州再转开封的
火车票。我在候车室坐着，父亲转了一圈回
来说：人家也有娃子考上大学的，刚买的车票
是半价！他拉着我去售票窗口，女售票员说：
你有学生证吗？有录取通知书也中！父亲赶
紧让我掏出通知书递过去，竟然真的退了一
半的车票钱。

火车终于隆隆开动，我隔着车窗玻璃，看
到父亲慢慢走出站台，留给我一个肩背弯弯的
背影。跟着坐船过来的大黄狗，汪汪叫着追。

寒假回家，活蹦乱跳的大黄狗直往我身上
扑。父亲说，从丹江口火车站出来后，找不到
大黄狗，以为它追火车追丢了。谁知道，一个
多月后，大黄狗自己跑回分水岭。一百多里
路，山山水水的，也不知道它是咋找到丹江口
大坝附近的河南码头，坐上船跑回来的。3

□冻凤秋

一
在西峡，与一株株花草对视，是意外的相

遇。
那时，它们看我，是一个眼神中流露着倦

意的女子，一个无限温柔喜悦的母亲，时光留
下太过抹不去的痕迹，也决绝，也幸福。

那时，我看它们，竹林消、鸢尾、马鞭草、
桔梗、牡丹、金盏菊、小蓟、冬凌草……一个个
美丽的名字带来清凉的慰藉。隔着透明的玻
璃瓶，它们安然地住在营养液里，在至少十年
的时光里不凋不败。

一株花草要成为一味药，还需经历粉碎，
干燥，筛选，提取诸多工序，然后等待时间的
打磨，渐渐释放出一种力量。

这是一种非常缓慢的力量，它需要量的
累积、叠加，它需要温度、湿度，需要和某个身
体一起以无比的耐心去穿越，沉降，升腾，飞
翔，直至拨云见日，归于明朗和宁静。

不是每一个未病或已病的身体都有这样
的幸运，这样的耐心，这样的清明和自觉。

二
世界上有两种时间，一种是宇宙中自然

流淌的时间，一种是每一个人记忆中冻结驻
留的那一刻。

这是那一晚，观看话剧《在那遥远的星
球，一粒沙》，记住的一句话。

我在郑佩佩饰演的女主角叶樱密不透风
的伤心里，想着自己的心事。失去丈夫的她
为自己编织了一个无比荒诞的故事：那个人
在另一个遥远的星球，手里捻着一粒沙，许下
相见的心愿。她由此把自己搁置在思念里，
靠一份冻结的希望活着。

我试着回想被自己的记忆冻结驻留的那
一瞬间，竟是清晨阳光中盛放的花朵，竟是无
比深情的凝视，竟是这世间难得的相知与喜
悦，就这样找到一种放逐伤心的方法。

方法还有很多，比如一场骤雨，一回欢
聚，一次远行。又或者是放在夏日热烈的阳
光下曝晒，倏忽间就蒸发了。

那日，在仲景百草园，同行的剧作家暗香
捡拾了一朵黄色的野菊花戴在耳鬓，白色飘
逸的裙裾，俏皮的眼神和盈盈笑意，真是美极
了。女儿看着羡慕，也喊着要戴花。

遍地都是宝贝，我们被浓郁的草木香挟
裹着，不经意间，花儿就跳入视线。这儿一片
紫色的蓼草，那儿一片粉红色的荷花，再往
前，又是成排的木槿，木槿树背后，竟藏着大
朵白色的栀子花！

为女儿折了一朵不知名的小黄花，她欢
喜地插在头上；然后又捡了两朵紫红色的木
槿花，我戴一朵，她戴一朵，做陶醉状，摄入镜
头中。

浓香的栀子花一直被悄悄地握在手里，
这浓郁不散的香，是绚烂的夏日味道，有着不
顾一切地生机勃勃，带来深深的安慰。

三
夜色深沉，长长的下坡路，似没有灯光。

我俩牵着手，慢慢地走着。药味弥散，仿佛缭
绕在四周的雾气。

到阔大的广场上去，借着灯光，逐一念读
草坪上石刻的文字，那是一个个药方。女儿
认真地听着，像是听懂了似的，不停地点头！

读到一个“糖尿病治疗方子”，写着：西洋
参五克，枸杞子五克，生地五克，葛根五克。
水煎代茶饮。

她惊呼，爷爷有糖尿病，喝这个茶好！那

神情，恨不得立即煎了茶，治好爷爷的病。
在一座座塑像前，我逐一介绍，这是扁

鹊，这是张仲景，这是华佗，这是孙思邈，这是
钱乙，这是李时珍……每一位都是中医药发
展史上的传奇，背后都有着长长的动人故事，
而所有的故事无外乎“仁心仁术”。

“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
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
处。”这是清初中医学家喻昌的话，赫然挂在
医院治未病科的墙上。

就是这“苦”字，就是这“未”字，无论是身
体的病，还是心里的痛，一并问出。

在隐隐约约觉得不适的时候，在还未病
入沉疴的时候，在一切还来得及的时候，且调
理，且疗养，且让这病痛暂时冻结，然后用那
些神奇的散发着香味的药材，去熏煮，去柔
化，解开难以名状的郁结。

四
自郁郁葱葱的山林间行走，人常常不自

觉地就放松了。在天地的怀抱，幻化成一棵
树，一株草，一朵花，迎着阳光雨露，自然地呼
吸，生长。

在此地，很容易就能理解大养生的理
念。它是一整套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它
与地域、环境、季节、阳光、空气、饮水相连，它
与每一粒种子，每一棵幼苗有关；它与每时每
刻的心情，与每一天的行卧起坐密不可分。

它是自然之道，蕴含着生生不息的秘密。
“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

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承受心跳的负荷和
呼吸的累赘，乐此不疲。”

泰戈尔的诗句宛如乐章，在石阶上，在
清泉里，在每一个同行者的微笑里，闪烁，
跳动。3

种在
博物馆里的
白菜

柴木家具的事

人间行走生如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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