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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炜

普洱的云

飞机降落普洱思茅机场时，正是傍晚。
站在舷梯举目四望，机场空阔，晚霞飞渡，暮色正

来。
宝蓝色的天空中，朵朵白云被落日镶上金色的边

框，涂抹成红色的物像。新月如钩，黄澄澄的，在天宇
叫板落霞。几颗明亮的星星钻出来，闪闪地眨眼。

空气中似乎有淡淡的炊烟味道，停下脚步翕动鼻
子仔细捕捉时，却什么也没有了。怪了。这种久违的
味道，不是烟，更不是雾，空气透明得让人感动，深深呼
吸，大口吐纳，一会儿工夫，物我两忘，不知今夕何夕。

终于明白，这地方其实什么烟味儿火味儿也没
有，只是大自然本来的味道，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出问
题了——终日与汽车的尾气和天空的雾霾纠缠不清，
已经近墨者黑，几乎要成为它们的一部分。

透过大巴的玻璃，能看到街边的电子显示屏上
跳动的数字——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级别：
1级，空气质量状况：优。

掂量着这几个关于空气质量的数字和判断，思忖
着周围氧气、氮气以及二氧化碳和惰性气体的比例关
系，感受着大气湿度与温度的柔软结合，心想这也太
奢侈了，要是能用压缩瓶带回一些空气就更好了。

夜晚的普洱，月挂中天，清凉如水。天空仍有白
云飘浮，大朵大朵的。白云的后面，是幽蓝的天幕，天
幕上，是闪烁的星星。便想起了那首儿歌：青石板，板
石青，青石板上钉银钉……

第二天早上，拉开帘幕，竟是一窗的风景：蔚蓝的
天，洁白的云，碧绿的树，金色的阳光。这简单而饱和
的色彩，这齐整而纯净的色块，构成了普洱热烈而安
静的风景。

此后的几天，这风景随着阳光的移动而变幻无
穷。忽而大片的白云滚滚生出，一山之上总有两三
朵，与山顶郁郁葱葱的杉树喁喁私语，与山间平平仄
仄的梯田若即若离；忽而椰林上空的云朵被西斜的太
阳勾勒了金色的轮廓，伴随着云的浓淡，一场细雨正
在酝酿，说下就下，说晴就晴；忽而在村寨高大的榕树
后面，天空大亮，云成皓白，与竹楼轻薄的黛瓦和标致
的凤尾竹绘就一幅绝妙的油画；忽而野旷天低，云田
相接；忽而轻风乍起，高天流云；忽而蓝天趋淡，彩霞
满天……

100多年前，当印象派大师梵高在法国南部小镇
阿尔追逐着阳光和白云，不知疲倦地描绘着田野里的
向日葵、麦田上的乌鸦和夜幕下的露天咖啡馆的时
候，在古老的东方，在彩云之南，普洱的蓝天和白云，
梯田和竹楼，老茶树和凤尾竹，也在丽日晴空下展露
着风姿，散发着魅力，等待着画家不朽的笔触。

可惜！他不知道。

普洱的茶

普洱以茶而名。
蓝天之下，白云生处，满眼的梯田茶树，蓊郁苍

翠，生机勃勃。
印度洋暖湿气流，亚热带季风气候，塑造了这片

“北回归线上最大的绿洲”，普洱，被联合国环境署称
为“世界的天堂，天堂的世界”。天堂怎能无茶呢？没
有茶的世界，会缺少韵味，会显得寡淡，会生出浮躁。

茶，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
普洱种茶的历史已两千年之久。在这里，流传着

“武侯遗种”的故事。当年，诸葛亮挥师南征，在此种
植茶树，其种繁育，生生不息。

明人谢肇制在《滇略》中说，“（滇地）士庶所用，皆
普茶也”。清人阮福著《普洱茶记》称：“西蕃之用普
茶，已自唐时。”

普茶，即普洱茶，产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
和下关等地，因自古在普洱集散而得名。

普洱茶的知名与远行，源于著名的茶马古道。这
条起自西南边疆的商道，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
时空前繁忙，成为一条民间国际贸易通道，一个古老
的“茶马市场”——以普洱之茶易换西域之马，茶马
互市，生意兴隆。

岁月悠悠，路途漫漫，山间铃响马帮来。千百年
间，在这人迹罕至的崎岖山道上，行走着驮着茶叶闯
世界的商旅马帮，风餐露宿，翻山越岭，雷雨中人马淋
漓，毒日下汗水蒸腾，如此漫长不堪的旅途，却在无意
中成就了普洱茶的另一种形态——这一筐筐一袋袋
的清新生茶，经马背上自然的发酵和陈化，逐渐养成
厚重熟茶，茶饼由绿而转赭红，金黄明亮的汤色也变
得深沉浓郁起来。一生一熟，一轻一重，一峭拔高嗓，
一酽沉老声，生者激昂冷峻如莽撞小伙儿，熟者绵柔
厚重如低调大叔，同根同源却又泾渭分明，天地造化，
自然神奇。

那日，来到普洱景迈山古茶林。秋雨淅沥，茶树
苍翠欲滴，动辄千余岁的茶树虬枝宽叶，偶见黄色小
花绽放枝头，趋近嗅闻，淡雅蕴藉，不似俗世之物。

夜宿布朗同胞竹楼，雨打芭蕉，天籁有声。篷簿
之下，炭火通红，铁壶水沸，松明跳跃，主人南康取古
树茶一撮，明灭木炭若干，共置于葫芦瓢心，上下翻
颠，从容随意。少顷吹去炭灰，沏以沸水，昏黄灯火
中，但见汤色深沉，异香扑鼻，浅啜一口，齿颊生津，沁
人心脾。

闪烁的松明里，品着烤茶，听这位温和淳厚若熟
普的布朗汉子讲述祖先的茶树、漫长的茶马古道，以
及普洱茶曾经的喧嚣和寂寞。

在茶的中国，关于普洱的所有炒作与冷落，都
将被时间滤去泡沫和沉渣，留下的，是茶的品位和
精神。

普洱的歌

想那个地方，青翠的山岗，山花在开放，清泉在流

淌；想那个地方，炊烟绕夕阳，山寨里的小阿妹，轻轻

地歌唱……

夕阳下，我们坐着大巴车，在普洱的大地上奔
驰。车载音响正播放着一首迷人的歌曲，节奏舒
缓，旋律悠扬，深沉处如倦鸟暮归林，明亮时若黄鹂
鸣山岗。车窗外，群山锦绣，彩霞满天，似有邈远歌
声越过山川河流，赶来应和。我们的向导、一身盛
装的拉祜族小姑娘情不自禁地轻声哼唱着。她说，
这首歌，就叫《想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我们
普洱。

从此，我们记住了那个旋律，也记住了“那个地
方”。

“那个地方”，当然是歌的天堂。第二天清晨，在澜
沧县城的街市，遇见了一位卖柚子的彝族老婆婆。小
心地问她，能不能唱几句山歌给我们听，她答应了——

茶树长齐一排排，引得茶妹结对来；茶妹采茶难上

树，小哥给能（能不能）搭个台？妹家门前一条街，货台

大门向街开；千人万马都走过，只等阿郎进门来……

其声沧桑，阅尽天涯别离苦；其情深沉，曾经沧海
难为水。歌声中，老人的眉目开始舒展，弯曲的腰背
逐渐挺直，恍惚间，这个祖母般的老人返老还童，回到
了山花烂漫的少女时代。

60年前，电影《芦笙恋歌》摄制组来到澜沧拍摄
外景，作曲家雷振邦深入村寨采风，为电影创作了插
曲《婚誓》：

阿哥阿妹情意长，好像流水日夜响，流水也会有

尽时，阿哥永远在我身旁。阿哥阿妹情意深，好像芭

蕉一条根，阿哥好比芭蕉叶，阿妹就是芭蕉心……

从此，这首婉转着拉祜族民歌旋律的爱情歌曲插
上了翅膀，从彩云的故乡，飞遍大河上下，唱红大江南
北。

53年前，一位驻守西盟佤山的解放军某部战士
杨正仁，在佤族村寨架线时，听到一首旋律优美的山
歌《白鹇鸟》，他被深深地感染了。于是，在他的笔端，
流淌出以《白鹇鸟》为蓝本的《阿佤人民唱新歌》。

明快的旋律，真挚的情感，如歌的岁月。这几乎
是一代人成长的背景音乐啊！

——村村寨寨哎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毛

主席光辉照边疆，山笑水笑人欢乐，民族团结紧，架起

幸福桥，哎，道路越走越宽阔，越宽阔……

终于，在这个秋天的一个明媚的午后，我们走进
西盟县民族中学，融入了这旋律。

那一刻，花儿烂漫，歌声四起。迎面一群花季的
少男少女，绽放着真诚的笑容，踏着欢快的节拍，手捧
装满美酒的竹筒，向我们走来……

醉了！○5

□木汀

中国的微笑

是梦想的身躯

矗立于丰饶的欧亚大地

在时代的风雷中

激荡于海浪之巅的奔跑

曾经的大漠驼铃

曾经的扬帆踏浪

都在这五星红旗映照下的沉着微笑中

重握炎黄子孙的憧憬

重燃喷薄的坚定信念

那凝聚无数期待的铁轨

通向一个个挂满喜悦和迎接拥抱的车站

那饱含热望铸成的巨轮啊

筑起承载全人类福祉的海上丝绸之路

这是四十四亿个希冀汇成的绿色洪流

奔涌 奔涌

融进印度洋的朝暾

融进波斯湾的午后

融进地中海的星空

遥远的地域与瀚海的彼岸

浇筑成耳边连接中国心的祈愿和祝福

中国的微笑

使不同的信仰

绽放出相同的笑靥

梦想

从此再无疆界

中国的微笑

使梦想照耀下的那希望的国土

心连心手挽手 蓝图齐展

红色的中国梦

缤纷的世界梦啊

一旦启程

永在征程

中国的微笑

一个复兴民族的宽广怀抱3

□欧震

中国梦，是丰收的田野

镶嵌如画的村庄、流水小桥

中国梦，是崛起的城市

怀抱万家的灯火，和谐美好

中国梦，是风驰的高铁

一日万里，和时间赛跑

中国梦，是飞天的神舟

在茫茫太空划出漂亮的轨道

中国梦，是入海的蛟龙

在大洋深处探寻科学的奥妙

中国梦是强大的国防

是阅兵式上中国军人整齐的步调

中国梦是强健的体魄

是奥运会上中国健儿胜利的微笑

中国梦是天空的一片蔚蓝

映衬着风清日朗、山川妖娆

中国梦是大地的万点红梅

凌寒绽放、雪中笑傲

中国梦是爱心奉献、不求回报

中国梦是公平正义、廉洁高效

中国梦是“一带一路”战略

中国梦是“五位一体”目标

中国梦是龙腾四海、越飞越高

中国梦是不忘初心、创新创造

中国梦，是一面旗帜

召唤着中华民族万众一心风雨兼程步步高

中国梦，是强劲的号角

伴随着每一个中国人起伏的心跳

走向明天的幸福美好

中国桥

你是怒放在群山的花朵

你是飞架在河流的彩虹

你是迎着风飞舞的翅膀

你是铺展在云端的传奇

江山如此多娇

风景这边独好

中国的桥梁，你张扬在辽阔的天地中

惊艳了山水，辉煌着岁月

你在我们的目光里延伸

一直通往我们的内心

当汗水遇上了智慧

就生成了太阳一样的能量

就有了一往无前的创造

就有了青春的不可阻挡

就有了新时代的中国骄傲

今天，我们还在建一座桥

它铺向美好生活的远方

它将抵达梦想的彼岸。我们必须

走一行足迹让后来者阅读

留一座丰碑成为明天的星座3

□金仁顺

河南，这两个字组合起来，细思极妙。
河是大河，一笔浓墨，一个“几”，架起华夏

的横梁，论名头辈分，比很长的那条江还要霸
气。在地图上看，这个大“几”的那一笔最垂直
的竖线，以90度的转折分割了陕西和山西，
直插进河南，再次以90度角向右一折——

不由分说，毅然决然。
河南就在这一竖之下，一“折”之南。
没法儿不想起达摩克利斯之剑。而这

把剑如此宽阔、浩荡、激扬，那些黄色的水里
面，中华巨龙叱咤风云，而早在五千年前，在
很多大地尚在酣睡时，文明的脚，率先踏上
了河南这片土地。

河南故事多。一步一典，也不为过。哪
怕只是走马观花，也已经应接不暇，更别提
其后面的深刻厚重，源远流长。这是一个没
有穷尽的地方，不能回溯，回溯只会把自己
变成一粒尘埃，飘散在历史的浩渺中去。

这是一次文化之旅，文明探寻之路。第

一站是焦作。焦作古称山阳，怀州。都是好
名字。尤其喜欢怀州。对于焦作这个地理
位置，历史传承，简直是严丝合缝，想掬此城
在心的情绪油然而起，可惜历史的长袖总是
挥挥就散了，好名字也不过就是一瓣落花，
好在名字虽逝，但余音绕梁。这里出产的好
药材还叫“怀药”。四大怀药里面有菊花。
晚餐的时候喝菊花水，花瓣细密纤巧，花朵
上下浮沉，虽是杯水风波，倒也瞬息万变。
还有怀山药。山药本来名字就好听，加上一
个怀，简直是动人。

这里是太极发源地，正宗的武学之地。
以太极的眼光看世界，世界小如芥子。这话
是不错的，同样不错的是，世界小如芥子，但
小如芥子里面，伟大事仍旧是伟大事。

白天游云台山。在山涧石廊里面随弯
就势地走了一遭。阳光白花花地从空中直
泻下来，把野花也晒出了香气，一只红嘴小
鸟跟了我们一段，跳跃飞行，俏皮活泼。到
了瀑布区，水流比想象中小，一幅白纱从山
崖上披挂下来，随风微微拂动飘逸。

云台山下来，途经竹林七贤当年曾经活
动过的区域。竹林幽静，河水清澈，河中间
几块石头错落有致，看着周围的道路和树
林，遥想当年，必定树木比眼前苍郁很多，空
气更湿润，气氛更空灵。文人雅士穿着灰色
衣袍，在林子里面边走路边论辩，众位灰袍
随着时光的流逝面目都模糊了，只剩下七个
代言人。竹林七贤里的两位，山涛和向秀都
是本地人。而说起山涛，必然绕不过《与山
世源绝交书》。山涛自幼家贫，成贤本来很
难，位享庙堂更加不易，他一得意，就难免忘
形，结果招来了嵇康洋洋洒洒的一通决裂
书。嵇康就是嵇康，山涛为其后侮，是他把
嵇康看低在前，这就怪不得人了。

开封作为一个城市，在当今的电视文化
中，被包拯大人的名头儿笼罩覆盖了。开封
就像包大人的朋友圈儿。但开封当然不会
只是包大人的朋友圈儿。这个著名的八朝
古都，可圈可点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开封水道众多，土地肥沃，鱼米充足，是
安居乐业的良苑，市井生活的乐土。张择端

的《清明上河图》画的是北宋年间开封的日
常生活，闻得到味道，听得见喧扰，看得见颜
色，所有的原生态触手可及。所谓其乐融
融，当如是。开封市民们能在这幅画作之
中，找到自己想象中的先祖，看到他们的生
活景象，多么好。

在开封城里转悠时，我没办法不想地底
下的事儿。我被开封的地下世界迷住了。
地面之下，六个层次六个城池，摞在一起，埋
伏着多少有意思的东西啊?真有几度空间的
话，地下的生活兴许比地上更加灯火辉煌，
繁华热闹，李师师仍旧美如仙子，张择端也
照样研墨执笔，在纸上纤毫毕现地记载生活
日常。

这个城市应该是出阿加莎·克里斯蒂
娜、斯蒂芬·金这样的作家，出《盗梦空间》之
类的电影，以及宫崎骏类型的漫画家。这个
城市天然玄幻，是一场千秋大梦，太多有意
思的东西被封存了，一旦开封，会涌出多少
传奇！

真令人神往！3

□文灏

如果人生注定要绽放，

我愿盛开在春天，

这是最盎然的季节。

站在枝头，

装点你缤纷的世界，

洒落你伟岸的肩膀，

芬芳你平和的心灵。

如果人生注定要结果，

我愿丰硕在秋天，

这是最灿烂的季节。

捧在手中，

触动你羞涩的味蕾，

充实你饥渴的肠胃，

满足你多梦的灵魂。

如果人生注定要分别，

我愿离去在雨夜，

这是最淋漓的时刻。

埋在地下，

浸润你悲伤的泪水，

感受你深沉的温暖，

铭记你刻骨的牵挂。

如果人生注定要重逢，

我愿再见在清晨，

这是最生动的时刻。

立在风中，

凝视你闪亮的眼眸，

倾听你跳动的心率，

感受你相逢的幸福……1

中国的微笑

中国梦（外一首）

如
果

人
间
行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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