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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月华

某年冬天在杭州火车站等车，为消磨时间去五柳街闲
逛。天下着细雨，我躲进了一家茶叶铺子。

老板热情地请我们喝茶聊天。我说我喝过最好的茶是铁
观音，满口余香，整个人都清爽了，十年了还记忆犹新。老板
说他泡上好铁观音时是关门窗的，热水冲下去，满室清香。和
老板越聊越近乎，自然少不了买些茶叶。

我的成长过程中，家里虽有茶叶，但爸爸妈妈从不喝茶，
只有来客人才会泡茶。我年少时爸爸早逝，妈妈请亲朋好友
来家议事。我用玻璃茶壶泡了一壶茶，一壶茶倒完，再冲第二
遍。大姨夫说壶里的水不要倒完，要留一点儿续水，茶色好看
些。那时年少，第一次听说“茶色”这个词，细细揣摩了许久。

我结婚成家后，我们家也不喝茶。一则茶叶贵，二则偶尔
得些茶叶，总觉得自己喝糟践了，都送人了。后来，我家先生
听说喝茶减肥降血脂，他开始喝茶。用玻璃杯泡茶，一把茶叶
喝一天，压压水气而已。

我开始喝茶，受益于 2018年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
课。选学课有一门大学教授讲的《遵生八笺》，教授说喝茶是
一种人生态度，古人出门都带茶具，随从挑茶几、茶炉。听完，
我真羡慕古人的惬意生活。

教授拿出一套他在潘家园淘的茶具展示给大家，像个提
篮一样，内有一壶两杯一茶盘。教授说他出门也自携茶具，还
强调应和家人好好喝茶。于是我网购了简易的功夫茶盘，配
上收藏多年的茶壶、茶杯，开始喝茶了。

我喝的茶很杂，有女儿在腾冲给我买的高黎贡茶，有存放
多年的橘普茶，有单位扶贫买的苔茶，有朋友送的袋泡式斯里
兰卡茶，还有我先生从宁夏带回的八宝茶。俗话说“不怕不识
货，就怕货比货”，几样茶一喝，茶的高下立显。苔茶最次，入
口寡淡。高黎贡茶回味好，耐泡。橘普性最平，冬天喝暖胃，
冲泡五六遍后茶色尚好。

今年立春后，我买了一盒白茶，觉得味浅。喝了一冬天的
普洱茶，味蕾已习惯了厚重感。之后，我从冰箱里扒出一包没
有外包装的无名茶叶，泡出的茶汤几乎是白色的，茶叶平和，
比较对脾胃。细看发现这个茶有许多白毫，我只知道毛尖是
白毫越多越好，看来这个茶也不错？到底是啥茶呢？

清明节后，浙江朋友带来一盒西湖龙井，说是明前茶。女
儿小心翼翼地按照茶道冲泡新茶，香味儿一飘出来，我笑了，
和那包无名茶叶香味一样。

怀着对西湖龙井的憧憬，我闭着眼睛尝了第一口明前
茶。先生急切地问：“咋样？西湖龙井呀，新茶呀！”茶味重但
涩味也重，香味也没无名茶叶的醇。我拿着两盒茶叶比较，茶
叶形状接近，茶味都是茶香中带些豆香。那包无名茶叶很可
能也是龙井产区的茶叶了。

两者对比，明前茶比无名茶叶味道重很多也青涩许多。
顿时明白“青涩”之意了，年轻不懂事，需要淬炼。无名茶叶被
我搁冰箱一年了，虽然茶味不如明前茶重，但涩味也降了，对
于老年人而言喝着更平和更舒服。我不禁感慨时光也是茶味
一分子。

喝遍多地好茶后，我还是觉得信阳毛尖最好喝，这当然是
因为我是河南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深夜静思，爸妈当年不喝茶是因为经济拮据。虽说开门
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但前六件几乎花完了所有工资，哪
有买茶钱呢？我们夫妻也一样，前二十年只顾挣钱养家，没闲
钱也没闲时间喝茶。开门七件事排序科学，茶并非生活必需
品，只有基本需求解决了，才会顾及更高层次需求。等我们夫
妻两人能考虑到茶时，我们的生活已步入人生后半场了。爸
爸没有等到好生活的到来就离世了，好茶之味，于他就是无法
弥补的遗憾。

人，只有到了一定年龄，才能明白七件事的含义。才能明白，
喝茶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因为茶作为文化的载体，更多的是一
种生活的态度和坚持，茶中有欢乐悲喜，茶中有百感交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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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书店是理解生活本质的诗人，文案就是他们亲笔
写下的书。此刻我正在看电影《书店》，影片格调清新，风景优
美，拍得真挚感人且气象万千。看完后我内心直呼：世界最幸
福的事儿，应该是在风景宜人、人烟稀少的小城有自己的书店
吧。

“一本好书是一位大师的精魂凝结而成，书是必需品。”电影
《书店》里的女主角弗洛伦丝静夜阅读，光影流淌，美妙的时分让
她挨过艰难与孤独，并重温与丈夫共读的美好，这是曾经幸福的
证明，也是她独立自强的标识。她深信“在书店里，人永远不会
孤独”。秉承这样的信念，她才有勇气挑战彼时世俗的眼光。

且不说读书能使人进步，光是沉浸在书店的氛围里，就能
让人安心。一座城市里能让人心生依赖的地方并不多，书店
可算一处。手机里的联系人有成百上千个，有半夜撸串谈人
生哲理的密友，有可以说走就走的旅友，可在那些怎么都过不
去的关口，终究需要独自面对，读书才是我们最终的精神出
口。书店这个载体，以独特的方式，如谦谦君子，守护着精神
家园，流淌着真挚的人文情怀。

百无聊赖的下午或心情烦闷的夜晚，书店是最好的去
处。挑书的过程，与挑选衣服类似，喜欢者就想急切拥有。我
居住的小城有一家书店，我常去，店主是“一流”选书人。他性
格敏感内向，博学睿智，他接触过的读者，他都能牢牢记住对
方喜好，当读者再次光临时，只需说出买书意向，他会从“书
海”中找到合适者推荐，极少“翻车”。很多时候他的推荐，会
让你有眼界大开的感觉，与他聊天，更有如遇知音之感。

你出去旅游，除了名胜古迹、网红打卡地之外，是否将书店
列入必经之地呢？我如事前了解到旅游目的地有特别的主题书
店，总会一探究竟。去外地城市，走在路上被书店装潢吸引，恰
好是我喜欢的风格，又恰好瞥见里面有几个气质独特的读者，
我会走进去，遇见丰富有趣的同类，也是旅途中的惊喜。

如今很多书店除了卖书还有很多附加功能，是集读书与
休闲的好去处。我的母亲六十八岁了，喜欢读书，一直有去书
店坐坐的习惯。母亲说夏天书店是最好的避暑地，冬天是最
美的取暖场所。母亲常和老友相约于此，买书，点杯咖啡聊会
天。有时不买书，就是单纯地聊天闲坐。

“一家理想的书店是这样一个地方：你为了找一本书进
去，出来时却买了你原本不知道存在的书。”想想也很有趣，每
次我想好了要买哪本书才进书店，到头来怀里至少揣着三本
书出来。有时会犹豫要不要买，如果这次不买，就意味着下次
买得更多。

我一直坚信，阅读应是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有人说，
网购方便便宜，电子书也逐渐成主流，谁还去书店啊！我始
终认为，翻书页的手感、书海的氛围、咖啡的香气、窃窃私语
的声音……这些实体书店带来的美妙体验是不可取代的。5

霜降过后，田野里麦苗已探出头来，
那嫩嫩的苗尖悬挂着晶莹剔透的露珠。
地头、渠边、沟岸，一簇簇一片片野菊花绽
放，那肆意的花朵，像一片片金子洒落在
田野。这翠绿的麦苗和绽放的菊花，给初
冬大地带来无限生机和不尽诗意。

菊黄麦青的季节，我又一次踏进洹河
岸边秦太保村陈年凤的家门。

六年前，在桃红李白、新柳吐絮的季
节里，我来到秦太保村担任脱贫帮扶工作
队长。陈年凤是村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第一天走访入户时，我来到了她家。

这是一个普通农家小院，低矮的围墙
不到一人高，破旧大铁门锈迹斑斑。院子
西南角是用碎砖垒砌的旱厕。旱厕前是
棵桃树，树龄大概有十几年，此时桃花正
开，粉红色的花朵挤满了枝丫，散发出诱
人的香味，蜂蝶“嗡嗡”飞舞其中。院子地
面是黄土地，中间有条红砖铺砌的小路。
小路两边是打理得规规矩矩的小菜地，一
畦连一畦，像用直尺打出的一样。菠菜、
芫荽、豆角，细嫩芽尖刚拱出地皮，享受着
春日阳光。从小菜地能看出，主人很勤
快。主房是五间平房，还比较整齐。

村干部老秦高喊一声：“年凤，县帮扶
人员来看你啦！”话音落罢，从屋里蹒跚走
出一个小老太太，老秦介绍说这就是陈年
凤，今年七十岁，但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
苍老得多，身材瘦小又驼背，满头白发，满
脸皱纹像刀刻。

陈年凤命苦，三十多岁时丈夫在建筑
工地出事身亡，留下她和十几岁的儿子。
她扯拽着儿子长大，给儿子成了家。儿子
又在三十多岁时出车祸去世，留下妻子和

一对龙凤双胞胎。“少年丧父，中年丧夫，
老年丧子”三大不幸，都落在陈年凤家中。

老秦说，陈年凤很坚强，她领着儿媳
妇郝美丽和一对孙子孙女生活，从未向困
难低过头。老秦说到动情处，话语哽咽。

我进屋去瞧，五间平房面积不小，铝
合金门窗显出一丝现代化气息，只是屋内
是毛墙毛地面，屋顶倒挂着许多细小铁
丝。这是咋回事？

陈年凤手抚毛坯墙，眼含泪水：“这屋
子是儿子外出打工五年攒钱换来的，盖好
没有多长时间，儿子就出车祸了，他一天
也没住上，只是他去世后躺在棺材里，在
屋里停了三天。倒挂的铁丝，是儿子装修
准备吊石膏板用的，还没来得及吊板，他
就离开了。”

我真后悔不该问这事，让老人内心又
一次流血。从此以后，我们县乡村帮扶队
特别关注这个家庭，想尽办法，帮助这个
受伤的家庭强壮起来。

这一年端午，我与帮扶队员带着粽
子，又一次来到陈年凤家看望她。她解开
塑料袋，深深闻了几口说：“恁个香啊，俺
可舍不得吃，要送到学校让两个宝贝孙子
孙女吃。”

我们与陈年凤和她儿媳妇谈到脱贫
的事儿，细细给她家算账，陈年凤让儿媳
妇一笔笔记在小本子上。今年一是要给
她家全部办低保；二是“六改一增”要改厕
所、厨房、院墙等，增加一台电视机；三是
光伏到户增收；四是大病救助保险；五是
给陈年凤安排公益性岗位；六是介绍郝美
丽到新疆摘棉花；七是给孙子孙女“两免
一补”。算完账，一合计，陈年凤脸上出现

了久违的笑容：“这样俺家四口真能脱贫
了，能摘掉贫困户的帽子了。”她还有一个
担心，上初中的孙女学习很好，能考上县
重点高中，怕负担不起学费。我们对照有
关政策作了解释，只要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子女上高中以及将来上大学，国家都
有优惠政策，会确保孩子完成学业。听完
解释，陈年凤婆媳俩都笑了。

第二年秋天，我的工作有变动，不再
负责这个村的帮扶工作了。但之后几年
里，我一直惦记着陈年凤家。

2022年霜降过后，我随县作协“乡村
振兴看农家”采风团，来到秦太保村采
风。这个季节，乡村相对清闲，向阳的北
墙根有不少妇女纳鞋底、做十字绣。玉米
整整齐齐码放在街头、庭院。新收摘的棉
花堆放在屋檐下，像云朵落在农家小院。
乡村呈现出丰收、富足的景象。

到村里后，我第一站直奔陈年凤家。
快走到她家时，我眼前一亮，新院墙将近
三米高，水泥粉面，米黄色涂料均匀喷洒
在上面。进院门，院落地面水泥硬化，入
户处有道高大影壁墙，中间绘红色大“福”
字，周围是盛开的硕大牡丹，真是“花开富
贵，福满庭院”啊！影壁后是一溜铝合金
门窗小平房，依次是水冲式厕所、洗澡间、
储存间等。原来五间平房已加盖成二层
小楼，二楼阳台用淡绿色玻璃封闭。

踏进小楼，地面上铺贴着米黄色大块
瓷砖，泛着光亮。墙面是乳白色涂料，墙
顶角有别致造型，装有射灯和灯带。房顶
上方悬挂着一盏巨大吊灯，像一朵倒挂盛
开的莲花。

陈年凤迈着轻快的步履，从一楼东头

房间出来，满脸笑容，双手在围裙上擦来
擦去：“是老桑啊，好几年没见到你了，可
想你啦！”“我也想你们啊！今天特地来看
看你们。忙啥呢？”“做晌午饭，卤肉面
条。”

我来到厨房，看到天然气灶火正燃
烧，蓝蓝的、长长的火苗舔在炒锅底，锅里
有五花肉、豆腐块、西红柿、青椒和黄豆
芽，满满一锅，看着就有食欲。

我仔细看看陈年凤，她白发依旧，但
沧桑的脸庞已不同六年前，红润有光泽。
我问她这几年生活情况咋样，陈年凤慢言
细语，微笑着仔细讲给我们听。

县乡村帮扶队为她家办理了应享受
的所有补助。陈年凤被安排到村公益岗
位上，一个月近一千元工资。儿媳妇郝美
丽在村边“扶贫基地”的厂子上班，一个月
三千来元。双胞胎孙子孙女，完成学业后
由帮扶队牵线，到城里公司就了业，每人
每月四千来元。你算算，一家一年这是多
少收入？好政策让这个失去两个男子汉
的家庭，挺立了起来，丰满了起来，强壮了
起来。

陈年凤说：“三年前俺家就脱贫了，村
里还给俺发了脱贫光荣证书呢。”她接着
说：“老桑，再说个好消息吧，俺家孙子再
有六天就要结婚娶媳妇了。这新装修的
房子就是新房。”这真是大喜讯啊。我
说：“孙子结婚我能不能讨杯喜酒喝？”陈
年凤说：“当然能啊，你们还应该坐大席
哩！”

这时，一阵风轻轻刮来，携带着五谷
的味道和菊花的芳香，把小院熏得浓郁芳
香，都有点醉人的感觉了。5

书店之美
□晓夏

再访陈年凤 □桑明庆

2022年 10月 21日上午，河南传来令
我震惊和心痛的消息：党的二十大代表、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
询委员会主任、中共河南省委原书记徐光
春同志于5时27分在郑州病逝。

我原以为光春同志正在参加二十大，
此前一天还用微信约他“会后一见，有几
件事汇报”，未见回复，以为大会之后会有
回音，不想已经天人永隔，再不能相见，我
不禁潸然泪下。

我和光春同志有些渊源。
我们同时在新华社工作过；又先后在

光明日报工作；他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国
家广电总局局长期间，我从新华社调到光
明日报工作；他调任河南省委书记，河南
又是我曾经工作了十八年的第二故乡；他
从省委书记岗位退下后，来到我们中华炎
黄文化研究会，协助会长许嘉璐先生主持
工作；他获“轩辕奖”由我颁奖，我获“轩辕
奖”由他颁奖；具茨山上，我们共同创建了
轩辕书院。

这两天，在光明日报几个微信群里，
大家都在悼念和追思光春同志。在担任
光明日报总编辑期间，光春同志以政治家
办报的格局和开拓创新精神，组织策划了
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报道。

光明日报在全国的报纸中首先告别
铅与火，实现了激光照排；最早建立了电
脑采编工作平台。这些重大改革都是在
他的主持下完成的。

光春同志 1944 年 11 月生于浙江绍
兴，1962年读高中二年级时，就受聘担任
《杭州日报》特约记者，后来考入中国人民
大学新闻系。

毕业后，他先后担任新华社记者、安
徽分社副社长、上海分社社长、北京分社
社长，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共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局长。

2004年 12月，光春同志从国家广电
总局局长调任河南省委书记，赴任时我到
机场送行，谈起在光明日报值夜班把一篇
新华社短新闻《上海的先民是河南人》安
排到了一版，他听了很感兴趣，让我抓紧
发给他，因为当时如何认识和对待河南人
正是一个热点话题。

他十分看重河南在中华五千年文明
中的历史地位，作出“一部河南史，半部中
国史”的论断。他在大力推动河南经济社
会发展的同时，提出要把文化大省建设成
文化强省。

为改善和提升河南形象，光春同志善
于借助媒体力量宣传“古老而新生的河
南”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步改变河南
的外部形象。他始终对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情有独钟，力推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还积极推动中原文化走出去，实现了
中原文化上海行、港澳行、宝岛行。

光春同志一生尊崇文化、热爱文化、
研究文化，文化学养相当深厚，他对文化
的理解，不是就文化论文化，而是把文化
放在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加
以审视和考量的。

如今斯人远行，黄叶还留，怀念长存

心头，往事历历在目。犹记 2017 年 3 月
29日，岁次丁酉，三月初二，云淡风轻，春
光明媚。时值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前夕，我
陪同时任轩辕书院名誉院长的光春同志
来到具茨山上，为轩辕黄帝坐像揭幕，为

“轩辕书院”揭牌。
揭牌典礼极为简单朴素，对传统文化

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和朋友到场共襄盛
事。前一天晚上，设在河南新闻大厦的轩
辕书院秘书处与当地一家新媒体联合举
办中原大讲堂，当天的大讲堂现场，光春
同志题写的"轩辕书院"匾额格外显眼，我
和数十位青年才俊坐在匾额下进行了开
坛对话。

光春同志在 29日下午举办的黄帝文
化国际论坛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他认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与时俱进、丰富多彩、特色鲜明，它蕴
含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
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同时又彰
显着一系列做人为事的道德观念和行为
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
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
廉耻的荣辱观念等，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
色的中华传统美德。这些核心思想理念
和中华传统美德，在以“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三个层面的主要内容构成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得到充分体现。

作为轩辕书院的发起者、创办者，光春
同志经常就书院的建设发展和我进行交流
探讨。光春同志给书院作出这样一个定
位，轩辕书院应当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己任，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一份绵薄之力。

不遗余力地为文化鼓与呼，光春同志
不仅身体力行，更数十年来坚持笔耕不

辍，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文化思考力和创造
力。在我办公室书架的显著位置，摆放着
5卷本 300余万字的《徐光春文集》，光春
同志近 50年的工作足迹和理论智慧的原
创作品，分别收入《理论学术》《新闻出版》
《广播电视》《文化艺术》等分卷。

这部文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宣传文化战线波澜壮阔的发
展历程，以及中原大省河南重要的历史变
迁。

打开文集，扑面而来的是改革开放大
潮的气息，反映了作者丰富多彩的人生经
历、深厚扎实的实践基础、重要岗位的经
验积累和由此而来的深邃理论思考和实
践经验。光春同志留下的这部文集生动
地说明，作者是个有信仰、有作为、有担
当、有情怀的领导干部。

从省委书记岗位退下来之后，光春同
志除继续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还担任了中
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席顾问，协助许嘉璐
副委员长主持炎黄研究会工作。

在他的主持下，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和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
影响，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文化
认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光春同志努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理念，和河南广大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感
情。他退掉北京的房子，选择生活在河南。

我曾对他说，这需要有两个认可：一
是他对河南这块土地和人民的认可，二是
河南干部群众对他的认可。他对我的说
法表示赞同。

实践证明，这两个认可名副其实。他
生活在中原这块热土，始终与人民打成一
片，把他人生旅途中最后一段思想、情怀、
热情和所有精力，都献给了这片土地上的
人民。5

编者按：10 月 21 日，中共

河南省委原书记、河南省人大常
委会原主任徐光春同志在郑州逝
世。为表达对徐光春同志的深切
怀念，兹转发光明日报原副总编
辑、新华社河南分社原社长赵德
润撰写的文章。文章经编辑并有
所删节。

若不是心太贪婪

怎会在整个下午走在山中

试图在这个景色萧索的季节

邂逅几朵不肯凋谢的山花

若不是心太贪婪

又怎会在白日里的山路旁

看到新破土的青稚草尖

在农舍旁的竹林里

遇见了成群欢快的画眉鸟

却又在昨夜的梦境里

梦见遍地的粉色格桑花与我齐肩

梦见翩跹的蝴蝶

白色的翅膀上都有青花瓷的图案

现实的拥挤、浮华与喧嚣

我并没有刻意逃离

只是总也学不会客套的寒暄

才习惯了独自在山水间行走

而在行走中总能领略

大自然的亲切、宽厚与包容

总能感受未被粉饰的真诚

以及最值得聆听的朴实语言

并非我的心太贪婪

当城市的味道迅疾蔓延

高楼渐次替代了群山

或许，只有梦境

才能承载我不切实际的意念

而我心中的山水

如此宁静，除了我

无人看得见5

□陈学军
心中的山水

留在心底的思念
□赵德润

喝茶时光

大山秋韵。5 李海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