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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儿 茶
吕金玲

《夏天的湿地公园》
韩鸿宇 10岁

夏日之声
王过冬

小
院
琴
声

王
木
霞

神 花
曹桂林

小小小 小小小 说说说

一日，杜志清被驻柏乡县日军头
目木村叫去。让座上茶之后，木村操
着生硬的中国话问：“中国的汉牡丹就
在贵县？”

杜志清起身弯腰，满脸堆笑地答
道，“是，是在本县。”杜志清是柏乡县
县长。个子矮小的木村挺挺胸脯说：

“你的，明天陪我一同看看你们的汉牡
丹。”杜志清又弯下腰说：“对不起，明
天县政府要召开抗洪会议。”木村一瞪
眼说：“取消会议！”杜志清想了想说：

“是。”
河北省柏乡县城北十里，有一个

村庄叫北郝村，村西有一座叫弥陀寺
的庙寺，寺内大雄宝殿前长有十几株
牡丹。据历史记载，它生长于西汉，距
今已两千多年，比洛阳的牡丹早500
多年，比菏泽的牡丹早1400多年。更
为神奇的是，在同一株牡丹上可开出
花色不同、花型不同、层次不同的牡丹
花，且花开如莲，清香四溢，实属罕见，
人称神花。

正是牡丹花盛开季节。木村换上
中国衣服，在杜志清的陪同下去弥陀
寺看了汉牡丹，一路木村感慨万千，赞
不绝口。杜志清正在揣摩木村什么意
思，忽听木村说：“杜县长，请你在三日
内给我弄两株汉牡丹！”杜志清一愣，
想了一下说：“恐怕有些难度，太君。”

“什么的干活？”木村不高兴了。“你想
啊太君，牡丹是娇贵之花，且又是开花
期，只要稍微不注意，牡丹就难以成
活。”杜志清解释道。“你的想办法！我
的只要牡丹！”木村命令道。杜志清只
得说：“是。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杜志清不得已，只能用缓兵之
计。他在弥陀寺见到了妙弘住持。寒
暄之后杜志清说：“有一事相求，不知
方便不方便？”妙弘住持看一眼杜志
清，然后两手合一，说声“阿弥陀佛，凡
是我能做到的。”杜志清说：“县政府成
立不久，新建的县政府大院尚未绿化，
如能从寺内移栽两株牡丹，不仅美化
了环境，还提升了县政府的形象。”尽
管杜志清当县长时间不长，但他的为

人妙弘住持已有耳闻，妙弘住持不愿
意把杜志清往坏处多想，毕竟是耳闻，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如果真是如此，
我倒愿意为政府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杜志清说：“我是一县之长，还能
说瞎话？”“不过，牡丹也只能栽于县政
府院内，”妙弘住持对杜志清不放心，
便又说：“杜县长可别忘了，牡丹是长
在咱们中国地皮上的东西。”杜志清连
连点头称：“是、是。”

杜志清很快安排人手，从弥陀寺
挖走两株牡丹，但没有移栽于县政府，
而是献给了木村——栽在了木村居住
的院内。杜志清却对木村说，这是妙
弘住持送给你的牡丹。木村对杜志清
行动这么快大加赞赏，除了口头表扬
之外，还送给杜志清两瓶日本青酒。
可是第二天，移栽的牡丹的叶子竟然
蔫了，接着花也谢了。第三天两棵牡
丹便干枯而死。

木村大为恼火，他紧急召见杜志
清，问是怎么回事？杜志清看看已经
叶落花谢的干枯牡丹，心里笑了一下
说：“是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木
村觉得杜志清在蒙他，应付他，木村拍
了一下桌子说：“你的，对皇军的不
忠！”杜志清说：“没有，没有。”木村说：

“那是什么原因？”杜志清想了一下说：
“太君，也许是这儿的牡丹娇嫩，水土
不服吧？”木村边转悠边想，觉得杜志
清说的有些道理。说：“你的，赶快想
办法！”杜志清说：“要么再移栽两棵？”
木村哈哈大笑了。向杜志清招招手，
杜志清颠颠地弯着腰过来了。木村指
指他自己说：“我的，过去。”然后又向
大门外指指说：“他们，出来。”

杜志清一副丈二的和尚摸不到头
脑的样子问：“太君，我的不明白？”木
村拍拍杜志清的肩膀，又指了指自己
的太阳穴处，用嘲笑的口吻说：“你的，
多多动脑筋。”杜志清说：“是。”片刻之
后，杜志清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走到木村跟前，弯下腰说，“太君，我的
明白了！”杜志清知道，木村想占领弥
陀寺，霸占汉牡丹。木村说：“明白了

就快快去办。”杜志清说：“是。”
杜志清没去弥陀寺，他第二天回

话木村说，妙弘住持说：“搬出弥陀寺
没有问题，只是得等待一段时间。”木
村说：“不能等待，立刻让他们搬出
去！”杜志清弯着腰不停地点头。木村
又说：“我的，要亲自见见那个和尚，你
的陪同！”杜志清说，“是。”

一日，忽有一小和尚报告，寺外有
人求见。正在寺内打坐的妙弘住持
问：“何人？”小和尚答：“是杜县长。”妙
弘住持一听是杜志清，气就不打一出
来，心里说，正要找他算账呢，便停止
了打坐，说：“走！”话音刚落，杜志清到
了面前，后边跟着木村。还没等杜志
清开口，妙弘住持就质问杜志清：“你
还有脸见我！”杜志清避开话题介绍
说，“这是木村太君……”木村挺挺胸
脯说，“妙弘住持大大的不友好，你送
给我的牡丹是最不好的牡丹……”妙
弘住持说：“中国的东西好与不好，与
你有何相干？”“当然相干了，”木村说：

“那都是为了日中友好嘛。”妙弘住持说：
“阿弥陀佛。”“妙弘住持，”木村说：“为了
日中友好，请把你寺内的牡丹统统搬到
我的住处，我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妙弘住持说了声“阿弥陀佛”之后
双手合一，严肃地说：“此乃吾寺内神
花，只能在寺内观赏，不可搬走。”木村
说：“如果不让我搬走，我就让你搬
走！”妙弘住持说：“你搬不走！”木村拍
拍腰间的枪说：“我命令你三日之内搬
出弥陀寺！”妙弘住持说声：“阿弥陀
佛。”然后拂袖而去。

不几日，木村带领几十个日本兵
包围了弥陀寺，但被早有准备的寺内
和尚们挡在了门外。木村咕噜了几
句，翻译官说：“太君说了，让妙弘住持
出来说话。”一位年长和尚说，“妙弘住
持身体欠佳，有事就给我说。”木村又
咕噜几句，翻译说：“太君说了，给你们
三分钟考虑时间，如果妙弘住持再不
出来，门外的十几门大炮就说话了。”
正僵持着，杜志清一副慌慌张张的样
子跑过来了，他弯腰向木村边鞠躬边

说：“太君，容我再劝劝妙弘住持。”杜
志清转身对年长和尚说，“快去通知妙
弘住持，我要和他讲话。”一会儿，妙弘
住持来了，立即有几个和尚围了上
去。妙弘住持身披袈裟，表情严肃。

杜志清上前一步说：“妙弘住持想
明白了？“妙弘住持说：“阿弥陀佛。”

“妙弘住持是个明白人，”杜志清说：
“中日友善是大事，千万别为了几株牡
丹伤了和气……”妙弘住持打断杜志
清的话问，“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对不起妙弘住持，”杜志清说，“那都
是为了中日友善……”“我再问你，牡
丹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是中国的
不假,”杜志清说，“但你别忘了那句老
话，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时，翻译
官制止住杜志清说：“还有一分钟的时
间，这是太君给你们最后的机会，如果
再不友好，别怪太君不客气……”

“不用客气，”妙弘住持说：“人在
寺在，寺在花在，你们想搬走中国的牡
丹，那是痴心妄想……”木村说：“用你
们中国人的话说，你是敬酒不吃吃罚
酒！”木村说着就去摸腰间的手枪。杜
志清看到木村的举动，预感要出大事，
便几步跨过去，挡在妙弘住持前面，摆
着手说：“太君，这里是佛门净地，千万
不可动武！”“闪开！”木村用枪指着杜
志清大声吼道。“不闪！”杜志清仍奓着
两只胳膊，在妙弘住持前面来回晃动
着。“巴嘎（混蛋）！”木村手里的枪响
了，杜志清胸部中弹，他用尽最后的力
气骂道：“狗日的小日本！”杜志清晃了
晃身子倒下了……

占领弥陀寺之后，木村便组织人
力、物力，在牡丹周围挖坑几丈，连花
根带泥土一同用草绳缠绕，漂洋过海
运回日本，将汉牡丹献给了日本天
皇。之后，任凭给牡丹浇水施肥，百般
侍弄，但牡丹仍枯萎而死。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年
的春天，河北省柏乡县城北十里北郝
村的汉牡丹原址上又长出了汉牡丹。
有诗为证：身高七八尺，花发大如莲，
颜色各奇异，非仙亦是仙……

蝉放下春忙
站在树梢尽情的歌唱

我推开窗户
咏读窗外的细雨

雨丝打湿池塘的荷花
池塘泛起了涟漪
荷花尽情的绽放

根和茎寻找生命的源泉
叶和花向太阳提出追求
我开始捕捉蜻蜓的情感

是戳穿你的秘密
还是一起聆听河边的蛙鸣

颜色分出节令的起始
冷和暖也能衡量日夜的长短

我静坐在门口
和你手拉着手
想象一片蒲叶

给你我带来的清凉
想象风和雨的厮守

今夜如何驱赶昨夜的情愁
月亮爬上眉梢

夜开始收起行囊
不再用厚厚的爱意

裹紧我的缠绵
我只好用移情悲恋
静静的守候在窗前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家的日子虽
然艰苦，却有鲜花与琴声的陪伴。父
母常常苦中作乐，哼着歌，把小院里的
盆盆罐罐都种上了花儿，也栽培出五
朵鲜活的金花，小院有了春意，有了欢
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家添了一台
玩具小钢琴。从此，小院便飘出悠扬
的琴声。

那台玩具小钢琴，虽然并非价格
昂贵，音色也不是那么纯正，却伴随
着我们姐妹成长，写满了我们姐妹的
故事。大姐 13 岁时，检查出乳腺疾
病，住进了北大医院，准备做切除手
术。当时，父亲在煤矿上班，母亲刚
生小妹，不但没有能力照顾病重的姐
姐，而且拿不出手术钱。好在一个叔
伯大哥与医院协商手术费从父亲每
月工资中扣除。

手术做完了，大姐痛苦而孤独。
同室病友们常有人探望，而大姐术后
疼痛难忍，家里人忙于上班和上学，仅
由表姐陪了几天便少有人再去照看。
她毕竟还是个孩子，思父母、想妹妹，
寒冬腊月整日里望着窗外满天飞舞的
雪花落泪。此时，她多么希望家人能
陪伴身边，哪怕是几句安慰的话，也会
减少疼痛和思念之苦。姐姐整天就这
样想着，默默地盼着……

叔伯哥哥终于抽时间来到医院，不仅给大姐买了好吃
的，还买了一台精致的玩具小钢琴，这让大姐欣喜若狂，立
刻忘掉病痛，弹起琴来。时光在琴声中飞逝，姐姐的伤口在
悄然中愈合。姐姐出院了，小钢琴陪着她回到家中。从此，
这台精致的玩具小钢琴，不仅是姐姐的患难知己，也成了我
们姐妹的开心宝贝。

小钢琴，一尺来长，三条腿，黑色的外壳锃光瓦亮。琴
的构架高低错落、黑白相间的琴键，漂亮别致。它的音色高
中低俱全，弹出的声音清脆动听。每逢琴声响起，左邻右舍
的大小伙伴蜂拥而至，偶尔也上前摸一摸或弹两下。有了
这个稀罕物，我们姐妹常常为弹琴而争得不可开交，都想一
试身手。为了多弹奏一会儿，达成了许多小交易。我替她
端煤、你帮她刷碗、却乐此不疲。

弹得最好的，当数大姐。《我爱北京天安门》《东方红》
《北风吹》，那一首首清脆悦耳的音乐，引得鸟儿在树梢鸣
唱、诱得青蛙咕呱和声、向日葵侧耳倾听，星星也停在小院
上空眨着眼睛。那时，这架玩具小钢琴成了姐妹们的宝贝，
大家都精心地呵护着，每次用完姐姐都要用小手帕反复擦
拭，然后盖上，工工整整地摆在大蓝柜的中央。

记得每到过年，母亲都想办法把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
钱，给姐妹们添件新衣服。春节前，我们姐妹几个都穿上新
衣服，在门框上一比高低。每到这时，父亲都会自豪地摸着
我们的头，让我们在门框旁站直，一手拿根筷子或尺子，一
手拿改锥或钉子，在门框上划出我们身高的平行线，按照从
小到大排列，一道道长短不一，最短的就是最小的身高，第
二年同样如此形成了惯例。有时我们觉得好玩，争着抢着
要先量，父亲总说：“都别闹，一个一个的来。”每次量完，母
亲也会趁着人齐，把为数不多的花生、瓜子、糖果分给大家，
偶尔还能吃到我最爱吃的果脯。

门框上记下了我们成长的印迹，那每一条长短不一的
划痕如琴键一样，刻在了我的心里。儿时的小院里，有我们
的琴声、我们的歌声、我们的欢笑、父母的慈爱、还有姐妹的
亲情，它像一首首弹不完的乐曲，让我回味无穷……

一熙暖的春日，女儿又将一包茶递与
我：“朋友送的，老妈先尝。”我欣欣然接过，
未曾啜饮，便觉香气氤氲，颇有茶不醉人人
自醉之劲头。怎么说？一呢，是孩子懂我，
知素来无欲无求的我就好这一口儿，好茶
赖茶，每日必茶，故连续几年每年春上都送
我一包上好的西湖龙井，其情与孝不解已
解。二呢，我与茶之渊源的确久矣，爱其纤
体，其味道，其功用，尤爱其蕴含的茶文化，
至今停不下笔，方知对茶及对爱着茶也爱
着其母的女儿的爱是浸入骨髓的。

同以往，我十分爱惜地打开包儿，却顷
刻被纸上的一行小字所吸引：可以清心也，
也可以清心，清心也可以，心也可以清。
不过5个字，颠来倒去，怎么说都通顺，意
思也还都对。本就对祖国语言文字上瘾
着迷的我，急忙找来本子，将此锦句抄录
下来。其实，类似这样“绕”的浸润着茶香
与文学香的句子，本子上已不少，如“前门
大碗茶，茶碗大门前”“满座老舍客，客舍
老座满”“人品即茶品，品茶即品人”。而

与茶有关的歇后语、趣事、谜语等，我统统
揽之入怀。就说位于茶品之首、至今已有
1200多年历史的西湖龙井吧，因为历史
长，人活到108岁称为茶寿。我还特欣赏

“扬州八怪”中影响最大的郑板桥的那副
“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之用
来讽喻势利小人的茶联。作为一朵奇葩
的茶谚语，我也特喜欢。如山水上，江水
中，井水下，意喻饮茶用水依次为山水、江
水、井水。“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形
象描绘了人们白天饮茶、晚上泡澡的生活
场景。再如茶馆里伸手——胡（壶）来。

“一只无脚鸡，立着永不啼。喝水不吃米，
客来把头低”，谜底为茶壶。“孙悟空称
王”，谜底为猴魁。还如“人走自然茶就
凉，不凉反而不正常，只要留得真情在，纵
然成冰又何妨”的打油诗，表达出了豁达
的心境。因春茶和秋茶是茶中上品，故有

“早茶留着送朋友，晚茶留着敬爹娘”的民
谣，彰显了我中华传统礼仪。

我国既是茶的故乡，就断然少不得名

流与茶结缘的诗章与故事。有据可考，春
秋时期的晏婴是最早提倡吃“茶菜”的国
卿。白居易一生以茶为友，其茶诗“药销日
晏三匙饭，酒喝春深一碗茶”，意即以喝茶
解酒止渴。北宋诗坛、词坛大家苏东坡人
生一大乐趣乃“客至汲泉烹茶”。清代文学
家蒲松龄为搜集素材，曾在路口摆下茶棚，
讲出故事者，茶钱免。有“茶皇”之称的乾
隆皇帝85岁退位时，一老臣曰“国不可一

日无君”，答“君不可一日无茶”。我国现代
著名学者林语堂有“三泡”说：“第一泡譬如
一个十二三岁的幼女，第二泡为年龄恰当
的十六岁女郎，而第三泡则是少妇了。”恰
似“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现
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言：“有好茶喝，会喝
好茶，是一种‘清福’。”大艺术家齐白石一
生画了多幅茶题材的画作，如《煮茶图》《寒
夜客来茶当酒》等。当代作家贾平凹创作
时大杯不停地喝，或许茶带与他不竭灵感
吧。一句话，穷尽所有语言，也说不尽我对
茶及茶文化爱之深。

看我如此迷醉其间，近年来一直主张
走出去过春节的女儿，今年将目标选定了
杭州。几个主要景点——西湖、岳王庙、灵
隐寺游毕的某日，“小棉袄”神秘兮兮地说

“带你去一处你从没去过，去了准说好的地
方”，这吊起了我的胃口。期待与神往中下
得车来，映入眼帘的竟是电视画面中才能
见到的茶园或称茶山。一层层呈梯田状，
青翠欲滴，碧绿如染，如诗若画，风光迤逦，

间或有白墙黛瓦的农舍点缀。一窥院内，
修竹、炊烟、溪流、鸡雏、雾岚，天衣无缝为
我长这大见过的最美轮美奂的所在，仿陶
渊明的《归园田居》情景再现，真乃远避了
世俗凡尘的一处清凉世界。我大呼过瘾，
耳畔不禁响起著名文史学家唐弢的诗句：

“梅家坞村翠千重，一缕香烟饶秀峰，如此
湖山归去得，诗人不做做茶农。”要改弦更
张做茶农了，足以见茶之魅力！既已入画
就不能枉为画中人，我迈着双老腿，上来下
去，留下多张茶山之影。准确说，是茶情茶
恋之影。眼看暮霭将临，女儿再三催促，我
才一步三回头地“别了，康桥！”，可梦中又
回到了亲密依偎的山上，不消说，睡美了的
我满腹情思或说魂儿丢落在茶园了，有什
么办法呢？

爱茶，爱女儿，自然爱女儿常带与我的
茶香，和茶香一般的女儿，她们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是我生命中须臾离不开的至宝
和至亲，更是我精神不倒的知音和重要支
撑，有她们，香气袅袅，岁月静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