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从春节开始，人们就在疫情
的影响下，从未涉足任何的诗与远方。
直到国庆、中秋8天假期的来临，人们才
迎来久违的热闹，假期之中的北京像是
回到了除夕之夜，交通不堵了，大多数
久居北京的人都分散到了全国各地，去
旅行、探亲、休闲、娱乐。其实，在大城
市待久的人，无非就是想寻找一丝惬
意，享受忙碌之后的轻松，放空，融入自
然、简单，回归平静。

当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抬头看
看已经被乌云遮住的月光，身边匆匆而
过的人群，距离自己还有2公里的出租
车，回到家漆黑的房间，疲惫一直在催
促身体快点睡觉。舍不得睡时就只好
不停地刷手机，隔着屏幕满足自己对

“理想生活”的向往：很想有时间认真的
看看花草树木，坐在阳光下读一读自己
喜欢的书，听听音乐……然而，房间一
角的尤克里里已经满是灰尘却还是没
空去学会一首完整的歌……错峰出游
很难请假，热门景区游人又太多，想来
想去，看看时间，必须得睡觉了……因
为明天还要伴着日出去工作！

这些琐碎的生活场景，大概是每个
人曾经或者现在的经历。国庆假期，笔
者发现了一个不错的地方或者说是可
以快速得到身心释放的地方——音乐
农庄。农庄，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农家院
吗？似乎差不多，但是这里有它的特别
之处，所以才值得笔者和大家分享。

想象一下：如果假期可以不用长途
跋涉地抵达目的地；如果可以抽出一天
或者半天时间就能呼朋引伴去狂欢；如
果有一个地方可以听音乐、玩儿音乐、
可以喝精酿、可以在夕阳下看飞鸟、可
以闻着花香，果香晒太阳、可以隔绝城
市之中的所有喧嚣、可以满足你对理想

生活的期待，而最最最重要的是，它很
近，很方便！

对，没错，音乐农庄就是这样一个
地方。放假期间的某个下午，笔者很幸
运地被农庄的主人邀请做客，隐于村庄
里的大门，很低调，推开门却是别有洞
天。场地开阔，足够撒欢儿，草坪保养
得柔软厚实，无论是朋友聚会、公司团
建还是亲子活动，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农庄的主人是一名资深音乐人，所
以这里还具备表演、玩儿音乐甚至是

“蹦养生迪”的条件，灯光、音响等设备
的用料很足，效果赞不赞，你得自己来
试试，反正笔者觉得肯定会惊艳到你的
小伙伴们。精酿作为近年来流行的一
种文化也在农庄里有所体现，品种包含
了比利时小麦、牛奶世涛黑啤等在内的
多个经典啤酒，爽口清澈，喝多少都不
会醉人，只会给你微醺的幸福感。

一天之中，随着阳光的变化，让这
里的一草一木呈现出不同的样子，适合
拍出各种网红大片。由于地处顺义，远
处天空飞过航班的频率变得很高，但是
却不吵，不会被飞机的轰鸣声打扰。农
庄只有一个大门，安全性高，遛娃越发
的省心，身边的孩子们戏耍着，奔跑着
……朋友们可以就坐在舞台不远处，品
尝着农庄里丰收的果实，一起喝酒、吃
肉，一边嬉笑谈天，一边随着音乐舞动，
在这里享受轻松、愉悦，让身体和精神
都回归最舒服的状态……

音乐农庄里的秋天，因为有了音乐
而变得更具有艺术气息；音乐农庄里的
秋天，因为有了各种成熟果实的装扮而
飘散着丰收的喜悦；音乐农庄里的秋
天，因为遇到了同样喜欢这里的人们而
成为了“城市中理想生活的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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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绿茶、一本好书、一段心路，它们

你中有我，相互胶着又相互陪衬，氤氲缭

绕，养心醒魂，几乎成了我每天固定的生活

场景之一。不觉单调刻板，非常惬意，甚至小

有得意。每每，沉浸其中的我都为能独享这

一份静好与内香，而觉幸福满怀。

之所以乐闻茶香，得从小时说起。无

论是家里来了客人还是到别人家作客，总

有一杯热茶斟上，未饮心先暖。久之，知道

了这是我国人特有的待客礼节。千百年来

的积淀与传承，已成为了我中华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加工作后，眼见同事

不分年龄、资历、职别，都有事没事喝茶、聊

茶，兴起还相互推荐与赠与。耳濡目染，自

己也好上了这一口儿，且一好就是一辈

子。兴趣至浓的我还翻阅了相关书籍，终

识得了其恒久魅力之所在。茶圣陆羽言

“茶之为物，最宜精行俭德之人”，道出了茶

之和、敬、清、寂、雅的内在品质。茶之亚圣

卢仝有《七碗茶诗》“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

闷……”唐刘贞亮提出茶十德：以茶散郁

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可雅志。抗战时

写下“立己立人、强国强种”豪言、几十年孜

孜矻矻研制茶的茶学专家张之福，一生致

力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真理，传遍五洲

永不衰的是茗饮”理念的传播。据查，英国

首相曾称“茶，是中国火药、造纸、印刷、指

南针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贡

献。”英国人之所以也习惯喝茶，我推测，茶

文化的精神特质与他们绅士风度，即讲究、

庄重、优雅、内敛的品格极相契合，可谓：万

千红尘水，一杯幽兰情。几十载光阴悠悠，

无分冬夏冷暖，亦无论苦乐酸甜，这一灵性

的芽叶朝朝暮暮伴着我，成为懂我我也懂

它的知己。自知已无可救药地爱上并嫁给

了圣洁品高的茶，一生无有涯。

之所以乐闻书香，似也得从小时说

起。信手翻得了几首唐诗和几本小说，迷

醉不已，便再也放不下。寻寻觅觅中，开启

了我与文学书籍的心心相印之旅，逾古稀

而一发不可收。说起来，我国自古对读书

就极为看重和尊崇。有“个人的精神成长

史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

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精神”的名言，更有

“耕读传家，读书济世”的训条。章太炎言

“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则道

出了读书的意义与作用，因我五千年历史

和浩瀚书海自然“国粹”得很。据传，被奉

为“百世兵经”的《孙子兵法》是美西点军校

学员的“口袋书”，足以见其影响之大。于

某些行当而言，读书的功用更是凸显。视

读书如命的于是之曾讲“演员必须是一个

刻苦读书并从中得到读书乐趣的人。”又言

“一个演员在舞台上、屏幕上和银幕上，最

后要拼的是修养，修养则是必须要学上一

辈子的事情。”的确，修养与读书关系太大

了！放眼当今主持界，能与董卿比肩的有

几人？“央视一姐”“当家花旦”的名号与光

环是其自小背诗词、抄成语铺垫和熏陶出

来的。而名人大家对读书更是十分珍视。

王国维只为得到夹在某书里发黄的书页，

竟连整本书买了下来，还欢喜得不得了。

一些志士仁人明知第二天就要行刑，头天

还在读书。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一生读

书9万册以上，可谓手不释卷。汪国真去世

时，悼念的人用逝者本人的诗句为他送行：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悼

意诗意创意！纵览，读书等同美食却胜于

美食，喂养身心更喂养灵魂。那些寓意深

刻又相当文学的美句，全是我的最爱。如

苏东坡的“西瓜联”：坐南朝北吃西瓜，皮向

东甩；自上而下读左转，书往右翻。木心的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一生只够爱一个

人。”“万花丛中过，叶草不沾身”等，同茶，

自知也无可救药地爱上并嫁给了被誉为精

神体操的书，一世无有涯。

经年累月，此茶香、书香极香于同一屋

檐下，自会催生出心香的花瓣朵朵。包括眼

界的开阔、心魂的陶冶、品位的提升，少不了

的还有文学素养的日渐浓厚。如喝了“可以

清心也，心也可以清”的西湖龙井，我告知朋

友“清心也可以，也可以清心”；读了大量英

烈事迹，我自心底向为了民族复兴而倒下的

魂灵致敬，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就没有今

天的幸福花开。并发誓：良知在，永铭记；感

喟“吟成5个字，拈断数根须”“两句三年得，

一吟双泪流”，我告诫自己做学问要像古人

那样专注、走心；而俞敏洪“在绝望中寻找希

望”的箴言及经历，让我悟得“不轻言放弃”

乃人生硬道理；杨澜的“做你所爱，爱你所

做”，哲理又凝练，我受益复受益……

古言“琴棋书画诗酒茶，七个兄弟是一

家”，我心仪的诸香均在其列。想想，既憧

憬又回味，此情景交融之风光，美得多么有

内涵有特点有情致啊！

茶香书香心香茶香书香心香
■ 吕金玲

那团燃烧的火那团燃烧的火
杨丽丽

那是怎样一团火啊
它带着邪恶的笑声在战士身边蔓延
噼啪噼啪
敌人的阴谋毒蛇一般乱窜
不能动，不能动，我不能动
在391高地下的草丛中
一片血一样红的火映红了临行的誓言

“为了战斗的胜利、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他趴在那里
像生了根的石头
坚定的目光
击退每一条火蛇带来的痛苦
鞋子烧起来
衣服烧起来
皮肤也烧起来！
可是，不能动，不能动
此刻，燃烧的血肉筑起了坚固的城墙
此刻，所有的信仰也燃烧成了一团烈火
只是这团火啊
比敌人的那团火多了坚韧，多了希望！
在那团火的燃烧下
他化身一株小草，即使火光冲天
但是英雄的信念啊！
依然会在春风的吹拂下生出新的希望

音音
乐乐
农农
庄庄
里里
的的
秋秋
天天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也是收
获幸福的时光。秋天，装着满满
的高粱、玉米、谷子和红的黄的绿
的紫的瓜果，聆听着山坡和田野
里麻雀、蝈蝈的叽叽喳喳。偶尔
吹拂的一阵阵清风，让田里的稻
草人晃动几下。

我的童年属于上世纪60年
代。那些年，我家每年都有几个
月少粮缺吃，父母就带着一家人
在河沟里、山坡上种点麦子、高
粱、玉米、谷子啥的，以解燃眉之
急。我喜欢红红的高粱、黄澄澄
的玉米，但尤其喜欢谷子，喜欢它
低着头的样子，是那么虔诚，那么
静谧。

谷子分春谷和夏谷，我家种
的是春谷，通常是谷雨前后种，这
样生长期长一些，到9月份就熟
了。种谷子和种麦子、高粱、玉米

一样，播种、耪地、间苗、浇水、施
肥，样样得精心打理，不能马虎。
谷子最初长到4、5公分高时，就
该耪头遍了，一边耪一边间苗。
这时候，跟谷子一块长起来的杂
草，跟谷子模样差不多，所以，耪
地间苗必须看清楚，否则就把谷
子苗耪掉了。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谷子长势好赖，穗儿饱满不饱满，
离不开肥料。那时候，无论私人
种小片荒，还是农村社队的大田，
都很少用化肥。农村生产队用的
普遍是马棚牛棚和旱厕起出来的
粪便，然后掺上炉灰、杂土，或者
集中到大粪坑里沤起来当肥料。
我家谷子地上的粪肥，是垫猪圈、
羊圈的炉灰，个把月清出来两背
篓，撒到地里去，从河沟里挑几桶
水浇浇。等谷子长穗时再耪一

次，再在地里支上几个绑着布条
儿的“稻草人”，帮助轰轰麻雀，剩
下就靠老天了。

那时，长势好的谷子，穗长普
遍有15到 20多公分，一穗几千
粒。每年谷子收割前，我都站在
地头默默地看看金黄的谷穗，看
它们沉甸甸的身子，看它们低眉
不语的静谧。金灿灿的谷子，仿
佛也在感受清爽的秋季、多彩的
秋色，抑或为老百姓的生活虔诚
地祈祷着、祝福着。

谷子收回家，一家人剪穗、晾
晒、手搓，乐此不疲，最后拿到碾
坊碾磨。虽然每年也就收获20、
30斤谷子，可当吃上一家人辛勤
劳作，且带着清香味道的小米饭、
米粥时，往往会平添很多欢声笑
语，还有对来年更多的期盼。

张栓柱/文

谷穗弯弯谷穗弯弯

欢迎投稿
详情请联系

电 话：

69849082 或 69847961

E-mail：

mtgxwzx@vip.sina.com

马爱新 / 作

梦里繁华落尽，此情未央，
此意难忘，弦虽断，曲悠扬，秋高
气爽，就这样迎来了新的秋天。

坐在飞驰而过的动车里，
望着窗前花花绿绿的世界，一
抹午后的暖阳照在脸颊上，惬
意地温暖了整个心房。回头张
望，身后是年迈的老人和他年
幼的孙子，阳光照在老人的银
丝上，顺着老人慈爱的笑容逐
渐向下，最后落在孩子那稚嫩
的眼睛上，阳光轻抚孩子的额
头，孩子依偎在老人的怀里，享
受着温和的时光，嘴角咧开幸
福的笑容。或许，这辆列车开
往的是父母亲生活的地方，孩
子的眼神带着满满的向往。

身旁，是穿西装的中年男

子，微侧身板，安详地进入梦
乡，他的呼吸略显急促，却只是
小声的低吟，更像一曲大提琴
的独奏，阳光调皮地爬到他的
脸上，我看到了他眼角的褶皱，
刹那间仿佛看到了他那奔波的
无数个日日夜夜，是岁月沉积
的伤痕。他嘴角微微上扬，或
许，他梦见了相隔两地的妻子
和孩子，可手却紧攥着公文包，
也许这是他奋斗的方向。或
许，这辆列车驶向的是成功的
方向。

而我的前方，是一个即将
考研的女孩，厚厚的英汉词典
充实着她的时光，头戴耳机，口
中默念并不断书写，满满的单
词爬满了白纸，阳光洒落在她

的秀发一侧，透过窗户照在朝
气蓬勃的脸庞上，过了许久，她
转头望向窗外。此时，列车驶
进城市，高楼拔地而起，车水马
龙的街头是行色匆匆的路人，
她的神情充满憧憬，嘴角微微
上翘。或许，这辆列车驶向的
是她向往的城市。

随着列车长长的汽笛声，
列车的速度渐渐放缓，咯噔咯
噔有规律地拍打着铁轨，扑朔
迷离的光影透过窗户，落入我
的余光中，光影闪过，繁忙的生
活又浮现眼前。

风掠过树梢，碎落一地的
秋叶，成为季节里的残痕。残
花若梦，花落满天，舞乱心伤，
沿着天边最美的那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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