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迷灵隐寺

如品回甘龙井神

第三站，我们去的是灵隐寺。本
来没有打算住在灵隐寺的，订好的房
间竟然被挤掉了，只好随便拿了一张
客栈的宣传单一路寻去，没想到就在
灵隐寺的山脚下。到的时候已经是傍
晚，小桥流水，错综复杂，枝桠藤蔓拱
着山体往上。

开客栈的是一位台湾老板，养了一
只不惧陌生人、一听到说要出去玩就会
激动得疯掉的拉布拉多。前台漂亮的小
姑娘说：“你们来的真是时候，这个季节
人不多，灵隐寺不冷不热的，特别舒服。”
可是明天的灵隐寺不知道会不会下雨
呢！心里暗暗有这样的担忧——从北方

去的人真的很难适应连续的阴雨天，好
像一团雾糊住了整个人，咬一口空气都
能浸出水的湿漉漉。

果然第二天一早灵隐寺完全没有让
我们失望地下起了毛毛雨。打着伞一路
走，一抬头，居然看到灵隐寺外凿在石壁
里的佛像，与周围被打湿、油亮浓绿的植
物融得恰到好处。我问同伴：“菩萨在这
里一定很舒服对不对？”他猛点头，看着
睡姿的菩萨露出羡慕的神情。

如果你问我，灵隐寺跟别处的寺庙
有什么不同呢？我心里大概只会冒出四
个字：龙井回甘。灵隐寺就像一杯茶色
透亮的绿茶，温润娴静，没有任何一个地

方让你觉得突兀，寺外潺潺流水河中游
鱼，寺内高壁尖塔小博物馆，好像种种都
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坐下来休息一下
吧，于是就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天空飘来
的细雨，忘记了渐渐的游人如织……站
起来才发现，裤子浸润得都有些湿了。

“没关系啦！”我们互相说着，“刚刚好舒
服。”

离开灵隐寺以后，我们去了梅家
坞。但很遗憾，事先没有查好攻略，没有
找到梅家坞好玩的地方，加上天色有点
晚，就着旁桌的打牌声喝了点新茶，匆匆
地走了。后来看朋友的游记，才知道原
来可以走到很高的茶山上，去茶园里好

好地体味，采茶，掐尖儿，好玩得很。遗
憾是真遗憾，回来只好安慰自己：留个念
想吧。

回想起来，这次的杭州之行其实还
有很多遗憾，比方没有吃遍地道的杭帮
菜，比方没有好好地体会一下在城市的
街头巷尾游走（只花了个一天，那怎么够
呢？），比方没有去看成中国美术学院的
建筑群，比方没有骑遍杭州全城——这
些都让我遗憾。回到大都市里忙碌日子
的缝隙里，我总会怀念那种大樟树下混
着柿子甜的湿湿的空气——“什么时候
再去吧，住上一阵，好好闻闻。”生活在别
处，这一刻，我的心留在了杭州。

入湿地

感动于纯净绿野步
我们第二站去的是西溪湿地。本来

想住在湿地里，不过杭州人真的太会享
受，我们提前三天居然连一间房都没订
到。晨听鸟鸣夜枕蛙叫的想象是落空
了，只好赶了个大早直奔湿地。是的，这
个地方一定要提早来，而且从博物馆的
入口进，这样你就能跟旅行团分道扬镳，
独自占有一大片湿地。凉亭，回廊，木板

桥，甚至是夏天才该来的蚊子，都不经意
地出现了，让人不停发出：“天呐这一切
都属于我！好棒！我想在这里死掉！”的
感叹。

也许是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待得太
久了，看到大片绿色觉得清爽以外更多
的是感动——感动于枝繁叶茂，感动于
自然生命的力量。原来一切早有安排，

只不过需要我们静下心来体会而已。我
相信建筑湿地的初衷，一定是希望忙碌
的现代人能够脱下浮躁回想一下树林田
野的味道，拂面的风，池塘边的水葫芦，
还有叫不出名字的大绿叶上清晰又好看
的黄色叶脉。如果不是盘腿坐在枯叶铺
满的草地上，大概要过个好几年才会发
现吧。

友情提示一下，每年的9月底到10
月，是西溪湿地的火柿节，湿地的柿子
树上挂满了金灿灿的甜柿子，你可以带
着一根长杆，打下来好多比外面卖的要
甜上千百倍的大柿子，当然你也可以等
到11月，等那些没被打到的柿子熟透
了从树上掉下来，掉在刚刚经过的你的
手里。

走西湖

做场荷塘美梦
游

第一次听朋友说起杭州，对方的
描述是：我已经打算卖掉北京的房子
去杭州生活了——杭州真的太好了！

“好在哪里呢？”我问。
他又骄傲地抬头：“因为这个城市对生

活有要求，好玩，节奏没有那么快，适合溜
达，到哪里都特别懂你想散步的心。”所以
她很慢喽。这是我对杭州的第一印象。

西湖当然是必须要去的景点。但老
实说打动我的并不是有好听名字的西湖
十景，反倒是去西湖的路上路过的一片
湿地公园。在这里，有我从来没有见过
的植物，没有见过的浮萍荷塘。面对这
些植物，我会不禁想象自己是绿丛中的
公主，陷在大片的树叶和枝桠中，这一刻
就像是一个带着青草味道的涩涩的梦。

后来在杭州溜达多了才发现，杭州人真
的很善于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给你造一
场荷塘春梦——就好像要就着西湖一
起，把你留下来，让你忘了归路。

真正到了西湖，请务必租一辆自行
车，骑遍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
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
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不

仅仅因为骑车才能细细品味每一处风景
从不同角度观看的别致，更因为揉合了
春风的西湖苏堤，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暖，
轻轻抚着你耳鬓的皮肤，空气里还有种
春天湿气的植物的香味，如果西湖的人
不多（这只能是相对的，因为这个景点简
直太有名了），那只能说明上帝真的太眷
顾一心想要赏景的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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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琬茜

与武汉的初次见面，是在凌晨四点的火车
站。误了高铁，改了火车，从北京摇摇晃晃了
11个小时才到武汉。武汉是一直都很想去的，
这座长江畔的城，到底是像滚滚长江水般气势
磅礴，还是有着南方城市固有的温婉柔和，我
不知道，却很想了解。

待在武汉时，多半时间都在下雨。一下
雨，就容易让人联想到烟雨江南，但武汉并不
是那样的温婉。有人形容武汉是“城乡结合
部”，因为历史缘故，武汉市民的骨子里带有些
许“市井小民”的性格特点——随性、爽直，还
略带些急躁。所以即便是雨天，也能看见地铁
公交上、大街小巷里的上班族端着热干面，步
伐匆匆，这就是当地人的“过早”（武汉方言：吃
早餐）。

下着雨的武汉，有点儿像冬天的海南，绵
绵细雨带着一丝凉意。武汉的道路不像北京
那么宽敞，规规矩矩，也少有繁华都市之感。
相反，它更似海口的大街小巷，分布得有些随
意，甚至有些坑坑洼洼。在人群拥挤的户部巷
小吃街，行人们一边撑着伞，一边顾着手上的
各种小吃，一边还要避开随时可能溅起水花的
车辆。雨中的武汉给人一种拥堵感。

每年的三、四月，武大樱花正开放，吸引了
一批又一批的游客，我也不例外。无奈，清明时
节雨纷纷，一大片的樱花被雨水冲刷，只留下满
地的落花。待我驻足樱花树下，仰头望，已不见
樱花的影，只剩一树的叶，略带失望。

不过，这也不见得就是件坏事儿。
雨中漫步武大，人不多，反倒能静静欣赏

这座以美著称的校园。因为地形地势的缘故，
我们称武大是“山上的大学”，陡坡很多。犹记
得那条著名的樱花道，沿着一排樱花树往上
走，仿佛有一种登高临眺之感。即便樱花落
尽，置身其中，仍能幻想出一幅樱花满目的画
面。樱花蒸饺、樱花标本、樱花扇……樱花，仿
佛成了武大的另一个标签，浪漫而美好。

没去武汉之前，我总以为武汉是一座燥热
的城市，尤其到了夏季，火热得让人难以忍
受。但是，我有幸亲历了一趟雨中的武汉，似
乎在冷湿水汽的笼罩下，燥热逐渐被浇灭，尽
管路上行人步伐依旧匆匆，至少整座城市能冷
静些许。

当高铁慢慢离开武汉，驶回北京，我反倒
开始有些不舍。我一直觉得，北京是一座包容
性很强的城市，有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在这
里驻足。而武汉不同，它依傍长江水，略显倔
强韧劲，若不是本地人，似乎难以融入这座
城。作为一个匆匆行过的看客，我爱武汉的
雨，也爱雨中的武汉，或许是因为它和下着雨
的小岛很像。

梦游杭州：

这一刻，我的心仍留于斯
要说杭州，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从A到B好，还是从C到D

看得更全。我总觉得一个城市的味道必须要每个人亲自去品

一下，带着你的生活经历，体会这个城市的湿润干燥、树荫和光

照，于是就有了你和这个城市或多或少的默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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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的武汉：

感受水汽
笼罩中的江城

武大樱顶 张琬茜 摄

灵隐寺佛像 山山山猫 摄

流传千年的饮茶方式

罐罐茶，就是用泥土糊出一个中间
孔有拳头大小的土炉子，用一些柳树枝
条做柴火，架上一个烧制的小瓦罐，底
座直径约四五厘米大的锥形，塞进一些
并不昂贵的春茶，烟熏火燎地熬制出
来，倒出来几人围坐在土炕或桌前饮用
的喝茶方式。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土
炉子和瓦罐逐渐被铁炉或者电炉、铁罐
或者铝罐代替，但这种饮茶方式仍然保
留至今。

1936年10月，历经二万五千里长
征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
主力军在此胜利会师，休整一月后北
上到延安创立红都。试想人类历史上
路线最长的一次战略转移，历尽艰险，
能在此会师休整，或许当地罐罐茶的
功不可没——既让英雄部队尝到了酽
浓的茶香，又在朴实且不乏革命激情
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享受宾至如归
的待遇。

穷则思变，这是一个朴实又充满
哲理的观点。好多年以前，输出人才
就成了这个国家级贫困扶持县的发展
战略趋势，因而成就了这个名符其实
的高考状元县，仅仅明清两代进士就
有20人，文武举人115名，贡生396
名。而全县六千多平方公里土地，至
今人口才区区五十多万，据五年前的
统计数据，已有五万多名大中专院校

生，五百多人获取博士，硕士二千多
名，学士超过两万。

所谓人杰地灵，如此引人瞩目的
成绩，成为这些罐罐茶民们津津乐道
之事。正是这些喝着罐罐茶的前辈
们，在贫瘠干旱、海拔二千来米、多是
丘陵坡地的田地里，辛苦耕种，在罐罐
茶炉后合议并执行着这沉重又坚定的
培养计划——一个个人才方能脱颖而
出。在这里的县城或者乡村，最繁华
最耀眼的建筑，无疑是学校，最受关爱
的是学生，最受尊敬的是老师。因此，
家家户户熬煮罐罐茶时的闲聊，八成
是与教育人才有关的话题。各家庭攀
比的不是金钱财物，而是孩子的成
绩。或许这些土胚或者红砖砌的半边
房里，最引人关注的是具有一定含义
的字画，或是孩子们的学习奖状，或是
相框里亲属们在各地的风光照片。

滋养着黄土高坡的茶水

留意这里的气候地理条件，对于
罐罐茶文化渊源的探究，似乎别开了
洞天。极小的降雨量、海拔二千米左
右的山坡沟壑、全年平均只有5-10摄
氏度的气温、常常光顾的西北利亚寒
流，再加上干旱，这里常见黄风土雾，
满天灰尘。处在如此恶劣的地理气候
条件，一种可以抗击饥渴的饮食显得
尤为必须。

因此，在当地农村，喝罐罐茶就成

了人们生活的必须。清早起来喝一顿，
神清气爽地上山干活，午间或者晚上带
着满身灰尘再享受一次，大有解乏养神
之妙处。这一点像南方沿海各地喝茶
的人们一样，为应对风大浪高，工作日
晒时长的海上渔业生活，喝茶保养成了
惯例。如福建潮汕的功夫茶、海南的老
爸茶，均有异曲同工之处。

再者，这里的降雨少，蒸发量和渗
透量超大，河流稀少，河水盐碱度太
高，汇集起来的雨水和雪水成了这里
生活必须品，因此成就了打深水井或
者水窖的传统。据说当地找对象常以
水窖多少确定满意指数。而罐罐茶的
用水最适合窖水，经沉淀储存的水味
不大新鲜，熬茶使得两全其美，既能除
味，又能美美地喝上一通。

饮茶如饮人生醇酒

到当地人家做客喝罐罐茶，对于
礼仪颇有讲究。熬茶一般是由主人主
持，当你拿到第一杯茶时，不能急于开
口，须先双手擎着敬在场的长者，不分
男女，再表示承让给所有人。正式开
喝之前，必须先对着供桌滴几滴，表示
缅怀逝去的先祖，方可以坐下来慢慢
喝。坐姿最好是盘腿而坐或者屈膝正
座，绝不能翘起二郎腿，喝时切莫随意
发出声响，否则被视为失礼或者无教
养。

说到茶点，也是一项学问。罐罐

茶没有南海地区的“穷茶富点”之说，
可说是量力而行，美其曰“衬茶”。作
为“衬茶”之物，简单点则如杂粮莜麦
做的炒面，复杂点是女主人去厨房现
做的胡麻油烙饼，或者提前预备的麻
花油饼，将就点便拿些放了几天硬梆
梆的馒头饼之类的干粮，只要主人真
诚就行。

喝罐罐茶也有其养生之道。近年
来，冬天农闲时，当地人熬茶常会先烤
一些红枣和捏碎了壳的干龙眼，再加
一些冰糖枸杞之类烹煮，色香味俱全，
男女老少皆相宜。到冬天人们常常会
杀猪宰羊，沿袭游牧名族之风，吃着大
块油腻的手抓肉，罐罐茶则成了解腻
的最佳选择。而当地盛行吃一种靠天
然发酵，酸味十足的浆水，配杂粮面煮
成，一顿清火舒畅的饱餐之后，觉得胃
酸，可以用这罐罐的浓烈来冲淡。假
如晚间因喝了茶而兴奋得睡不着，通
常是起来再继续喝，喝到困为止，且常
常为醉酒者提供了解酒良药。

考究罐罐茶的发源地，也不一定
是会宁，但会宁的罐罐茶独具一格。
据资料显示，陕西甘肃的大部分地区
也盛行此茶道，是因为会宁独特的地
理和人文条件，才赋予了罐罐茶的新
定义。不一定是喝着罐罐茶，才能培
养出如此多的人才，但人才造就了这
里的茶文化。

尝一尝会宁罐罐茶，犹如畅饮人
生醇酒，香味弥长。

罐罐茶滋养着会宁的黄土高坡。 王锦霞 摄

沿着甘肃省会兰州至平凉
的高速公路，向东南行一百五十
来公里，一路行进在荒凉起伏、
沟壑遍布的黄土高原丘陵地区
腹地。偶见点点星星青柳挺立
路边，层层梯田里延伸着青青的
麦苗。群山环抱之中，总见中间
一条悬崖相峙的大沟贯穿，有如
陕北地区的地貌，只是少了石崖
砂岩的点缀。下高速十几公里
到了个狭长河川地带的县城，即
号称“秦陇缩阴”之地的会宁。

“中国工农红军会师圣地”、
“状元故里、博士之乡”、“中国民
间艺术之乡”……对于这块干旱
贫瘠的土地，如何滋养这里的人
们，无非有着神奇的佳话。绕开
多于说教的地理资料，用切身的
感受和细致的观察，我得出一个
似乎不太符合逻辑的推论，这些
文化的沉淀和发源，主要归功于
当地的罐罐茶文化。

会
宁
罐
罐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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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土
高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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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一
罐
醇
香

■ 章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