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5.6 星期一
主编│杨道 版式│杨薇B14 随笔

明斋闲话文人

文人戒烟
友人从内地来，晚间雅集，自然免不

了劝酒敬烟。友人说：“酒还可以饮几
杯，烟就免了吧，戒了。”闻听大吃一惊：

“抽了三十年的烟了，怎么说戒就戒了？”
友人坚定地点了点头，看来是事实了。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说：戒烟有什
么难的，我一年都戒了几十次了。到底是
幽默大师，随口一说就是别致的表达。事
实上，对于一个嗜烟者来说，戒烟确实是
够艰难的。仅以国外的名人而论，丘吉
尔、斯大林、罗斯福、麦克阿瑟、爱因斯坦
等，哪一位不是嗜烟如命的瘾君子？甚至
他们手持雪茄或烟斗的肖像或造型，简直
就成了一种特殊符号的象征或一个时代
的标志。与此相仿，还有我国文化名人如
鲁迅先生、胡适先生、闻一多先生、台静农
先生、黄永玉先生等，抽烟卷或烟斗基本
上已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研究学
问时提神醒脑的重要支撑，是进行创作时
激发灵感的不二之选。据载，当年闻一多
先生在西南联大讲课时，身穿黑色长袍昂
然走进教室，站稳脚步后，便掏出烟斗笑
问学生：“哪位吸？”学生们笑而不答，他就
自己点燃起来，吞云吐雾一番，高声说道：

“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真名士！”然
后开讲。

胡适先生到了晚年不是戒烟了吗？
或许有人会说，他确是下定决心要戒除
的，但是不够彻底。翻开胡适先生的日
记就会发现，他从青年时期就开始吸烟，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痛下决心，甚至发誓
明志，表示坚决戒除，但结果却是屡戒屡
犯，均以失败而告终，对此他自己也承认
在这方面是“最没有志气”者。当然，还
有一位与其相伯仲的人物，那就是鲁迅
先生，要不胡适先生也是够寂寞的。不
过二人不同的是，胡适先生明明知道吸
烟有害而戒除不掉，鲁迅先生则坚决不
相信吸烟有害健康，所以也坚决不去戒
除。一边吸烟，一边思考，一边写作，这
就是鲁迅先生日常生活的状态。据许广
平女士回忆说，鲁迅先生“爱抽烟，每天
总在五十支左右，工作越忙，越是手不停
烟”（《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即便到
了生命垂危时期，他每天对于烟卷的需
求量也没有少过三十支。鲁迅先生在自
己的文章中也毫不掩饰他对于烟卷的喜
好，他在《藤野先生》中就曾欣然写道：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
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
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
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
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
痛疾的文字。”他在《秋夜》中还写道：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烟，喷出烟来，
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
们。”或许正因如此，在诸多的鲁迅先生
造像中，手持纸烟作深入思考状，就是最
为常见的主题。

常见在公共场所中，不管是否有女
士或儿童在场，一些嗜烟瘾君子照样“吐
故纳新”，把好端端的环境搞得云遮雾
罩，座中人仿佛神仙一般，只能隔着缭绕
的云雾聊天。其实，略有情怀者都会顾
忌别人的反应的，不管其烟瘾有多大。
譬如说鲁迅先生，据其好友李霁野先生
回忆说，他在北京造访鲁迅先生时，“鲁
迅先生是不断吸烟的，所以这间小屋里
早就充满了浓馥的烟了。看出我是怕烟
了，便笑着说，这不免太受委屈，随即就
要去开窗子”（《回忆鲁迅先生》）。还有
一次，是1929年5月30日，回北京省亲
的鲁迅先生在李霁野的陪同下，专程前
往西山疗养院去探望好友韦素园先生，

“在畅谈了几点钟之后，素园才想起几次
让请先生吸烟，他都摇头说不吸了，是为

避免使病室里有烟味，不是真的戒绝；
（素园）再三说了对自己无碍，先生才走
出病室，站得远远的急忙吸完了一支纸
烟”（引文同上）。仅此一个细节，就足以
传达出了鲁迅先生的人格光辉，这是一
种良好修养的体现，也是一种人文情怀
的流露，更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行为。

贾母一众人等来到栊翠庵，向妙玉
讨吃一杯好茶。妙玉给贾母煮了一壶

“旧年蠲的雨水”泡的茶，给宝玉、黛玉和
宝钗他们泡茶用的水是是五年前的梅花
雪烧开的。其间，对于黛玉的“是否旧
年雨水”一问，妙玉冷笑一声，说道：“你
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
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
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
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
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
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
那有这样清淳？如何吃得！”

连黛玉竟也俗了。竟有这样的讲
究，令人咋舌。

茶的作用大，明目，润肺止渴，降脂
减肥、抗氧化、提神醒脑等等等等，原是
起于民间的，大伙拿大壶泡着，如妙玉所
说的“饮牛饮骡”般的。文人雅士喝出了

“道”，喝出了文化，这文化就这样积淀
着，到了唐朝出了个陆羽，后世称为茶
圣，一部《茶经》引出了无数风雅来。

他说泡茶讲究水，认为水是茶之母，
水性扬茶。水的排名是：“山水为上，江水
为中，井水为下”。山水即是泉了，泉以

“乳石隙间满流而出”者为上，江水以远离
人烟的为上，井水以挑水量大的井为妙。

梁实秋也想雅一下。天下大雪了，
掬起积雪表面一层，放入壶内加温融
开，煮沸后，“走七步，用小宜兴壶，沏大
红袍，倒在小茶盅里，细细品啜之，举起
喝干了的杯子就鼻端猛嗅三两下——
我一点也不觉得两腋生风，反而觉得舌
本闲强。”是这样的，我也试过，壶底竟
是一层黑物，简直是不敢下咽——梁先
生写作此文距我已经有七十年了，环境
已是大为恶化。好雪才能泡好茶。

如此推论，最适合泡茶的雪该是俄
罗斯的雪了，或者乞力马扎罗的雪也未
可知。那里下雪时日久，空气给洗得干
净，但事实也不是这样。2013年俄罗斯
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劝谕，要求
民众“不要喝太多雪水泡的茶，因为有

过了立夏节气，气温逐渐升高了，不
少植物都生长旺盛，草木葳蕤。“绿肥红
瘦”是这个时候最突出的特征。秧青了，
麦黄了，枇杷结金珠了，樱桃也红透了。
柳浪闻莺，空山鸟语，这也许是人世间最
为难得的佳景。初夏的小雨变得多情了
起来，葱茏的叶间掩映着晶莹剔透的红
樱桃，上面挂了颗颗透明的水珠，有风吹
过，水珠扑簌簌地落下来，却惊不走正在
啄食的鸟雀。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当脑海中闪
现出这句诗的时候，眼前展现出江南的柔
美和温情，满眼葱茏，好一派诗情画意。
想那芭蕉是如何在院子里的黄泥小畦里
被雨水淋洒，变得墨绿的；而樱桃树则突
然在某个早晨从绿叶中抽出一串一串的
红果子，宛若女孩子一般的羞涩妩媚了。

我家的院里种了几株樱桃树，春天
里，樱花朵朵开，把农家小院点缀得风情
多姿。到了初夏的时节，窗前的樱桃树
把它玛瑙般的透红的小果子高高的举在
枝头，诱惑得一些鸟雀们纷纷飞来，停落
在上面，在树枝间上下跳跃，叽叽喳喳地
叫着，用尖利小巧的喙不停地啄食那红
色的小果子，含于口中，还左顾右盼的，
甚为可爱。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我家
的这几棵樱桃树是我父亲从很远的单位
捎回来种下的，开始还怕适应不了当地
的土壤环境，成活不了。后来，经过母亲
精心的呵护，最终这几棵樱桃树都栽活
了。如今枝繁叶茂，高过了屋檐上整齐
的红瓦，把枝干伸向我的窗前，举头可
见，伸手便可触碰到绿茵茵的枝叶。花
开季节，粉红的樱花缀满了窗前。风起
时，飘零的花瓣纷纷扬扬，窗台上铺满了
一层薄薄的花瓣，让人浮想翩翩。最赏
心悦目的还是初夏的到来，青涩的樱桃
在我的注目中一天天长大，由小变大，有
青变黄，次第变红，变得透亮。这时，樱
桃也就成熟了。绿的叶，红的果，有时看
书累了，伫立于窗前，屏息凝神，放任那
些调皮的鸟雀把那红透的樱桃来偷食。

樱桃好吃果难摘。樱桃的果实小，
树枝又很单薄，上树采摘是很危险的。
于是，搬来木梯，随身拿只竹篮，登梯而
上，攀枝而摘。看到透亮而又大个的樱
桃，顾不得擦洗，忍不住在木梯上先吃为
快。轻轻一咬，甜蜜的汁水溢满了口舌
间，慢慢咽下，淡淡的清香漫延而出。采
摘樱桃要连同那长长的果把摘下，这样
樱桃果汁及味道不会流失，且樱桃存放
的时间也就更长久些。成熟的樱桃很娇
气，不能下手太重，不然果实破裂，粘稠
的果浆沾满了双手，黏糊糊的很不好
受。满篮的樱桃从树上摘下，鲜艳欲滴，
让人赏心悦目，舒心养眼。

望着那缀满晶莹水珠的玲珑樱桃，情
不自禁地想起了南唐宰相冯延已的一句
词来：“惆怅墙东，一树樱桃带雨红”。在
古人淡淡的落寞里，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别
样的美丽，更有精彩绚烂的人生。

董改正茶悦人生

雪泡茶

江初昕季候物语

一树樱桃带雨红

收到福建工笔画家颜成彪先生近
年创作的两本画册，翻开的瞬间，视线
就不能移开。两本薄薄的书，如看一部
精彩的戏剧，在连连的叫好声中读完，
意犹未尽。颜成彪先生是我的大学同
班同学，当年在校学习工笔画期间，就
被任课老师江宏伟先生看重，加以悉心
指导，当时其工笔画技法也是全班八位
同学中的翘楚者。一别二十多年，如今
看到他寄来的画册，仍是大大的震憾，
被画中的美久久吸引着。

《工笔荷花一点通》、《颜成彪画荷
花赏析》装帧精美，前者收录22幅画
作，内容从最简单的介绍作画工具、工
笔画裱画纸开始，到用色、线、晕染等绘
荷花的技法。其内容详细丰富，每一步
骤，都配合图片，一一说开来，至最后全
幅荷花的呈现。后者收录29幅画作，
介绍了作画步骤和作画范例。两书均
由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美术出版社
联合出版。

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国人爱荷花，赏荷花，赞荷花。荷花
在我国人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有着
清廉、纯洁的美好文化象征意义。画家
们也同样爱荷花，其挺立不娇的姿态，早
已成为花鸟画家们笔下的主角。颜成彪
先生笔下的工笔荷花，技法细致，凝古淡
雅，独超尘俗，灵动飘逸，富有情怀，展现
了一种厚古的丰雅风格，看罢让人心旷
神怡，不能忘怀。

《工笔荷花一点通》书中《夏日清风
2》画作，紫灰的调子，一朵荷花倾斜在
画面中，显得厚重而温暖，染过白粉的
花瓣，在尖部略施胭脂，淡淡的晕染开
去，色彩由深至浅，显现出白里透红的
丰庾。再据花瓣的走势细细勾出的脉
络，丝丝分明，根根鲜活。极显画家用
笔的功力是，线条流畅、圆润、饱满，又
逆涩、苍老、劲健，展现了极高的勾画线
条质量和水准。再看花瓣，错落相扶，
各自展开，无一类同。花蕊是最精细描
绘的部分，画家勾出一条条蕊心，分染
层次，点上须头之后，荷花更有了精
神。观看整幅画作，花朵风姿卓卓，吐
蕊摇儀。在谋篇布局处理上，画家纵向
地吸取了宋画技法的同时，又横向地借
鉴了当代艺术发展中的表现形式，既有
工整、沉稳、静雅的表达，又有灵动、飘
扬、洒脱的笔意。重视表达天然荷花的
气质、意态，画中花既是生活中的花，又
不同于生活中的花。且掩映绰约，低吟
浅唱，歌颂阳光的美好、生命的伟大。
画面上的荷花宁静致远，祥和圣洁，画
家的情怀一览无余，生活功底和造型能
力可见一斑。

如颜成彪先生所言，自己画荷花是

李玉萍文化评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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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复多次的对荷花的关注，直至对荷
花的爱，欲罢不能，倾心不已。从写生过
程中，慢慢开始认识荷花，了解荷花，到
发现荷花的美，至最后在画笔下表达出
荷花的美。实际是画家从生活中来，到
生活中去，反复吸取生活的丰富营养，不
断在创作中探寻着、丰富着自己的绘画
艺术语言，提升自己的绘画艺术水平的
过程。没有深入生活，是无法呈现出如
此美丽画面的。呈现在画面上的笔墨，
是画家心灵的轨迹，是画家对生活无比
热爱、对自然无比热爱的真挚表达，蕴含
着画家对生活美、自然美的不懈追求与
歌颂。他将自己的感情、精神和生命力
全部投入画作中，赋予画作以新的生
命。书中的每一幅荷花画作，既保持了
中国传统工笔画的荷花之姿态，又营造
了荷花的圣洁、清廉、平和之意境。画家
在作品中表现的不仅是生活中的荷花，
更是对中国文化中，荷花所蕴含的“出淤
泥而不染”气质的尽情表达。

益物质在雪融化成水时流失，可能引发
骨质疏松和掉牙。”粗豪的俄罗斯人也会
用雪泡茶？难得！只是俄局的理由太讲
科学了，与我中华雅文化大有不同。

“雪水烹茶天上味，桂花煮酒月中
香”，这样的诗意是汉文化独有的，它铸
造了这个民族骨子里的雅致。雪泡茶，
其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世界已日
益陷入科学的语境里，诗意在科学里剥
去外衣：月亮上没有桂花树，葡萄藤下听
不到窃窃私语，海市蜃楼只是日光折射，
没有神话没有童话，当然也不能用雪泡
茶。只有物质的世界是可怕的。

《红楼梦》中妙玉黛玉等品雪泡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