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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评弹

女性意识与地域思考

张新一

曲径通幽

狮子林墨缘

清泉

茶悦人生

蝉茶有禅

汤飞

有次，同事旅游归来，带回一盒茶叶，
名曰“紫金蝉茶”。我很纳闷：“时常听闻

‘禅茶’之名，这蝉茶莫非是故意反其道而
行之？”他笑话我孤陋寡闻：“此蝉非彼禅，
指的是曾和鸣蝉皆属同翅目的小绿叶
蝉。”如此一来，我更迷糊了：“难道类似于
猴儿酒，茶香有昆虫的功劳？”

同事笑而不语，拆开一小袋茶，递到
眼前：“仔细瞧瞧。”“茶叶是用来泡的，不
是瞅的，看点在哪儿？”“初见之时，我跟你
一样眼拙。”他用透明的玻璃杯泡了茶，神
秘地说，“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奇迹在茶杯里，因此我目不转睛地盯
着。原本沉睡的卷曲茶叶被鲜开水叫醒，
舒展了身姿，在方寸之间飘舞，悠然下
沉。茶叶亮绿而茶水金黄，散发出缕缕浓
郁的香味，然而我无以名之，只得提问。
同事说：“这是蜜香。”

观察一阵，我终于觉出异样：茶叶边
缘有些缺口，该不会是小绿叶蝉干的坏事
吧？他点头又摇头：“是它咬的没错，不过
因祸得福，反倒成就一品名茶，形成产业，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坏事变好啰！”

“彼得·帕克被蜘蛛咬伤，获得超能
力；这茶被虫咬了，口感会更佳吗？”

“同事的含义是，咱俩遇到了相同的
难事。”他侃侃而谈，“你有所不知，小绿叶
蝉叮咬茶青，它的唾液便沾染在叶片伤
口，促进茶叶内含物质的分解，继而分泌
一种特殊成分。布满虫咬斑点的残缺茶
叶卖相不佳，可经过特殊工艺的炮制，自
带蜜香，广受欢迎。”

“有虫咬噬，证明茶叶是真正的纯天
然、零农残。”我说。

同事送了一袋茶，我迫不及待地泡上，
思绪随浸润的茶叶沉浮。虫害致使茶叶不
够齐整美观，这在注重外形的茶叶市场是一
大缺憾，岂能得到挑剔茶客的青睐？损失看
似难以弥补，谁知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茶树
无辜受伤、竭力容伤、顽强疗伤，最终孕育出
美妙滋味，可谓意外的惊喜。以事后诸葛亮
的角度看，小绿叶蝉之为害，倒是茶生蜜香
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劳苦功高。

此乃残茶之所以成为蝉茶的外因。
其内因在于，聪明睿智、心灵手巧的茶农
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养成了精研细学、
善于创新的工匠精神，不轻言放弃——生
活不允许他们罢休。通过一次次别出心
裁的尝试，总算开辟出一片新天地，闯出
一条“智富”的新路子，创出一个驰名茶界
的新品牌。

在当代女诗人中，宝兰无疑是具有大
格局、大气象的一位。出生于南北交界的
河南新县的宝兰，年轻时远赴深圳闯荡，
中年开始写诗，天赋异禀，堪称传奇。她
阅历丰富，无论粗犷奔放的塞北还是繁华
摩登的都市，都留下了她的足迹；无论心
理咨询还是文学艺术，她都有所涉猎。这
样的女诗人，带着男人般的大气，又不失
细腻柔软的女性意识，而丰富的经历，又
让她可以毫不违和地以异乡人的身份，创
作出带着浓烈地域文化色彩的诗作。

以《水乡女人》为例。这首诗的内容
正如诗名，以一位水乡妇女的口吻讲述她
雨季过后的日常生活，全诗没有浮华的辞
藻与滥情的文句，只是白描式地牵引出妇
女的心声。“我不敢确定/今天是不是一个
好日子/但我此刻必须起来/摇筏送娃上
学/再去干下辈子也干不完的活/然后再想
想晚餐的事”，这一段相当口语化，也缺少
强烈的感情成分，像极了访谈或纪录片中
的口述，也许美感略弱，但胜在真实、不造
作，并不刻意突出妇女对男权的反抗意
识，也不着意渲染母性的无私，反而剑走
偏锋，捕捉到了女性日常生活中一闪而过
的幽微情绪，蕴含着复杂的情感：出于本
能的自私、对男权不满又不敢明示的怨
念、对未来的困惑、近似于直觉的不安感
……宝兰虽非水乡之人，但成功刻画了一
位如水般的女子——看似波澜不惊，实则
暗流涌动；初品寡淡无味，尔后回味无穷。

宝兰的其他作品中，也蕴含着女性意
识与地域思考。《在海洋公园》一诗，叙述方
式相当新颖前卫，只交代抽象的情境，而非
具象的情景，香港海洋公园成了诗人笔下
一个衬底的背景，形形色色的人、车流、风
景等，全部被提炼为一种现代都市中若即
若离的时空关系，生成人与环境的疏离感、
人与人的疏离感、自然风景与现代都市的
疏离感；《在海洋公园》平实的文字背后，潜
藏着展现这般高妙意境的野心，而宝兰恰
到好处的文字功力让野心得以实现。读者
能够通过《在海洋公园》与诗人达成微妙的
连接与共鸣。宝兰的诗作从直觉出发，但
不经意间已经附带上作者深厚的人生阅历
与文化底蕴，集幽微和深刻于一体。

作为一名母亲，宝兰对母性的解读也
是独特的。《水乡女人》中，这名水乡妇女拥
有众多标签，其中之一即是“母亲”。对于
孩子，宝兰并不像传统文学作品中那般，字
里行间尽是慈爱与关怀，她写的是“摇筏送

娃上学”“我在想如果今夜来得迟一点/我
和我的娃可以在天黑之前/——回家”。照
顾孩子一事以一种习以为常又略含厌倦的
口吻道出，将女性心中母性被私欲抑制的
游离状态写了出来。另一首关于母亲的诗
《出生地》写的则是宝兰自己的生母。诗人
没有拘泥于对母爱的称颂或对母亲情感的
抒发，而是深入“母亲”的本质，思考“母亲”
这个身份的属性。在诗中，母亲是最能给
予孩子归属感的存在，胜过故乡。

正因没有明确的故乡概念，宝兰才能
以多变的视角书写富有不同地域思考的
诗歌，加上她作为一位坚强、独立又拥有
柔软内心的女性独特的创作角度，真正做
到了风格多变又不失个人特色。

如歌行板

看海的日子

沈清良

来到海南岛，一安顿好，我就迫不及
待地去看海。

大海一望无际，目光尽处只见一条水平
线，天和海在那里交界，云和浪在那里汇集。

广阔无垠的海面上，海风吹过，浪花
朵朵，波涛汹涌，卷起千堆雪，那是大海奏
起的深沉雄浑的乐章，那是波澜壮阔的宽
广，那是吞吐日月的壮观。点点白帆，如
浪花上的花蕊，在这海天一色，海鸥鸣空，
风华无边，闪耀金光的海面上，就像几片
羽毛似的，轻悠悠飘荡着。

我漫步于海边，体味海的气息，踏着
海的浪漫，去追寻海的深情，海的心怀，海
的灵魂，一起融入大海。

大海拥有的，不仅是一种色彩，更是一
种精神，同时也是一种生命。它以博大浩
瀚著称，几千年不变的姿态与胸怀，几千年
不变的热血与潮汐，冲击拍打着几千年沉
默如初的礁石，始终与自然相伴，无须刻意
相求，更显得天高海阔的自由，海纳百川的
包容。在大海面前，你会自然地将小我融
化为一滴水珠，一粒露珠，入化无形，人海
合一，畅怀天地，细品人生真谛。

看海去！在东方市鱼鳞洲风景区的海
边上，一个叫艳子的女孩坐着轮椅，激动万
分。诗人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
让她对大海充满了无限憧憬。看大海，是
从小就患有肌无力全身瘫痪的艳子最单
纯、最美丽的梦幻。她和七十多岁的老母
亲，从千里迢迢的黑龙江来到海南，一路上
十多个小时不敢喝一口水，在转机时是机
场4名工作人员用轮椅把她抬上了飞机。
此时，她终于看到了魂牵梦萦的大海。

那一刻，艳子宁静如水，在大海震天动
地的潮水中，她聆听那博大深邃的海浪声
声；那一刻，她深沉恬淡，在静静感受那遐想
无穷的大海魅力；那一刻，她感觉到面前的
大海如同家乡那片神奇的黑土地，有着深
刻、伟大和超越自然的磅礴力量；那一刻，艳
子看到了久久伫立于海边的老母亲，古稀之
年的母亲，用爱圆了她看大海的梦想。

看海去！在三亚市的天涯海角，一对
对身披婚纱的新人面朝大海，在沙滩上翩
翩起舞。她们脸上的笑容，如阳光般灿
烂；她们的歌声，响彻了大海的上空。长
相思，爱到天涯海角；心相连，情到地老天
荒。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看海去！在儋州市海花岛的岸边，到
处是嬉水相欢的人们，浪花里飞出了欢乐

的歌。一群衣着艳丽的女子，在海边变换
各种姿势，彩巾飞舞，裙摆飘飘，镜头中留
下了一幅幅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有
谁能看出她们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她
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朵幸福的浪花，那
是大海开心时展露的欢快笑颜。

看海去！在海南期间，每隔一段时
间，我总要去看一看大海。看大海的潮起
潮落，看大海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后浪
推前浪。我想，人生就和大海一样，奋斗
如波涛，成就如浪花，心胸如大海，努力就
是那依旧如诗如歌的涛声！

看海去！其实我每天都想去，喜欢一
个人静静地看海，喜欢一个人想一想，坐
一坐，不言不语，随心向往，拥抱和感受那
温柔的海，咆哮的海，神秘的海，风情万种
的海，看得懂潮起潮落，爱得了日升日沉。

看海去！我知道时光渐逝，总有一天
无法再去看海了，大海会离我越来越远，
但我的心，会离大海越来越近。我有一个
心愿，从现在起，做一个心底永远住着一
片大海的人，做一个像朵朵浪花一样永远
奔腾向前的人，逐浪而去，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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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林的书条石，总括起来就是《听
雨楼藏帖》，其间的名人书迹可谓洋洋大
观。秋日神清气爽，得暇自沪赴苏州，于
狮子林园中品赏其间藏帖墨宝。

狮子林一园归贝氏后，书条石被贝
家视若珍宝，约在1918年至1921年期
间，贝家在廊壁上增设《听雨楼帖》60余
方，嵌于狮子林花园走廊之墙上，藏帖拓
片收藏于狮子林指柏轩楼上。这批藏帖
既丰富了园景，也带来厚重之人文气息。

《听雨楼帖》为历代丛帖之一，是清乾
隆年间云南藏家周于礼（号立崖，又号听
雨楼主）所收藏的书法作品，有唐、宋、元
各代书法家褚遂良、颜真卿、蔡襄、苏轼、
苏辙、黄庭坚、米芾、赵孟頫等人的真迹。
周立崖把这些作品分4卷钩勒入石，镌刻
者为当时的刻石高手穆文、刘宏智。周立
崖之后道光年间被苏州人南雅先生顾莼
收藏，到了咸丰年间被沈宝谦所藏。民国
初年辗转流入狮子林主人贝润生之手。

《听雨楼帖》按书者年代先后顺序，从
古五松园后廊开始，沿长廊呈逆时针方向
排列。篇首“听雨楼藏帖”五个大字为吴
昌硕所题。《帖》中收入唐书法家两人，一
为褚遂良书、北周庾信撰写的《枯树赋》，
《枯树赋》原迹已佚，仅刻本传世，此碑传
神，丰艳流畅，变化多姿，彰显唐代开放之
风，弥足珍贵；另一篇为《颜正卿自述访
张长史请笔法》，又名《张长史十二意》，结
构沉着，点画飞扬，凝练奇崛，真情流露，
记叙了两位大师传授书艺的经验之谈。
外界也无该帖的传本。

《十二意》书法承载了当时书法史上
一段佳话。据传，沈伊默先生对这段佳话
曾有文记载:“张旭极精笔法，真草俱妙。
后人论书，对于欧、虞、楮、陆都有异词，惟
独于张旭没有非短过。真卿二十多岁时，
曾游长安，师事张旭二年，略得笔法，自以
为未稳，三十五岁时，又特往洛阳去访张
旭，继续求教，真卿后来在写给怀素的序
文中有这样一段追述‘夫草稿之作，起于
汉代，杜度、崔瑗，始以妙用。迨乎伯英
（张芝），尤擅其美。羲、献兹降，虞、陆相
承，口诀心授，以至于吴郡张旭长史，虽姿
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楷模精详，特为真
正。真卿早岁常接游居，屡蒙激昂，教以
笔法。’看了以上一段话，就可以了解张旭
书法造诣何以能达到无人非短的境界，这
是由于他得到正确的传授，功力又深，所
以得到真卿的佩服，想要把他继承下来。
张旭也以真卿是可教之材，因而接受了他
的请求，诚恳地和他说：‘书之求能，且攻
真草，今以授子，可须思妙。’思妙是精思
入微之意。乃举出十二意来和他对话，要
他回答，藉作启示。”

宋代四大书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
襄的作品在《帖》中占大成，苏轼的《九成
台铭》淳厚浑朴，展现苏轼书法之沉着苍
劲、豪放自如的特点，《游芙蓉城诗》未见
收入各种版本的《苏东坡诗集》，具有重大
的研究价值。米芾的书条石有15块，大
多集中在问梅阁后的西廊间，有《虹县旧
题》《研山铭》和其他书札、题跋等，米芾的
书法流畅活泼，结体轻松自如，呈现率性
洒脱之风。蔡襄的书法则以功力深厚著
称，廊间的《谢赐御书诗表》为其代表作之

一，谨严端庄，淳淡婉美，米芾为其题跋，其
真本在日本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摹本。
立雪堂前有赵孟頫草书《锦画堂记》，其书
法、刻工均属上乘。

负责监督安装这《听雨楼藏帖》书条石
的贝润生堂弟贝恒，在1921年工程即将完
成之际，撰写300多字的跋，并请余杭褚德
彝书写此跋文，镌刻镶嵌在南面游廊的尽
头，即复廊的进入口。再读跋文对听雨楼藏
贴的来龙去脉也就一目了然：汇刻集帖始于
宋时，吾吴明代以来此风尤盛。文氏停云
馆、华氏真赏斋，逮华亭之董、金坛之王领异
标新，并为世人所重。顾周立崖为嘉庆时收
藏家取所藏唐宋元书人真迹钩模入石，名听
雨楼法帖。其抉择之精摹泐之善，足与同时
千墨庵寒碧庄诸帖同为艺林宝爱。惟庚申
劫后，原拓稀如星凤。近访知原石尚存郡中
沈氏，为润生吾兄所知……

狮子林的书条石中还有苏辙、倪瓒、
范成大、吴宽、黄道周、米友仁等的书札、
题跋。数量上虽不算广博繁多，但书艺与
刻工各具千秋。

游览狮子林，穿越历史风尘，遥想百年
前贝润生的指柏轩收藏美事，令人齿香。

吴昌硕题听雨楼藏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