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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后的沙坪坝
□郭雪波

一
歌乐山，顾名思义乃山之歌乐，而细细阅山更觉是历史

之歌乐。
踏幽径，走蜿蜒山崖，清烟淡雾中远眺云顶主峰似幻海

蜃影，犹闻云中清声泉下灵音，朦胧中似见一远古君主之伟
岸身影，一个繁忙的身影。那是治水功成的大禹，一个正邀
会天下诸侯，歌乐声和，议民生大计的大禹。

古籍《华阳国志》中，有诠释歌乐山文字：“大禹会诸侯于
涂山，召众宾歌乐于此。”显然，古渝史家认定涂山即渝之西南
歌乐山，并因“歌乐于此”而确认山名由此得之。那是一场大禹
治水后的古朴庆典，纪元前2205年，大禹继承舜位称禹帝，为君
主。

司马迁20岁时游庐山，在《史记》里写下：“余南登庐
山观禹疏九江。”寥寥10字，切实记录下大禹治水的丰功业
绩。

纵观历史，登歌乐山入山林浓荫者，并非只有为治水而
来者，避世躲乱者更不乏其人。依山势而建的古镇磁器口，
原名白崖镇，因旁边嘉陵江绝壁上有一巨大白崖赫然入目而
得，后又改名为龙隐镇，传说这跟明朝二代皇帝建文帝有
关。朱元璋把皇位传给长房长孙朱允炆，脾性温弱的他又大
胆削蕃，惹怒了四叔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名发兵推翻了他，
火烧南京皇宫。民间相传，建文帝借刘伯温遗留妙计穿袈裟
装作僧人由地道逃出，流落四方，后由滇入渝，梦见一白崖上
有古寺，于是他寻梦境攀白崖果然一见山中古寺，于是入寺
归隐。从此，该寺被称之为龙隐寺，崖下古镇被称为龙隐镇，
一直到1932年才改称磁器口。

规避战乱入歌乐山者，近代最显赫人物当数蒋介石。他
丢失国都南京，在日本鬼子步步追逼下入渝，入渝后，在鬼子
狂轰滥炸之下，蒋介石的官邸就选在歌乐山的山洞林园 27
号-30号。这片林园可是大有来头，也是抗战期间政治活动
中心，林园中还有美龄公馆、马歇尔公馆、美龄舞厅等，毛泽
东、周恩来、蒋经国、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及驻华大使赫尔
利、驻华总司令魏德麦等历史人物都曾聚集于此，运筹帷幄。

历史有时很吊诡，有时也很有趣。
毛泽东从延安来渝谈判，就住进林园中的二号楼美龄

馆，与老蒋一号楼只有几步之遥。那是 1945 年 8 月 29 日清

晨，毛泽东从下榻的美龄馆出来散步，恰见蒋介石迎面而来，
两人在此不期而遇。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就这样
拉开了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的序幕。

居歌乐山，悟歌乐山，悟道山之歌乐真髓者，其实更数清
朝人王尔鉴。

近日，我暂住歌乐山下沙坪坝，听着嘉陵江上轮船号声，
夜里静读王尔鉴所著《歌乐山赋》，慢慢品出其中滋味。过去
那“乐”字一直念成“le”音，读了《歌乐山赋》，忽觉应读“yue”
为更准确。

王尔鉴是河南信阳人氏，雍正庚戌年取进士，乾隆十六
年由山东济宁知州降任巴县知县，在任期间全力编篡《巴县
志》，介绍“歌乐灵音”等十二景，为重庆留下极宝贵的历史
珍籍。此文可谓大气隽永之作，展现出王尔鉴满腹经纶横溢
才华。他以山之歌乐为题，寻觅歌乐真音为宗，道出世间万
物形与实中的真谛，抒发胸意，让人体味其怀才不遇但仍存
大志。

晚上小酌后，重庆诗人雨馨开车邀我们去南山一棵树观
景台，一睹巴渝夜景。

车沿着盘山路爬了很长一段路。夜色朦胧，空山寂然，
信步登高，眼前顿时豁然开朗。这里海拔五六百米，连着炮
台山，因为有一棵老的黄桷树而得名。凭栏俯瞰夜幕中的山
城，一览无余，山下万家灯火宛若星汉璀璨，城似山山似城，
高低起伏鳞次栉比，两江环绕，市中心渝中半岛犹如一颗夜
色中的灿烂明珠。

诗人林雪迷朦着双眼低叹，真美。
小说家吴克敬比我岁数稍大些，谈天中总离不开人与城

市的命运之类。
说起这座古渝州城，经两千年历史风雨，阅尽人间春色，

就说近现代吧，因它的山重江绕的天险，无意间成为国之陪
都，却招来日本人数年残酷的狂轰滥炸，在废墟和血肉中它
依旧傲然屹立，铸就中华脊梁，被颂为英雄城市；而这两三
年，它又在有意无意间招来众说纷纭。然而，一切都将会过
去，风雨洗尘后它依然故我。

我想，一座城市自有它运行的历史轨迹，并不会依人的
意志为转变。山河护佑，风水古有，天时地利人和，相信它会
继续谱写自己英雄城市的历史新篇章。

雨馨招呼人家说，咱们下山喝茶去。
江边茶肆清雅得很。饮茶清心，可放下低吟历史的沉重

话题。

二
清晨醒来，见窗幔缝隙有亮晃晃的光，那是阳光吗？
离开繁忙的京都，来雾都阴霾几天，没想到今天竟见日

出了。在一年四季总阴沉着脸的重庆，这可是难得一遇的冬
季日出，太阳总能使人心情舒朗些。

上次来重庆，我提出想去渣滓洞和红卫兵墓园时曾被人
讥笑。

年轻时一直有个冲动，想去看渣滓洞。一部《红岩》，曾像
一把烧得红红的烙铁，把一群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形象，深深烙
进了我的脑海里。那时我才15岁。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读着

《红岩》《牛虻》《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长大的，
谁也无法拿手掌一抹，就把自己青少年记忆一把抹掉。

歌乐山下的嘉陵江在静静流淌，流走了岁月，流走了历
史。

据说早先有个叫程尔昌的人变卖田产开办一采煤小窑，
因煤少渣滓多而称之渣滓洞。他决不会想到自己这不经意

开的小煤窰，日后竟成为秘密监狱屠杀场而扬名天下。跟国
内外影视片中的大场面监狱相比，这里窄小简陋得让人惊
讶，分内外两小院，最多时这里囚禁过 700 余人，200 多人被
集体屠杀，仅有35人脱险。这令人想起德国纳粹的疯狂。看
着江竹筠一家三口的照片，那稚嫩的学生模样，她10根细手
指是怎么经住一根根竹签插进去的？

去红卫兵墓园时，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重庆又恢
复了老面孔。

住处离沙坪公园不太远，走进去时，园内小广场聚集了
好多人正在跳集体舞，大声放着音乐。路旁树木葱茏，坡上
长满鬼针草、矢车菊，枯落的树叶湿漉漉地躺满路边小沟。
沿铺砖的台阶拾级而上，看见一道高高的铁栅栏门，两边是
黑灰色高墙把墓园围起，门侧是重庆市文物局所立标牌：红
卫兵墓园。墓园中间有一条窄甬道，两边是一座座墓碑，大多
立体长方形，我们感嘅，心中寂然，一时都无言。

听说诗人顾城当年曾意外走进这片荒野坟冢，留有一首
诗《红卫兵之墓》：

泪，变成了冷漠的灰，/荒草掩盖了坟碑。/死者带着可
笑的自豪，/依旧在地下长睡。/在狂想的铭文上，/湮开一片
暗蓝的苔影。

徘徊在这里，心变得压抑。突然觉得，一旦社会陷入某
种迷茫，陷入精神上的疲惫和无从，有些事的来临是无法回
避或阻挡的。

离开公园时小雨渐渐停了。小广场上的舞者们依然在
跳着，喇叭里歌声强劲。

头顶上云缝中，有阳光怯怯地洒落下来。心里为之一
喜，天又要放晴了。桥头有好多“棒棒”在觅活儿，一根木杠
上扛生计，扛一家冷暖，扛儿女希望，扛自己幸福，他们才是
重庆特色的真爷儿们。没想到晚上在沙坪坝广场听故事会
时，意外见到白天码头上聊了两句的那个“棒棒”汉子，就坐
在最前边台阶上，裸着泥腿，抱着盒饭，肩头倚着一根棒棒，
入神地听台上艺人在说书。精彩处，他还不时喊两声：好！
好！

我心中一热。劳动者的精神需求，他们渴望的文化生
活，其实很简单。

哦，日出后的沙坪坝很美丽。
阳光下的大地，那么的疏朗而灿烂。

■土地与生长

德国女婿玫瑰·马丁的侄女小汉娜，是个
4岁的小女孩，陪我们参观她妈妈工作的奶牛
场，小姑娘与这里的小奶牛亲密无间、形如朋
友。

一头金色的头发，
一摇，一晃，
都是满眼的阳光。

刻意穿着

我们送的花裙子，
透出一点儿中国模样。

看我们的时候，
总是羞涩忸怩，
好像一朵夜来香。

看奶牛的时候，
总是活泼亲热，
如同一段田园小唱。

哈哈，来到小奶牛栅栏，
竟与它们一起打闹推搡，
浑然成了一个
调皮的小牛郎。

爱看书的伊娜

亲家迪特的夫人伊娜，是他们这个家庭的
主心骨，既贤惠，又能干，还有一个特点是酷爱
看书。

你是漂亮的主妇——
两子两女，
生了四个娃。

你是勤劳的主妇——

内内外外，
操持一个家。

丈夫要做事业，
子女已经长大，
孤单在家的日子，
惟书本随你说话。

读了那么多的书，
从来也不会自夸；
最喜欢说的是巴尔扎克，
为批判叫好洒浪漫泪花。

什么时候请你读一读中国，
《红楼梦》一定让你万分惊讶——
那几个尔虞我诈的爱情故事，
曹雪芹尖刻睿智的嬉笑怒骂。

一
平生不嗜烟酒，偏好吃茶。早年，随父母从水乡迁徙到一个

小小山镇，茶洲就在郊外，四季飘着清香。早春时节，总是跟着巷
子里的老人小孩去山上采茶，蒙蒙的细雨仿佛甘露，毛茸茸泛白
的芽尖还没来得及变绿，就被轻轻地掐下，轻轻地在手心里搓揉；
渴了，用竹筒舀来微温的泉水，放上几芽比米粒稍大的芽尖。仿
佛灵物，芽尖从从容容在泉水里荡着小舟，不经意中，一点一点化
开来，又像宣纸上一点丹青，细细地洇出那么一小片，一小片；淡淡
的清苦中，一缕若无似有的甘甜，咂不尽的余味，一直留存于心底。

有一次跟小伙伴们一直跑到悬脚岭，之后便糊里糊涂爬上
了顾渚山。未曾开蒙的我并不知道顾渚山对于中国茶道的意
义。只记得，山很高很高，泉水好甜好甜。站在峰顶，可以清清
楚楚地看到太湖；还有，从顾渚山采的野山茶特别经泡，汤色浓
油赤酱，香味特别久远。后来知道，那是天光地气的力量，一切
皆不动声色。茶，何等的妙物精灵！其鲜嫩、亮丽，直可以把人
的青春比下去，而多喝了这样的茶水，仿佛清空，不仅肚肠干净
了，俗身也一片轻飏；心，就像蓝天一样高远。

二
长大了，读了些书，慢慢知道吃茶的学问和奥妙之深，并不

是略翻些书就能够窥其全貌，对茶，须得用深情，才可以真正懂
得它的好处。我们的祖先在吃茶方面所表现出的洒脱与疏放、
悠闲与风雅，更是令吾等汗颜莫及。宜兴自古山山有溪，岩岩有
潭；雨水充足，气候温润。大溪小泉潺潺奔流，水色澄洌如晶似
玉。早在三国东吴时代，“国山苑茶”即著称于江南。到了唐代，
阳羡茶已蜚声南北，成为孝敬皇上的贡品。一时名流云集，群贤
毕至。阳羡茶生于南部之灵山妙峰，承甘露之芳泽，蕴天地之精
气，固为人间饮品之上等。而青翠的山野间，散漫优游的布衣
人，汲南涧之水，烹北园之茶；活火、清泉、鲜茶，煮出的岂止是绝
妙的茶？那样的含英咀华，识度闲放，真可谓忘情于珍猎之抱，

畅志于清旷之乡，特别是仕途困顿或倦于俗累的人，更能在这清
凉致静中求得恬淡平和的心境。

我们的祖先很早便从饮茶中发现了跟他们心态相一致的品
性。比如，茶的淡雅幽远，甚合于他们迎风踏月、抚山弄水的意
趣；茶的苦中蕴甘，则适于他们节衣简食、甘苦共济的信念。久而
久之，吃茶不仅是一种雅事，而且是一门学问。唐人陆羽，不愿进
入仕途，也不肯皈依佛门。古代的社会比我们今天宽容多了。想
那陆羽一无基业俸禄，二无手艺田产，甚至连寺院香火钱也没有
一文。他所有的，是一般人所没有的强大的内心。毕生隐居乡
间，闭门读书。但学历和职称之类，是全然没有的。但他只要有
茶，心情就不会坏。一个连固定住所也没有的人，照样可以按照
自己的活法，杖击林木，手抚活泉，逍遥地独行于山野。估计他朋
友颇多，游历四方，察访茶情，全靠友人支撑。又披览众籍，钩沉
寻迹，以烹茶清谈为乐，古风悠然而逸情高卓，在宜兴与长兴交界
的顾渚山间写下三卷《茶经》，以为平生快事，也为后人留下了不
朽的篇章。时至于今，翻开《茶经》，我们仍能透过字里行间，感受
到那种文火细烟、小鼎长泉，意幽禅窗、神栖物外的意境。

三
“日常是灰败，茶是鲜明照眼。人生是干枯，茶如秋水盈

涧。”（作家潘向黎语）这一脉悠悠清茗，似延续不断的香火，无论
在繁华的闹市，还是在偏僻的乡村，淡淡一壶清茶，袅袅几缕清

香，在布衣百姓的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乐趣。
说茶，不能不说说壶。一把新出窑的紫砂壶要变到沧桑满

怀，需要多少茶？当年徐悲鸿随身用的一把紫砂老壶，被新来的
女佣洗去了壶中厚厚的茶垢，悲鸿叹曰：十万茶山，毁于一旦。

紫砂壶上有土气与火气，那是要靠茶来摆平的。所谓养壶，
主打的角色是茶。离开了茶，那壶就断不了还是跟它的前世一
样灰头土脸。紫砂壶的“开光”与茶的真香，以及饮茶者的心情，
从来就这样不离不弃。让一把好茶叶泡出好味道，就如一个好
女人该嫁什么男人一样。茶与壶，就是这般相互滋养，相互托
付；好茶的真味，必得用好壶来发扬光大。可不是吗，壶中沸水
滚，茶里言语香。朋友知己，偶聚一起，衣洁袖净，把壶品茗，自
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茶香，壶靓，心情自然疏放。品啜之
余，又骋以清谈，什么家国天下、匹夫之责，什么仕途经济、青史
留名，都是可以暂且置之脑后的。如果说，古人吃茶十分计较环
境，如在室门内，则需凉台静屋、明窗曲几之类，而在野外，又需
择林竹之荫、泉石之间。吾等现代人，身心俱被局促，或囿陋室
之窘，或迫光阴之紧，条件难如古人。君不见，乡下老茶馆里的
大叔大伯，蛛网就在头顶，苍蝇横冲直撞，嘈杂之声更是不绝于
耳。老茶客们仍然手执一壶，心安神定，一个个都那么静若处
子，沉浸在一种宁静、祥和的气氛之中，令人好不钦羡。

依愚所见，吃茶尤适于三五知己、朋友围坐。古人讲究缓烹
慢煎，吾等只须一壶开水、半把茶叶，将茶泡开，细品悠啜。逢上
得意事，清茶能浇却骄纵，而平添一份虚静；倘是心头失落、身处
困顿，手捧一壶，则一脉热线贯穿心底，虚空之身顿时便有了依
托，无论窗外日丽天高，还是楚天密雨，心里都会忘却人生的种
种烦恼，生起一种悄然的快意。

生命苦短，不可无茶；驿路漫长，不可无茶；世道纷扰，不可
无茶；醒神益思，不可无茶。无论在天涯海角，茶的清灵与玄幽
会伴随着我们的风雨旅程，而最终成为我们灵魂的一部分。

说不尽的茶，饮不完的茶。有空，就让我们捧起茶壶，举起
茶杯吧。

吃茶的心情
□徐 风

■生活质感

李银贝作品

鲤鱼川山高地寒，秋冬
来得早，春夏却总比川外迟
到 20 多天。临近 3 月，川外
的杨柳怕已经绿了，鲤鱼川
仍旧一幅天寒地冻的模样。
既然春耕还早，各队队长就
把社员们又轰到河滩或某个
山脚沟岔，接着去修田造地

“学大寨”。
星期天吃过早饭，同学

找上门叫我结伴上山去砍
柴。收拾停当刚出家门，奶奶
的喊声就追上来：水缸都见
底了，中午做饭还没水吃，你
打的水哩？我猛然记起，昨天
放学去挑水，先跑到操场和
同学打了场篮球，结果把水
桶丢在水井边。这会儿只好
叫同学先走，挑水回来再去
追赶他们。

太阳两杆子高了，藏在灰沉沉的云层后面，
没有光辉，怯怯地，冻僵一般。我正沿着空旷的
街道往水井走，冷不丁听到一声：“春天来了！”

声音陌生且怪异——嘶哑尖细，像钢丝一般
钻进耳朵。

这会儿男人们已经出工，女人们还在家收拾
锅灶，村落里显得冷清寂寥。我站住脚四下去
看：不远处一白一黑两只母鸡孤零零在徜徉觅
食，左近临街的土台上只有一位老人靠着墙根在
晒暖儿。我蓦然感到一阵害怕：多少年来，我从
没听见过他说话！

老人默默目视前方，对面的南山灰蒙蒙的，
背阴还残存着年前的积雪。他睁着两只灰白色
的眼睛，像两块瓷片。他已经瞎了好多年，行动
全凭身边那根手杖。那是一根山桃木手杖，黑紫
黑紫，铁一样硬，还是儿子当年去临界山西的大
山割编篓的桃条时给他砍回来的。好在 90多岁
的人已不需要再走多远的路，每天他就是从家里
来到这个土台上，再从这里回家去吃饭睡觉，总
共也没几步。通常他连坐的蒲墩也不带走——
蒲墩是用玉米棒子皮拧成的，如今已变成灰黑
色。老人穿一身臃肿的棉衣，脖子上挂着烟袋荷
包，脚边燃一根火绳（火绳是拿秋天的香蒿拧成
的），手指粗细，用来点烟。但我从没见过老人吸
烟，火绳永远放在脚边，似灭未灭，如一条草绿小
蛇，是摆设。只要天气晴好，老人一年四季都坐
在那儿，只是时间不同。来来往往的人们不理
他，他也不去搭理人，宛似谁家丢在那儿的一棵
年久陈腐的老树疙瘩。

老人的家就在他身后东侧那个门洞里，是
一个狭窄的两进院落。他住北屋，东西厢房和
外院的南屋则住着他的孙子和堂孙，他们也都
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而他儿子 10来年前就已经
去世。我没有进过老人屋里，偶尔从院里穿
过，却忍不住总往里面瞥一眼：迎门那口用茅
草遮盖的棺材，给他的房间平添了一种说不出
的神秘和恐怖。

我正疑惑刚才那句话是不是他说的，突然那
嘶哑尖细的声音再次响起：“你闻闻。”

这回我确定是老人在说话。我看到他稀疏
的银白色胡子在颤动，还隐约看见他光秃秃的鲜
红的牙龈。

我仰起脸，嗅着鼻子——在寒冷的微风中像
品尝食物那样用心辨别——终于，我捕捉到一丝
湿润泥土的腥味。心里顿时舒展开来：哦，春天
来了！

我往水井走去，一路在空气中搜寻。于是，
又闻到陈腐柴草的气息、街边猪圈的味道、杨柳
或什么树木发芽吐叶那种久违的苦涩……这气
味原本都被严寒封冻起来，现在它们苏醒了，复
活了。我发现原来街边已出现一片片消冻的湿
痕，井边那棵老柳树的枝条分明柔软起来，像姑
娘的腰肢在风中款款飘摇……

担水回来又打老人身边经过，老人仍旧默默
面对着南山，如一棵陈腐的老树疙瘩。我明白，
刚才他就是想把自己对节令的发现告诉人，无论
那人是谁。想到这儿，心里涌起感动，头上的太
阳也温暖起来。

早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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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清晨，当一滴雨露渐渐消失在
如丝的阳光下，
那浸润的空气，
是我的身体。
我就在那里，触手可及。

午后，当一抹朝霞淡淡拂过你的面颊，
那悠长的倒影，
是我的想念。
我就在那里，若隐若现。

子夜，当一颗流星划过天际，
失去最初的色彩，
那冷艳的青光，
是我的眼泪。
我就在那里，无怨无悔。

爱情总是那样不期而遇，
让人措手不及。
青山还在那里屹立，
太阳还照常升起，
你还是你。
而我，
早已情归故里。

爱
的
絮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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