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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 王琼利

茶缘
□ 重阳

暴雨后，在南津驿
□ 胡马

秋
日
田
野

刻骨铭心刻骨铭心

诗歌天地诗歌天地

闲庭信步闲庭信步

暴雨早已将两岸的田野缝合。
失眠者尾随秋天来到雁江。
耳鸣、白发和马蹄
找到了渴望贯穿的针眼。
小镇居民伸出食指为江河指路，
他发现他们指尖的螺纹
跟天空的闪电一致。
龙泉驿，南津驿，双凤驿，
还有来凤驿和白市驿，
像亲人们脸上盲目的瞳孔，
在盆地腹心这条焊缝上火花闪烁。
推开历史的暗门，他试图
触摸这古老驿道的脉动，
只有南津驿对他的试探发出回声：

老军人身板挺直，轻摇蒲扇
将老街的插曲推移到朝鲜半岛；
街市上，鹅雏和鸭雏
等待陌生人将它们的未来领养；
码头空了，摆渡人腮边
驿卒的表情已经踪迹杳然……
又到了跟岁月推杯换盏的时候，
六百年窖龄归了南津驿，
五十年窖龄归他
血液里，又一波洪峰即将过境。
车行途中，他梦见斑马群
涌过丘陵和成渝高铁，
在时光的甬道里舔舐身上的条纹码。

谷雨有雨，在牛碾坪，品谷雨茶。
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住中国

种茶业和茶文化发祥地之一的蒙顶山
品茗，心旷神怡，放飞自我。

置身清乡茶田度假区，烟雨朦胧，
青山隐隐，空气清新，让人陶醉。

与走四方团队成员同行，有缘的人
一起喝有缘的茶，氛围温馨和谐。

那甘露、那毛峰、那黄芽、那雅红，
明前采摘，精心制作，用上好的水泡上
好的茶——先闻香，再品尝，层次分明：
绿黄红，香各异，味醇爽；茶不同，味不
同，感受不同。

品茗讲缘分品茗讲缘分，，我与雅安有缘我与雅安有缘。。
漫步茶间游道漫步茶间游道，，呼吸负氧离子呼吸负氧离子，，欣欣

赏茶涌绿波赏茶涌绿波，，观看茶农劳作观看茶农劳作——人在蒙人在蒙
顶山顶山，，自然要想起曾经喝过这里的茶自然要想起曾经喝过这里的茶。。

19791979年冬天年冬天，，我学工转正从自贡到我学工转正从自贡到
雅安雅安，，看望在昌平山部队服役的大哥看望在昌平山部队服役的大哥。。
没想到没想到，，在我哥那里还会喝到绿茶在我哥那里还会喝到绿茶。。战战
友热情友热情，，专门给我泡了杯蒙顶山茶专门给我泡了杯蒙顶山茶。。

喝热茶喝热茶，，很温暖很温暖。。在车队用搪瓷茶在车队用搪瓷茶
缸泡沱茶缸泡沱茶，，玻璃杯喝绿茶还不习惯玻璃杯喝绿茶还不习惯。。两两
种茶种茶，，味各异味各异。。这是我第一次品尝绿这是我第一次品尝绿
茶茶：：绿得好看绿得好看，，汤色清澈汤色清澈，，味道纯爽味道纯爽，，令令
人难忘人难忘。。

20002000 年后年后，，经常到雅安经常到雅安。。绿茶绿茶，，早早
已是案头必备已是案头必备。。

成雅高速公路建成后成雅高速公路建成后，，报社之间互报社之间互
动更加方便动更加方便。。每次到雨城每次到雨城，，除了品尝蒙除了品尝蒙
顶山茶顶山茶，，还去专卖店买喜欢的甘露还去专卖店买喜欢的甘露。。灾灾
后重建后重建，，让牛碾坪万亩茶园焕然一新让牛碾坪万亩茶园焕然一新，，
集旅游观光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特色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特色，，
引得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引得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

2014年暮春，双休日顺路来过牛碾

坪。走马观花，短暂停留，但品尝到了
难得的石花：清香扑鼻，沁人肺腑。

回到资阳，念念不忘。
新冠肺炎疫情缓解，才有这次出

行。团队选择牛碾坪，让我偷着乐半天：
风光好，游客少，可品茗。人在蒙顶山，
漫山遍野的茶园郁郁葱葱，似乎空气中
弥漫着淡淡的茶香。

景迷人，茶醉人。
一时间，与茶有关的往事，因茶结

缘的朋友，伴随我在茶园漫步，分享大
自然的魅力。在蒙顶山回味喝过的茶，
很知足。

参加工作后，到公司机关，再到市委
机关，喝茶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

不再喝沱茶，喜欢喝炒青。又偏爱
成都三花——浓郁，芬芳，经泡，认为是
最好喝的花茶。

八十年代，成都三花俏。
父亲在外贸局有朋友，确保家里不

断货。没茶了，回家去，又吃又喝。临
走时，顺走一包茶叶。父亲摇摇头说：

“看望我们是假，要拿茶叶是真！”
那时人年轻，根本不懂茶。
在蒙顶山惦念当年茶友，很感慨。
茶如人生，如影随行，岁月匆匆，一

再回味，三位朋友，三种风格。
岱峻，如甘露。
九十年代初，报社还在内江市委大

院角落办公。学者、作家岱峻时任政文
部主任。我父亲、他母亲都是山东人，
逐渐了解，关系密切。

岱峻字写得好文章更好，朋友多茶
也多。关键他懂茶，经常一起喝茶，补
充自己不足，既是同事，又是茶友。喝

茶聊新闻，聊人情世故，聊文学艺术。
受他的影响，我忙里偷闲写散文。

岱峻调四川政协报，我多次登门拜
访，借书读，喝好茶。乔迁猪市巷后，在
他楼顶书房分享好茶、好书、好文章。

蒙顶甘露，中国十大名茶，香气高
爽，味醇甘鲜……

蒙顶山地处北纬30度线上，雨量充
沛，四季分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孕育
出别具一格的云雾茗茶。

在这里，走一路，醉一路。茶的感
悟，油然而生。

老晋，似毛峰。
九十年代初，我到威远县越溪镇采

访，边喝茶边了解情况，感觉这茶不一
样：手工制作，略显粗糙，味道浓郁。

方知这里产茶。继而采访当地党
政因地制宜引导农民种茶致富的做法。

内江也产茶，很有点意思。
撰写的通讯刊发后，寄去几份报纸。
次年春天，收到越溪寄来的炒青。

感叹受之有愧，采访更加用心。
镇党委书记姓晋，求真务实。那时

报社租借市检察院办公楼，他升任县检
察长到内江开会，带了茶叶来找我。担
任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后，在威远见
面仍记得当年我采访的情景。

每年收到茶叶，直到离开内江。
蒙顶毛峰，岁岁为贡品，已有千余

年，香气高洁，味浓爽口……
牛碾坪万亩观光茶园，位于名山区

中峰乡海棠村。置身其中，那依托悠久
茶文化历史与国家级茶树良种繁育场，
让我大开眼界，留连忘返，感慨不已。

在这里，竟然拥有全国各地的茶树。

不由想起拥有全国各地名茶的三哥。
黄兄，像黄芽。
曾担任市体育局局长的三哥，当年

办公室就在芭蕉林。他既是官员，又是
国家级排球裁判，忙里偷闲利用双休日
走南闯北执法。

不料，他竟然是超级茶客。
在他那里，大开眼界，见到了来自

安徽、浙江、福建等地的好多名茶。
三哥为人豪爽，经常一起品茶，听

他侃体坛风云人物。常常空手出门，满
载而归回家。

2006 年夏天，三哥退居二线，打电
话叫我去趟办公室，给我黄山毛峰致谢
对体育工作的支持。

依然是茶友，依然享受来自祖国大
好河山的好茶，直到他退休离开资阳。

蒙顶黄芽，黄茶之极品，汤色黄亮
透碧，甜香鲜嫩，甘醇鲜爽……

茶如人生，一生何求？！
这些年，喝川茶，竹叶青、峨眉雪芽

以及眉山、宜宾等地的绿茶、白茶、飘雪
均有涉猎。让我不能忘怀的，仍是那年
第一次喝到的蒙顶山茶。

岁月如梭，有茶相伴，一生何求。
欣慰的是，在走四方团队里，我感

受到了温文尔雅的茶缘——春雨潇潇，
红茶温热，雅红在手，汤色红润，滋味醇
厚，细细品尝，暖人暖心。

《毛诗大序》中有：“雅者，正也。”后
引申为高尚美好——物以类聚，人以群
分，体验采茶有情趣，拍摄视频有收获，
载歌载舞有欢乐……

的确，高尚美好！
茶缘，仍在继续……

敢决出川志愈坚，
乡音不改继前贤。
乃文乃武大元帅，
半醉半醒老铁仙。
骨鲠诗中见本色，
憨顽性里出天然。
如今共仰柏松茂，
英灵浩气贯长天。

常言道：“最长情的告白莫过于陪伴”。有些陪伴虽不是
那么的热烈，但也觉温暖。

爷爷前几个月出了车祸髋骨骨折，一向硬朗的奶奶因为
爷爷的伤情忙前忙后，近段时间反复出现关节肿痛，身体每况
愈下。进城进城看病是唯一的选择，而最大的难题是奶奶晕车，这
是年近九十近九十的奶奶一直以来都无法跨越的坎，不论是汽车或
电瓶车车，，一旦一旦靠近都觉得晕眩。

99 岁那年岁那年，，父母外出务工，我从此便与爷爷奶奶相依为
命，直到当兵离开家乡到当兵离开家乡。。而后，就少有时间回家了。这次听父
亲说了奶奶的情况奶奶的情况，，周末赶紧回到安岳老家周末赶紧回到安岳老家，，决定送决定送她去城里
看病。如何去如何去？？我大胆地提出用爷爷的轮椅推奶奶去我大胆地提出用爷爷的轮椅推奶奶去。话音
刚落，父亲回我：：““吹牛不打草稿吹牛不打草稿，，光进城一趟光进城一趟都要15公里路
呢！”爷爷也劝我说：“以前抄小道走近路都要3个多钟头，现
在又是伏天，太阳那么大不可能走得拢。”可凭着部队10多年
的锻炼和跑过几次半程马拉松的经验，我觉得从家到县城医
院总共15公里的路程算不了什么。最后我终于说服了所有
人。

次日，天刚昏昏亮，我便早早起来，交待好爷爷的起居饮
食后，父亲准备了水和雨伞，我拿起一块毛巾搭在脖子上，开
始了徒步推轮椅送奶奶进城看病的“征程”。

家乡属于典型的川中浅丘，弯弯拐拐爬坡下坎，父亲执拗
地要先推，走了快1个小时才走3公里左右。太阳缓缓地爬上
山岗，穿过苍翠的松柏，倾洒大地。父亲将事先准备好的雨伞
绑在轮椅一侧，虽是挡住了阳光的直射，但地面反射的热浪足
以让人汗流浃背。不久父亲觉得胸口发闷，毕竟他也是花甲
之年了，有点吃不消。我强行接过轮椅，让父亲在原地休息喝
水，等有车过时给他拦一个去城里的顺风车。父亲却说：“我
不坐车，你慢点走，我跟在后面，陪老妈说说话。”

行经之处，熟悉的陌生的乡亲都充满疑问：“这么热的天，
怎么不给老人家喊个车子？”父亲只能一一解释：老人家晕车，
只有推着才能去城里看病。好在云朵似乎也在同情我们，偶
尔遮蔽一下灼人的阳光。我推奶奶，父亲跟在后面边走边休
息，渐渐舒缓过来。

上坡难，下坡更难。上坡时身体使劲往前倾成锐角，下坡
时重心往后拉成钝角。太阳时而调皮地从云朵背后探出头
来，阵阵热浪翻涌，我的汗液渗透着每个毛孔，眼镜也让雾气
拉上纱帘。奶奶感动地低语：“大孙呢，你们好辛苦，不是为了
我，这么大的太阳哪个得出门哦。”

偶尔微风起时，父亲就赶忙凑过来对奶奶说：“妈，你看还
是老天爷好啊！”奶奶千沟万壑的脸上洋溢起了花一般的笑。

快进城了，拔地而起的高楼如雨后春笋。奶奶已是20多
年没有进过城，父亲一路给奶奶讲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那里
又是什么地方。从奶奶的眼中我看到了闪烁的泪光。

到有一处，父亲指着一片荒地说：“妈，这个地方铁路要修
过来，以后都可以坐火车出去旅游了。”火车在奶奶的人生字
典里，是唯一没有让她晕过的车。奶奶回头就问父亲：“真的
啊？坐火车不晕。”

一路上父亲像掉队的战友，当我低头推着奶奶攀上山丘
高点时，回头看见的不再是那个儿时心中高大威猛的样子。
现在的他有着微弯的脊背、花白的头发，还有蹒跚的步履。儿
时的我喜欢跟在父亲身后去交公粮，满满两箩筐公粮，父亲总
是快步走在前面，走上一段距离后才放下肩上的担子回头望
望我跟上没有，顺便作短暂的休息。那时的我不理解父亲为
什么不等我，或许正如我低头推着奶奶向前走一样，向前走是
担负的重任，向后望是责任。凝视着父亲，汗珠从发梢滴进了
我的眼眶，霎时模糊了视线。

整整15公里，3个小时，汗湿的衣服被风吹干又打湿，终
于到达医院。我赶紧为奶奶办理好入院手续，到了下午，父亲
联系好堂妹过来换班轮值。我和父亲回到家已是黄昏。伴着
满天星辰入睡，虽是疲惫满身，但却睡得非常踏实。

曾经正言厉色的是你，离别时红着
眼眶的也是你！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谨以此文，献给我青涩年华里最美的引
路人！

如果天堂也有教师节

每逢教师节总有莫名冲动，想写点
什么……第一时间闪现在脑海里的，总
是您——我的初中化学老师，我生命中
最敬重的男人，生我养我的父亲。

写父亲是沉重的——1992 年 12 月
28日，您带着病痛丢下年幼的我们追随
母亲而去，带着无限眷恋离开了您心爱
的讲台……这一天，我经历了严冬里最
寒冷的夜。那一天，成了一道结痂的伤
口，一触碰就会鲜血淋漓，无论日子多
么久远，每一次温习，都会痛彻心扉
……

写父亲是自豪的——您从教 20 余
年，那本化学教科书已是烂熟于心，讲课
不用带书即可准确说出授课内容的页
码，有时甚至能精确到行。尽管如此，您
却从未停止过学习，办公桌上总是摞满
书籍，这些书让您的课有着深厚的维度，
这些书让枯燥的化学实验有趣轻松。感
谢父亲，让我懂得生活可以不富足，但一

定要做精神的贵族。
写父亲是温暖的——学生再顽劣，

您从不恶言相向。您笃信，孩子的心像
云一样柔软，踩重了就会碎。为师者，
须慈悲点，再慈悲点。父亲教会我，要
始终保持一颗温暖的内心，唯有以爱为
原点，才能点亮教育的星空。

如果天堂也有老师，那一定是您的
模样！如果天堂也有教师节，我多想亲
执您的双手，和您共度这属于我们共同
的节日！

那盏点亮求学路的灯

曾有一盏灯点亮了我的读书之路，
领我走进语言文字魅力之门，那盏灯就
是您——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我生命中
的引路人，现任彭州市嘉祥外国语学校
校长张峰。

1990年，读初二的我们幸运的成为
了您的开门弟子。阳光帅气的您刚从
师范学校毕业，凭一曲动感的霹雳舞征
服了一群欲兴风作浪的调皮鬼。

您的课常常不拘泥于课本，从孔子
到陶行知，从屈原到李白，由莎士比亚
到马克·吐温。古今中外，市井殿堂，无
所不在其中。我喜欢听您的课，开始喜

欢语文，并爱上了阅读。从李清照到席
慕蓉，从鲁迅到路遥，由徐志摩到史铁
生……从勾画到摘抄，直到用稚嫩的笔
记录生活点滴。

从此，您的作文课成了我的期待。
那些作文本被我视为珍宝，不仅仅因为
我的作文会成为您讲解的范文，更是因
为那些作文本上有您鼓励和暖心的话
语。那些字字句句，如阳光般，照亮了
我的求学路。

后来，我将您的“三步清”语文教学
法融入课堂，整整23年我的语文教学水
平稳步上升，每届学生的第一节作文课
我都会讲起您。

苦难中那双温暖的手

苦难中，是您伸出有力的大手，给
我温暖与力量。您就是——我的师范
班主任，我生命中的贵人，现任资阳市
广播电视大学专职党委副书记吴明杰。

父亲去世那年，我读师范还不到三
个月，从家里的掌上明珠一夜之间变成
孤儿，我的世界轰然倒塌。一场大病之
后，我整天以泪洗面，您一次次的开导
和安慰，尽全力让我走出苦痛。除了学
习压力，接踵而至的是经济压力，高额

的学费让我心灰意冷。
1993年暑假，我只身踏上外出谋生

的列车。深夜的重庆火车站，那长长的
站台是我此生走过的最黑暗最遥远的
路，那份凄凉与无助至今难以释怀。

几天后，表哥在重庆建设机床厂给
我找了份收捡杂物的临活，我写信给您
表达了辍学的意愿。您的回信我读了
又读，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我彻夜
难眠……新学期，带着你的信，我如期
回到了校园。

从此，还没结婚的您多了个“孩
子”——整整两年，您的班主任津贴，成
了我的生活费。

毕业后，一遇到特殊家庭的孩子殊家庭的孩子，
总会油生爱怜，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为他们做点什么。。
于是，我曾撰文《狗尾巴草也开花狗尾巴草也开花》》为生为生
病的慧儿募集善款；；悄悄为自尊心特强悄悄为自尊心特强
的东儿买衣服；给失去母爱的芸芸写暖给失去母爱的芸芸写暖
心小纸条；正在竭力为全区特殊群体孩竭力为全区特殊群体孩
子传递党和政府的关爱……的关爱……

感恩我青涩年华里的引路人年华里的引路人，，谢谢谢谢
我的恩师们。

是你们，给了我爱的能力的能力！！
是你们，让我懂得教育不仅仅只在不仅仅只在

教室里！
是你们，教会我将爱传递！

推奶奶进城
□ 代蒋

百姓人家百姓人家

纪念乡贤陈毅元帅
诞辰119周年

□ 邱世鸿

李
昊
天
摄

注：

敢决：果断。
乃文乃武：文武兼备。
铁仙：体格健壮而神采
飘逸之人。
骨鲠：刚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