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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銀杏
何璐琴

沒有銀杏的秋天，終究少了幾分

秋的韻味。

銀杏，這棵出現在地球幾億年的

古老樹種，被稱為植物界的活化石，

也是我國的特產樹種。因為它樹形高

大挺拔，枝葉觀賞價值高，加上對生

長環境要求不高，所以已經被大量栽

培成園林綠化樹種，在公園中幾乎隨

處可見。

秋風漸起，秋雨微涼，想知道

該不該添衣，看那院中的一樹銀杏便

知。最初嫩綠的扇葉，夾雜著漸變的

微黃，彷彿一隻隻美麗的蝴蝶，最後

蛻變成一樹耀眼的金黃，成了秋天裡

最絢麗的一抹色彩。

一夜寒霜至，滿城盡染黃金色。

銀杏帶著它蒼勁的風姿，在這個層林

盡染、色彩斑駁的季節裡，傲然挺

立，展示著獨有的風華，述說著千

古的故事。「文杏栽為梁，香茅結

為宇，不知棟裡雲，去做人間雨」。

這首唐代詩人王維所作的《文杏館》

中，「文杏」指的就是銀杏。文杏館

位于輞川別業的最高處，詩人以銀杏

為名，側面表達了其高雅的情操。

銀杏的壽命極長，在民間有「公

孫樹」之稱。因為生長較為緩慢，從

栽種到結果，需要二十多年，而果實

繁茂，則至少需要四十多年，所以才

有了「公種而孫得食用」的說法。

銀杏樹還有個名字也叫「白果

樹」。白果，便是銀杏的果實。《本

草綱目》曾經記載：「熟食溫肺益

氣，定喘嗽，縮小便，止白濁；生食

降痰消毒、殺蟲。」可見白果具有極

高的藥用價值，能夠祛痰止咳，殺蟲

抑菌。但是沒有煮熟的白果有微毒，

所以食用的時候還是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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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盡古今人不倦
宓月，作家、詩人，《散文詩世界》雜

誌主編。著有散文詩集《夜雨瀟瀟》《人在
他鄉》《明天的背後》、長篇小說《一江春
水》、詩集《早春二月》、人物評傳《大學
之魂》等。作品多次入選各種年度選本、中
學生課外閱讀書籍和中考閱讀理解試題。

沒有一種草木像茶一樣，既有實用價

值，又具文化品質。無花的茶，以浪漫的姿
態走進生活；無言的茶，繁衍著茶禪茶道的
哲學智慧。茶既不是能填飽肚子的蔬菜，亦
不是包醫百病的草藥，而是大自然饋贈的天
然保健品。

中國人是茶泡出來的。從外到內塑形中
國人的重要元素非茶莫屬。我不敢說有茶的
地方就有中國人，但我敢肯定，有中國人的

地方一定有茶。
一杯好茶，需要歲月的沉

澱。一場茶事，關乎友情、修
養、情趣和審美。

當茶葉在壺中靜靜舒展開
來，水便有了靈魂，人也找到了
寧靜。在茶香氤氳中，世界安靜
下來。

《茶席美學清談》既是一部
講如何習茶禮茶，如何識茶具器
皿，如何設計茶席，如何舉辦茶
會等知識性實用書，更是白舒臣
多年來在茶道學習、教學和日常
體驗中，用散文詩般的語言撰寫
的一部詩集，一部茶道之書、人
生之書、歷史之書、美學之書。
書中的每個詞、每句話都讓人唇
齒含香，讓我們在詩情畫意中養
眼養胃、養心養性。

《茶席美學清談》圖文並
茂，共分茶人風範、茶席美學引
言、茶席設計要領、茶席色彩、
茶席詩話、茶會六個章節，既有
對茶人衣、妝、飾的基本要求，
茶人應秉持的心境（平等心、敬
畏心），茶席設計的功能學、禮
學、美學以及色彩要求，更多的
是通過一個個案例和故事來講述
茶人自我身心修煉的要義。尤其
是最後一章「一席一人，一生一
逢」，白舒臣為項羽、卓文君、
王維、陸羽、李清照、倉央嘉

措、杜甫、蘇軾八位古代人物撰寫了一篇優
美的散文詩體傳記，又為他們每個人精心設
計了一座茶席，每一茶席暗合此人性情、志
趣和命運。每一茶席就是一個人生的舞台，
歷史的舞台。

白舒臣是一位茶人，茶師，更是一位詩
人、哲人、生活美學家、空間藝術家。她行
茶、設計茶席、主理茶會，好像魔術大師，
把天地萬物請進她的茶壺裡，融成了一杯包
含情懷和哲理的茶湯。她認為茶人對器具
「應該是如戀人一般去熟悉，去瞭解，而不
是去駕馭。」她認為事茶時的妝容應該「在
你有的和你要的之間找到平衡點，不違和，
不做作，美得不露痕跡。」

在《茶席美學清談》裡，白舒臣用一個
個生活場景來展現茶道美學，不但有景、有
人、有情、有故事，更有專業的、人文的、
藝術的融會貫通。她不是高高在上地講授茶
道美學知識，而是一個久違的知心朋友在向
你娓娓道來。

她告訴我們，「能講究的時候為什麼要
將就呢。」這種交流，就像茶香的恬淡和曠
遠，時間虛化了，紛繁俗事遠去了，卻又感
覺到無邊的豐富和充盈。

白舒臣在寫茶，寫茶事，也在寫人。她
的文字乾淨利落，幽默風趣，充滿了生命的
溫度和情感濃度，又似茶般含蓄、素淡、低
調、內斂，需要細細品味才能感受其中的萬
千情愫。她寫父親與茶，在看似平常的對話
中，父女之間的那份懂得，那種深情是那麼
令人動容。不需要過多的言語，茶，就是父
女之間最好的溝通媒介。

在謀生之上，應該有一種愛美的生活，
而茶席茶會就是生活藝術化的最好呈現。馬
爾克斯說，愛是一種能力，有的人生來就
有，有的人無論如何也學不會。我覺得，一
個人情感的深度和濃度，決定了他對美的感
知能力。因為一切的美與知，都是根植于情
感的沃土。最深的情，從來不在喧囂聒噪
處，而是在默默相守的時刻。

每位走近白舒臣的人，都會感受到她
的真情與善良，沐浴在她營造的茶香風雅
中，體味生活之美與藝術之美。無論年齡大
小，她與她的學生亦師亦友。她的工作室取
名「予捨」，意即：「用一杯茶施予他人溫
暖，同時在一杯茶裡捨棄貪嗔癡。」

中國人講究生活情趣，熱愛悠閒生活，
敬畏大自然。有閒，才會有心情去欣賞美的
事物，去做自己感興趣的事，精神才能隨心
所欲地飄移逍遙。也只有在這個時候，一個
人才能遇見真正的自己，一個完整的自我。
當茶香裊裊升起，用心事茶是一件極具審美
意味的事。無論是一人獨茗，還是兩人對
飲，或三五個性情相投的朋友結伴而飲，茶
席成為了庸俗生活和雅致精神遨遊之間的一
種自然過渡。品茗是一件怡情養性的雅事。
易經的陰陽嬗遞，道家的清淨無為、抱璞歸
真，儒家的治世學問，都能相融于一壺茶
中。

現代科技好像給我們的生活裝了一個加
速器，大量的冗余信息包圍著我們，無數的
瑣碎事務追趕著我們，手邊有永遠忙不完的
事，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催促我們「快點，
再快點」。閱讀《茶席美學清談》時，我才
理解，生活需要慢下來，我們得學會忙裡偷
閒，等一等自己的靈魂，讓自己活得像個
人。

一個人是否快樂富足，並不取決于金
錢、物質、權力等外物。如果精神始終處于
緊張焦慮之中，美感也會隨之消失。我們談
論茶席美學，其實是在談論一種人文主義精
神，一種審美意識的覺醒。當人成為一切事
物的中心，當幸福生活成為一切知識的終
結，也就抵達了我們所追求的藝美境界。

茶能「洗盡古今人不倦」，人生又豈
能沒有茶聚。請人喝茶是一種禮節，一種優
雅，一種尊敬。自己品茗是一種自由、一種
從容、一種自得。喝茶品茗都是一種生活態
度。我們的生活內容就取決于我們的生活態
度。

品讀《茶席美學清談》，請不要急于打
開書頁，最好是先泡一壺茶，待茶香縈繞之
時，再緩緩細讀，慢慢品味它的精妙，它的
幽微，它與眾不同的魅力。

我相信，每一位打開《茶席美學清談》
的人，都會聆聽到自己內心最真實的聲音，
獲得一種特殊的緣分！

松濤竹音
劉健萍

風起的時候，竹林裡都會發出一種嗚嗚

的響聲，那是被夏天的颱風吹斷了的竹子，

被風吹進了折斷的竹孔裡發出的哨音。

竹林這裡一片那裡一片，連綿不斷，嗚

嗚的哨音就起伏不絕，寂靜的山林裡有了竹

音顯得美好詩意起來。

風起的時候，竹林是詩意的，雨來的時

候，竹林更是詩意的，細雨撒在竹枝上，莎

莎如歌。悠揚婉轉，像一首美妙的歌曲盈盈

飄蕩，風中搖曳的竹子像極了一些弱不禁風

的女子，娉婷搖曳，風姿萬千。那輕悠悠顫

巍巍的模樣是張著嘴巴在喃喃細語，窈窕俊

美。

竹林聽雨會讓你感覺到一股沁人心脾的

快意，紅塵蕩盡，煩惱盡失，疲勞無蹤，心

中滿滿是一個清涼的世界。

一般來說，一個品種的竹子一根根的都

是一樣粗細，差不多的長短，好像同年生的

姐妹，修長挺拔，窈窕秀美。

竹是如此的美妙，若是竹林的附近有了

青松，那就更是美好遇見美好。

青松一般也是成片成林的，風起的時

候，松樹也搖晃著腦袋呼呼的發出濤聲。松

濤伴著竹音，是一種悠遠而壯闊的天籟。

松樹的樹幹很長很長，上面長滿了很粗

的皮，就像龜殼開了一樣。松樹的葉子很長

很細，長在一起，就像一把扇子。松樹有時

還有松果和松子，小松鼠年年秋天都會到松

樹上摘松果，拿回去過冬。

冬天，花草枯萎，樹上的葉子紛飛的落

下來。光禿禿的站在風雪中，而松樹依然披

著翠綠的衣服，傲然挺立。

松樹的葉子象針一樣，一簇簇向外伸長

著，每一個都尖銳有力好像有一種精神支撐

著它們。松樹的果實也很有特點：它是一個

橢圓形的，分成一層層的花瓣。

松樹的品格和竹是一樣的，寧折不彎，

不畏寒冬風雪的侵襲。一年四季，鬱鬱蒼

蒼，生氣勃勃，傲然屹立。它們那種不畏風

霜的姿態，不能不使人油然而生敬意，久久

不忘。

我最喜歡的是站在山崗上臨風聽濤的

感覺，一陣山風吹來，先是看見遠遠的松樹

在搖晃，漸漸地近來了，松樹迎風的時候

有些像海水起潮的時候，是一浪一浪的過來

的，沒有親眼見過松濤的人很難想像那份詩

意和壯觀，風勁越大樹枝搖晃的就越厲害，

風帶著樹枝翩翩起舞，如同母親的手撫摸著

臉龐，那種感覺帶來絲絲涼意，讓人心曠神

怡。

享受生活，不一定要有山珍海味、菱羅

綢緞為伴，大自然便是上帝所賜予人類最為

珍貴的。

清晨， 霧，朦朧了山的身體。山，堅

定了霧的信念。環繞。依戀。纏綿。絲絲縷

縷中。點點滴滴間。那一刻已是永遠。

到夜裡，又高又藍的天空稀疏地綴著

寶石一樣的星辰，夜，連一絲雲彩都沒有，

天空藍的透明透亮。月亮像一個新娶來的媳

婦，剛剛從東天邊升上來，就又羞答答地鑽

進樹葉子裡藏起來。那些稠密的松樹和翠

竹，像是一條流水，日日夜夜沙沙沙，沙沙

沙，在人們看不見的地方，平靜又響亮的流

著。碧藍如洗的晴空下，是一片連綿不斷的

青山綠樹，清澈的空氣，潤潤的濕濕的泥土

氣味不住地撲在臉上，沁人肺腑。

淺冬秋深小陽春
童如珍

立冬了，時令始入冬季，天氣乍涼而不寒。放眼望去，

天高際遠，萬物豐瘦，風景如畫。初冬時節藏四季，淺冬，秋

深，小陽春，偶露夏的蹤影。它聚春天的溫潤、夏天的明朗、

秋天的清爽和冬天的闃靜于一身，吟唱著春發、夏長、秋收、

冬藏的自然韻律，展現一年裡最美的精華篇章。

在北漠西陲，或許一夜北風，飄來一場雪，大地披上一層

薄紗，素雅嫵媚。那雪，鬆鬆軟軟，白白淨淨。委身抓一把捏

在手心，任其慢慢融化，感覺一股清涼透過肌膚，順著血流直

抵心底。

在南疆海島，暖風勁吹，遍地鮮花怒放，草木葳蕤，猶如

盛夏。徜徉在三亞海灘，看椰樹下短袖薄裙們悠閒漫步，看淺

海中青年男女戲水逐浪，看海面上海鷗翩翩起舞，好不愜意。

而在遼闊的大江南北，呈現的卻是一副深秋的爛漫景象。

「平生詩句領流光，絕愛初冬萬瓦霜。楓葉欲殘看愈好，梅花

未動意先香……」循著陸游的這首律詩，去北京香山看紅葉，

正當其時。

那漫山紅楓一片血紅，將半邊天空映得紅彤彤，置身其

中，心潮澎湃，熱血沸騰。再去奧林匹克公園觀賞銀杏，幽

藍幽藍的天空，似鏡一般潔淨。陽光下，傲然挺立的銀杏樹

猶如一把把金傘。微風吹拂，從樹上抖落的銀杏葉片，像一塊

塊金幣鋪滿地面，厚厚疊疊。樹上的黃與地上的黃渾然一體，

熠熠耀眼。再到釣魚台和三里屯大道上走一走，兩邊的銀杏樹

向遠處伸展，原來，你走的正是一條金光大道。京城的銀杏林

很多，隨處可見，它們與金碧輝煌的皇家建築一起，陽光下交

相輝映，彷彿給城市披上一件金衣，真可謂「滿城盡帶黃金

甲」。

江南的初冬，恰逢秋收的季節。沃野田疇中，晚稻、秋粟

已成熟，滿目黃橙橙的谷穗，農民忙著收割，等待顆粒歸倉。

山林果園裡，桔柚綴滿枝頭，果實纍纍。走進鄉村，各家的屋

頂上，一個個簸箕裡曬滿了各類農產品。紅棗、辣椒、花生、

南瓜、茄子、鹹豆腐等，不一而足，數不勝數。遠遠望去，紅

的、黃的、黑的、青的，五顏六色，蔚為壯觀。那晾曬的，便

是農家大半年的收成，農婦燦爛的笑臉上寫滿了幸福。

「八月暖，九月溫，十月還有小陽春。」這句諺語裡的

「十月」指農曆十月，也就是初冬時節。這時期，江南一帶

氣候溫暖濕潤，猶如陽春三月。遇陰雨天氣，有時候，甚至

能聽到「隆隆」雷聲，人稱「雷打冬」。走入山林，或許能邂

逅花開二度的桃、梨、海棠，讓人恍若步入春天。難怪白居易

的《早冬》詩言：十月江南天氣好，可憐冬景似春華。霜輕未

殺萋萋草，日暖初干漠漠沙。老柘葉黃如嫩樹，寒櫻枝白是狂

花……

季節如人。初冬，就好似人的中年，成熟、沉穩、內斂，

卻又風采照人。纍纍豐盈的果實是天地對人們辛勤勞作的回

報，瑰麗斑斕的景色是自然與人類共同描繪的作品。我們在收

穫果實和欣賞美景的同時，對大自然該有所貢獻，以迎接下一

個春天的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