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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水，
都儲存在太陽裡

陳仁紅
 
                    在野菊
                    燦爛的山崖上
                    有雪

                    穿過
                    初秋的桫欏  
                    跌落
                    又揚起

                    而後，
                    我就看到
                    無數個太陽
                    在稠密的綠色中
                    翻飛
 
                    我還看到  
                    石頭也在
                    雪花裡飄動
                    
                    那一刻，
                    我便明白了
                    所有的水，
                    都儲存在太陽裡
 
                    像我
                    身處的這片
                    雨林底下的
                    萬注泉眼，
                    就藏匿在
                    黎母山巔的
                    熾熱裡
 
                    那時，
                    我相信
                    我的海，
                    也一定歸隱在
                    故鄉的星光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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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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的趣味與感動
周丁力

深秋的紅葉與黃葉既可以視為秋天向冬

天發出的漂亮的請帖，也可以視為冬季向每

個人遞過來的華麗的名片。

當遠山上的樹木擎起紅葉，當道路兩

旁，或者小區門口的梧桐樹與銀杏樹將黃葉

飄灑，我們便知道，冬天已經躡手躡腳地來

了。

我想，四季之中，最不招人喜歡的大約

就是帶來嚴寒的冬天了。然而，除了生活在

熱帶的人們，誰又能躲開冬天呢？因此，與

其縮手縮腳地進入冬天，不如抖擻精神挺身

走進冬天。要知道，寒冷的冬天固然給我們

帶來有不少麻煩，但這冬天的寒冷也能催生

出許多特有的趣味與感動。

如果沒有冬天的寒冷，我們去哪裡領

略「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壯麗景象呢？

如果沒有冬天的寒冷，我們又到哪裡去欣賞

水仙花與臘梅花的嬌艷呢？在冬天的寒冷

裡，未結冰的河比任何時候都安詳，結冰的

河比任何時候都堅強。銀杏葉與梧桐葉金黃

耀眼，從深秋走來的楓葉也紅艷無比。山坡

上，一些被寒冷摘盡了葉子的樹，樹枝舒展

而遒勁，在灰白天幕的映襯下，遠遠望去，

像一幅奇異的木刻畫，深邃而神奇。

冬天的寒冷還豐富了我們的日常感受。

比如我們的小家，即使是比較簡陋的家，在

天寒地凍的包圍下，也顯得異常溫暖。于

是，由一句「到家了」的平常話語帶來的

感受，比在其他任何季節裡更顯得鮮明，且

內涵豐富。家庭的一個中心——爐灶中的火

苗，在冬天便有了更加歡快的跳動；家庭的

另一個中心——飯桌上，那飯菜的熱氣蒸騰

裡，瀰漫著比其他季節更多的溫情與幸福

感。

不要說「雪中送炭」了，冬天裡，即使

有人給我們遞過來一杯白開水，捧手中，也

會使我們倍感溫暖和親切。在寒冷中喝的熱

湯，滋味更長；在寒冷中品飲的酒，暖意更

濃；在寒冷中添的衣，令人倍感熨帖。在寒

冷中，平時我們不太注意、不太在乎的東西

有了新的含意，比如一堵擋風的牆，比如在

公交車上被鄰座及時關閉的車窗，比如寒風

中親友送來的平常的風衣或帽子，比如一句

家常的噓寒問暖的話語……

冬夜寂寥，但清冷的冬月，令我們雙目

與神智更加清澈，稀疏的星光令我們的思緒

更加幽深。冬夜無比靜謐，沒有春夜無處不

在的撩撥，沒有夏夜難耐的燥熱，沒有秋夜

清涼的誘惑。冬夜裡無論是讀書、寫字、沉

思、閒談、做家務，比起其他季節來，我們

更容易進入角色。寒冷雖然限制了我們的活

動半徑，但可以增加我們的安定與自省。

沒有冬天的寒冷，我們就不會有滑雪、

溜冰的快意，不會有冬泳的勇敢，不會有在

寒風中尋梅的詩意盎然，也不會有用凍紅的

雙手，堆雪人、打雪仗的樂趣，古今詩人們

也不會寫出「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

「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的詩句。

冬天的寒冷其實也是一種有益的教誨。

它令我們更深切地體會到溫暖，更加珍惜陽

光，珍惜散佈在我們周圍各種不同的溫暖與

善意。珍惜那只伸過來的溫暖的手，以及那

個雖然普通卻漾著暖意的微笑。

冬天的寒冷也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考驗，

冬小麥需要，梅花也需要；冬天的寒冷，又

好比人與人之間發生的一種不留情面的批

評，忠貞的愛情也需要，純潔的友誼也需

要，健康的成長也需要。

既然冬天的寒冷，我們必須、也應該面

對的，我想，在無畏地穿越寒冷的同時，我

們還應該學會在寒冷中獲得特有的快樂與醒

悟、趣味與感動。

醉秋
吳翼民

無錫錫山惠山的秋天只能用一個「醉」字來形容。

秋季的某天，與友人相偕來到錫山惠山腳下的時候已經過了

下午三點了。不覺得晚，正是最佳的遊園辰光，偌大的公園遊客廖

廖，可以不受干擾地細細品味山野和園林的秋光。

秋日淡淡，秋風颯颯，山道上和山坡間的樹木因秋日而變色，

因秋風而落葉，山就變得雜色斑斕，連山下的小徑也搖曳多姿，一

片片的落葉或紅或黃或綠在腳邊翩然輕舞，俯拾一片視之，心有所

語——「葉啊，你來自哪一棵樹上呢？離開母體後你不覺得飄零無

著麼？」葉無言，葉甘願為秋而殉，在秋風中作最後的舞蹈，這是

自然的規律，芳林新葉催陳葉，來年春風一度，滿樹的翠綠將會令

山色一新。因此秋是春的結果，春是秋的孕育啊。錫惠山麓多楓

林，楓是秋天的驕子，它們要盡展艷麗的時裝後才肯息影于山巒

呢。霜葉紅于二月花，一點也不誇張，那是真紅，成了氣候的紅，

兒時將楓葉——俗稱聰明葉夾在書本裡，那紅色經久不褪，應了陳

毅詩意「真紅不枯槁」。此刻放目山間，已經是成片成片的淺淺的

紅色了，過不了多久，經了幾場寒霜的逼催，那成片的淺紅將變成

深紅、胭脂紅，錫山惠山不就成了著絳衣而施脂粉的美人了麼？漫

步間一陣香風飄來，那是遲桂香，香得怡人醉人，——哈，那分明

是「山美人」吐出的濃郁的芬芳啊。

錫惠山下多桂樹，二泉與杜鵑園之間的道路兩旁桂樹成林，雖

不能與杭州滿覺隴的規模相比，也堪稱江南一個賞桂的佳處了。人

處桂林裡，那股香甜直欲把人醉倒。我以為百花之香唯桂香是帶著

醇酒味的，此所以世有桂花酒而無什麼梅花酒桃花酒牡丹酒也。秋

天而有桂花是造化的著意安排，因為秋天是收穫的季節，聞得了桂

香你就會實實在在感受到了收穫，想到了琳琅的秋果。那香是能觸

摸得到的，沉甸甸的極具質感，也世俗，它不像梅香那樣縹渺、無
端的清高、被人稱之謂暗香。因而我為氤氳于桂香陣中的阿炳的靈
魂感到了欣慰，緣為阿炳和桂一樣的世俗哩，——阿炳墓就在桂樹
環抱之中，非常的寧靜和平淡無奇。墓旁除了桂樹，還有竹子，竹
子為伊人秀挺，桂花為伊人流芳。阿炳啊，當此秋色如染，秋香如
醇的季節你何不再操一首《醉秋》之曲呢？

秋日漸漸西斜，且登高去領略了山巒殘照，又不欲捨了桂香，
在山腰的頤陽台小憩最是相宜。

仰之，翠微生暮靄；俯之，樓台勾夕暉。忽見一個紅衣婦人在
遠處的林子裡閃現，友人笑謔莫不是仙怪出現，我說如果是仙怪，
也必是桂妖或菊仙也。友人然我言，說是真能有桂妖或菊仙降臨才
好呢，我們不都成了聊齋中人了麼？說得好，錫山和惠山秋天的傍
晚不事修飾就是一個聊齋的境界！

想起了山下正展覽著的盆菊，這是不應錯過的，遂藉著暮色
前去觀賞。果然是菊花的世界。這是一年一度的菊展，雖然繁盛，
卻程式，年年如此，縱然天姿國色，不過是深宮寵姬，似與我無緣
矣，不若方才在山徑上看到的幾叢或黃或白的野菊花來得親切。友
人與我同感，以為天下物事以自然為最美形態，展覽的盆菊因刻意
栽培而顯造作。我反過來問一句：「天下刻意造就的物事不比比皆
是麼，我們不都認可了麼？」想想也是，唯美和清高風雅其實是不
現實的，沒有刻意造就是不會有社會的進步的，由是，我們對眼前
的洋洋大觀的美麗的盆菊也覺悅目了。

我們迷醉于山色、迷醉于桂香、也迷醉于菊英，一路扶醉出
園，園外則是車水馬龍、好一派市聲喧囂啊……頓然有了「天上人

間」兩重天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