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玉鹤
年幼的时候，跟随大人去过一次殡仪

馆，虽然时间已久远，但依然给我留下深
刻的印象。那是一个火辣辣的夏天，里面
大人孩子头上都绑着白色的长条麻布，有
些人身上还披着麻布衣，我第一次看到并
体会了披麻戴孝的情景。灵棺周围，好多
女人跪成一片哭天抢地，我虽年幼，却也
能看出有些人是真的悲恸，有些人只是呜
呜附和。看着棺木，我心里明白，有一个
亲人已经离世，且就躺在里面。我始终不
敢也不愿近前，心里只想着这个地方不
好，再也不要来了，遂跟随父母匆匆祭拜
后便离去。依稀记得，我问了父母：“你
们都不害怕吗？”但并没有得到答案。

再去殡仪馆，便是这一次了。
那是周六的上午，我带着儿子从婆婆

家回到自己家。妈妈打来电话，说爷爷准
备进重症监护室了。我心里想着晚上爸爸
有空的时候与他商量回家看看，也纠结着
是我自己回去两三天，还是把年假休了，
带着儿子一起回去住十天半月？把儿子哄
睡，我坐在一旁回想起爷爷这半年来身体
每况愈下，六年前的肿瘤今年复发并扩散
至全身。休产假的时候回去看他，他还乐

观积极地配合治疗，尤其是看到我儿子，
家中的第四代，更是乐不可支，搬一把椅
子坐下，盯着他睡觉的模样看了老半天。
又想起我小的时候，爷爷总是带我与弟弟
去河滩里放风筝，因为爷爷身材高大，我
们的风筝总是很快飞起，飞得又高又远。
小时候我和弟弟偷偷拿爷爷枕头下放的、
奶奶给的买菜钱去买糖吃，被发现之后，
爷爷也总是笑眯眯的，从未责怪。想着想
着，心里越发难过，便顺手查高铁票。就
在这时，妈妈电话打来说爷爷情况不好，
正在抢救，让我立马回去。匆匆挂了电
话，我查了当天的票，却一张余票也没有
了。我急忙给妈妈回电话说今天没票了，
却听到妈妈在电话那头说爷爷已经走了。
一刹儿那，我便泪如雨下。平日总说上海
并不远，四个多小时的高铁就回去了，可
事到临头，却觉得是那么的遥远无助。手
足无措地订了第二天早上的头班飞机，却
半夜两点钟通知我航班取消了。次日早上
四点钟，我与老公直奔火车站窗口，总算
抢到了票，才在下午一点半赶回了家。

进了殡仪馆，大人孩子都还是那样的
装扮，只是这一次，我也戴上了麻布条，
我知道，那叫孝布。灵堂里依然有一座水

晶棺，只是这一次，我没有一点儿害怕，
当年的疑问顷刻间释然了。我知道里面是
我的爷爷，是小时候带我玩耍、长大以后
每逢假期都在等我回家的爷爷，是我最至
亲至爱的爷爷。给爷爷磕了头，我就像当
年的那些女人一样，陪着姑姑守在水晶棺
旁，因为我知道，时间不多了，这是最后
一次守在他的身旁。

第二天，是爷爷的遗体告别仪式，爷
爷生前签下了遗体捐赠志愿，怀着为党、
为祖国再尽最后一份力的心愿，将遗体捐
给祖国的医学科研事业。早上，爸爸让我
接奶奶一起去殡仪馆。到了奶奶家，只有
她一个人在，看着奶奶蹒跚的身影，看着
爷爷常常坐的那把椅子，看着餐桌上爷爷
平时看书抄报用的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
那本 《新华字典》，一种令人窒息的悲伤
将我击中：爷爷真的回不来了！这就是亲
人的离别，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我不
敢当着奶奶的面落泪，赶忙借口上洗手间
调整自己的情绪。奶奶虽然看起来没什么
表情，但她喃喃地说了一句：“这么大的
房子，以后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虽然这句话是毛主席用来评价白求恩的，

但我觉得用来描述爷爷一点也不为过。年
轻的时候，爷爷在解放军测绘大队当兵，
用双脚丈量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和边防线，
参加了全国大地原点和海岸线的测绘。退
伍转业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
业、恪尽职守，从不向单位和组织提任何
要求。退休后，单位返聘他在行政服务大
厅从事税收征缴工作，他十几年如一日，
坚持每天打水扫地，整理内务，从不迟到
早退。辞世之前，那么平凡而又伟大的他
又将自己的遗体捐出，为自己无私的一生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我作为他的孙女，似
乎是比较令他放心的，结了婚，也生了
子。最后一次见爷爷，他语重心长地对我
说：“工作上要上进啊！”一个月前，爸爸
又捎来他老人家的嘱咐，教导我一定要尊
重和孝敬公婆，与他们和睦相处。

我坚信，爷爷的音容笑貌将永远不可
磨灭，爷爷的精神品格将永远为我树立榜
样，就像表妹说的：“我一生铭记，你终
为风帆，指引我前行。”

爷爷头七那天，我突然想起前几日每
天哄儿子睡觉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哼唱那
首 《送别》，现在才明白，那原是想唱给
爷爷听的呀。

送 别

■张一曼
东汉崔寔 《四民月令》

云：“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
裳，不蠹。”晒书在我国至少有
两千年的历史了。在我家，晒
书的历史则要追溯到三十年前。

那年我六岁，上了村里的
育红班。育红班的老师是村主
任的女儿，她带着十几个孩子
排练舞蹈的情景，让我的心里
萌生了一种向往。

家里穷，蓝天便时常被云
层覆盖。终于有一天，天空不
堪乌云之重，哭得肝肠寸断。
除了月夜，小时候的我很少仰
望天空，那天的天空我却记得
异常清晰。它黑着一张脸怒视
着大地，就在我的头顶，它那
宽大的手掌带着混浊的雨水不
停地往下拍，拍得我生疼。雨
水顺着我的头发往下淌，但被
淋得更湿的是我的哭声。那天
和妈妈伤心得不能自己，把爸
爸箱子里的书一股脑儿地往外
扔。我想拦住妈妈可无济于
事。我跑进跑出，帮爸爸把满
是泥污的书捡回，可是妈妈看
起来是伤心到了极点，被捡回
的书再次被妈妈扔进雨里……

记忆中爸爸的脾气很不
好，但那次面对妈妈的歇斯底
里，他竟然没有动粗。我不知
道愤怒的爸爸当时有没有流
泪，因为那天的雨大得出奇。

20 世纪 70 年代末，国家
刚开始实行计划生育，要生下
第二个孩子如同打游击一样。
妈妈东躲西藏，终于生下了弟
弟，日子也更苦了。那时正值
改革开放，农村实行了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分了四亩
多地，可是年年开春家里都会
断粮。不过改革开放政策让农
民的思想也活络了起来，不再
只是守着那几亩薄田。我们村
里的叔叔伯伯们那时都做“换
碗儿”的小生意。焊两个铁篓
儿，挂在自行车后座上，在铁
篓儿里放几荮批发来的瓷碗，
走街串巷地吆喝。村里的人拿
些废品换取自家需要的碗碟。
换回的破烂儿分类整理后，再
卖给废品收购站，从中赚些利
润。妈妈想让爸爸也去，可是
爸爸不干。那时，他的梦想依
然是当一个作家。

“面朝黄土背朝天”是那
一代人最真实的生活写照。而
我看到的，是除了大人们劳作
的辛苦外，还有爸爸夜晚于昏
黄油灯下伏在书桌前写东西的
身影。那书桌是一口缸，上面
放了一个用高粱秆纳的叫锅排
的东西。写好一篇稿子后，几
番修改觉得满意了，爸爸就去
十几里外的邮局寄出。除了写
作投稿，爸爸每年还会订购上
海出版社出版的《故事会》以

及其他关于写作的书。这在当
时是极奢侈的。

我看到爸爸收到一封又一
封的退稿信，但是写作热情没
消减分毫。后来有几篇文章被
编辑部录用，并刊登在了省市
的杂志上，爸爸写作的热情更
高了，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我和弟弟一天天长大了，可是
家里除了墙上“知识改变命
运”几个粉笔字，再无其他。
苦难压得妈妈喘不过气来，和
爸爸的争吵愈演愈烈，可爸爸
依然不肯去换碗儿。

后来，我偶然看到爸爸零
散的稿子，才知道了那场在暴
风雨中争吵的原因。上海《故
事会》的老师给爸爸寄来一封
信，建议爸爸到他们举办的创
作函授班学习。爸爸收到信后
激动了好几天，他似乎看到自
己顽石般的人生开始有所松
动，但是三十块钱的学习费用
像一座山，压得爸爸不知如何
向妈妈开口……

雨过天晴。满院子的泥泞
被阳光晒干了水分，爸爸忙着
晒他的书了。阳光有些毒辣，
天空却并不湛蓝。妈妈抱着弟
弟出去了。我看着爸爸把书一
本一本摊开，一页一页抹平，
不谙世事的我心里竟生出些心
疼来，不知道是心疼那书，还
是心疼眼前的爸爸。那书，只
一天就晒干了，皱皱的，像新
生儿的皮肤。那件事过后，爸
爸也开始了他走街串巷吆喝买
卖的生活……

当时，我怎么都理解不了
他的妥协，我不知道是什么把
爸爸的骄傲给打败了。时至今
日，我才稍稍懂得：或许，爸
爸妥协的既不是现实，屈服的
也不是命运，而只是把我和弟
弟放在了他的梦想之上了吧？

昨天开车送爸爸去高铁站
的路上，他说：“那时候，我
晚上都不敢踏实地睡觉，恐怕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总
是赶在天亮之前赶快起床离开
村里，怕碰见村里的人，那时
候嫌丢人，其实下午碗儿就换
完了，我就在村子外面的田间
地头待着，直到天黑才骑车往
家赶。过了好长时间，每当卖
了废品，算算每天都能挣上十
块八块的，再也不用两毛钱的
拿药钱都得借的时候，我就有
了劲头儿，不再怕见人了。家
里以前的好多东西都卖的卖
了、扔的扔了，那两个铁篓我
一直放着，靠着那俩铁篓，咱
家的日子才过了下来……”

风雨过后会天晴，苦难过
后有甘甜。多少往事随风而
去，但这场晒书事件的始末，
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每每想
起，种种滋味便浮上心头。

晒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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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寻珍街巷寻珍

■余 飞

救命恩人

老K的戏唱得赖，按他自
己的话说就是“唱了几年就唱
了个下韵”。其实不然，人家
倒真登过台，而且还是对台的
时候。不过也就是这一次，却
让他留下个笑话。

那次对戏，老K所在的团
开的戏是“二进宫”。

这戏的主角是老 K 的老
师，扮的是老生杨波，老K跟
他学。活该老K露脸，老师偏
偏这个时候病倒，这戏开不
了，对戏就得输，大家就得丢
人。

团长急了，就要求老K顶
上。老K本不愿，但想起老师
们常说的“救戏如救火”之
说，便扮上，出场。适时两台
戏均唱的均是自己的拿手好
戏，观众人山人海，等着看老
K的老师表演。

老 K 出场，內叫，亮相。
台下忽然大哗，人散。

看着空旷的戏台场，老K
大窘。就在此时，见一人端一
盘包子上台，来到老k面前双
膝跪倒，口称救命恩人。

老K不解。
那人道出原委：原来他在

台下眼看要被挤死，此时老K
出场，众散，其得救，故买包
子以谢恩人。

老K自此再不唱戏。

绝招

老K在单位人缘极好，没
几年就从一个炊事员混到了管
理员，好歹也是个干部了。说
实话，我真的不明白他是凭什
么让领导这么高看，竟一步步
爬到了让我仰视的地步。

直到那天主任去伙上吃
饭，我才恍然大迷瞪，原来人
家老K有绝招。

那年头，机关也不是天天
都有荤，那天却有肉。主任进
伙房大喜：“呀！有肉？老K，
打二分钱的，我好吃肥的！”

老K屁颠屁颠真给他打了。
事后我说，我算是知道老K这人
了，就会拿公家的东西巴结领
导。从此就和他玩得少了。

一段时间后，老K知道了
事情的原委，专门向我道了
歉，并掏心窝子对我说：“你
之所以不进步，就是因为你做
人太直，不会说话。”

我便趁势套他的话，问是
怎么做的。想不到老K竟掉泪
了，说：“兄弟呀，你别看我
人前没心没肺，我心里也不得
劲呀，为当上这个管理员，我
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我不解：“那要是人鬼都
来了呢？”

老 K 脱口而出：“我就说
胡话！”

我明白了，原来老K也不
容易。

老K趣事两则

■乔 叶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

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
村。”——如此清凉淡婉的情境，也许只
有在人口低密度的古代才会有吧。有几年
的清明节，我都没有看到雨纷纷，只有人
纷纷和车纷纷。超市和路边的小摊都有专
门为清明上祭准备的食品礼盒套餐，荤素
水果搭配得悦目，一望而知是不宜日常吃
的。众人赶集一般涌向郊外，堵车是经常
的事。无论是在郊野还是在远山，都有戴
着红袖标的防火人员远远地看管着，不允
许有烟雾升腾。扫过了墓，兄弟姊妹多半
要吃一顿饭，喝些酒，说些闲话，不睦的
人还要趁机生些闲气……然后又赶集一般
回来。

我们就有这种本事，把很多事情做得
像走过场，任何庄重的仪式和内容都可以
被劣质批发。可有几个能闲下心去静静地
怀想地下的祖先，和他们好好过节呢？

如此每次回去过这般一个清明节，我
都觉得累。今年清明节，我没有再重复，
我用了一个特别的方式，怀想去世的亲
人。

清明晨起之后，我拔了电话线，关了
手机，洗手，净面，在一尘不染的地板上
跪下，朝家乡的方向磕过头，在心里默默
地对祖先们说：

跟我走吧！
跟我去踏青。刚抽的柳条清新碧绿，

初绽的各色花朵鲜妍明媚，解冻的水面上
鸭群自在嬉戏……我不是一个人在看。我

知道，我的眼睛，传承着所有祖先的眼
睛，我正带着他们所有人的眼睛在看。

跟我去美餐。避风塘经典奶茶，哈根
达斯双色冰淇淋，好利来慕斯蛋糕，萧记
烩面，逍遥镇胡辣汤……都是最俗常的美
食，都是我爱吃的，所以我想他们也爱
吃。我不是一个人在吃。我知道，我的味
蕾，传承着所有祖先的味蕾，我正带着他
们所有的味蕾在品。

跟我去逛街。最酷炫的苹果手机，最
时尚的佳能单反相机，最新款的海澜之家
男装和达芙妮女鞋，还有宜家的贴心家
具：储物柜、灯具、抱枕、转角沙发、床
头桌，当然也不能错过国美和苏宁里面的
精致小家电：足浴盆、吸尘器、取暖器、
扫地机、微波炉、压力锅……作为最俗常

的世人，我爱逛这些。我知道我的祖先们
也一定喜欢这些，因为我的那些亲爱的祖
先啊，他们也都是最俗常的世人。

走着走着，我累了。那就坐在河边，
和他们在心里默默地说话：

你们好吗？应该很好吧。因为我是这
么好。血管里流着你们的血的我，是这么
好。

你们想念我吗？一定想念着。因为血
管里流着你们的血的我，是这么想念你
们……

这个清明节，在这花团锦簇喧喧嚷嚷
的热闹世界，我一个人，和我隐形的祖先
们在一起就这么过节，安恬惬意，心清神
明。直至夕阳西下，一日逝去，温暖短暂
如春天。

带着祖先过清明

国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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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娜
梨花开了，在古巷里，在鹧鸪声里
浩浩荡荡，玲珑似玉
奶奶，起风了，老院里的那棵老梨树
该又落雪满地了吧
天朗气清的四月，不适宜隐居
一首诗，穿越城市的繁华与落寞
在春天之外，苦吟浅唱，声韵悲凉
奶奶，您若在梦中看见梨花簌簌如雨
不要心疼她误入尘埃
那是您布衣素面的孙儿
想要用清香，治愈乡愁

梨花吟

■陈思盈
最美人间四月天。
茶席、古琴，吟诗、品画，插花、说

瓷，朗诵、弹唱，这是一个弥漫着文化之
香的茶馆，一个阳光、绿色、安静的品茗
所在；茶艺师、花艺师，诗人、作家，书
画家、朗诵家，在天朗风清的4月8日，从
四面八方汇集于八马茶业满庭芳，赴一场
关于茶人十年心路历程的“拾光”雅集之
约。这场约会，茶香氤氲，他们的到来，
因为茶，又不仅仅因为茶。

十

汉字“十”是一个量词。十，数之终
也，事物之极致也。十还有满足、完美、
非常的意思。十与年放在一起，就成了用
作词语时表示时间长久的“十年”。

十年的光阴，不长，但对于漯河八马
茶业的掌门人董敬来说，却有太多的欢
笑、感慨、难忘印迹，也经历了太多的人
物、故事、风景。对她来说，时光就是最
好的沉淀。

十年前，她遇见茶；十年中，她在茶
中辗转、品味、蜕变；十年后，她因为茶
而茶香盈怀，变得安静、温柔、平和、谦
卑，并用这种心态带领她的团队朝着平
淡、恬静、快乐的日子奔腾而去。

十年前的2008年，八马茶业正式走进
漯河人的生活。八马茶业源于1736年。那
年，八马先祖王士让发现铁观音，并将其
献于内廷，被列为贡茶……后来，铁观音
第十三代传人秉承技艺创立八马，创始人
之一的王文礼先生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300
年来，八马人一直专注着茶事……

十年后的 2018 年，八马茶业“拾光”
雅集，是一次总结，一种纪念，也是一次
新的出发！

时

时，形声。从日，寺声，与时间有
关。此时，时与光结合最为适意。

“千里不辞行路远，时光早晚到天
涯。”时光，在与茶的结缘中，缓缓流淌。
在时光的缝隙里，我窥见了八马名字的来
历，除了来自于八骏图之外，还有一种说
法就是八马之乘乃是帝王礼仪，是最尊贵
的待客之道。

回望来路，董敬讲述了她与茶相恋的
故事，展开了一条茶人的美丽之路。从做
旅游到一座座茶山，从漯河到郑州，从郑
州到漯河，从一个干练的职场女子到一个
优雅从容的茶人，一切，都是出于喜欢。
因为喜欢，选择，因为喜欢，求索，因为
喜欢，结缘。

追随了八马十年的李雪婷，在十年的
时光里，从一个懵懂、刚出校门的小姑
娘，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敢担当的团队执
行人，从一个对茶毫不了解的门外妞儿成
长为一个知茶、懂茶的茶人。她在十年时
光里坚守，用对茶的追求给予时光最好的
注解，在茶叶的沉浮中感悟到人生的真
谛，找到安静清香的美好自我。

“给时光以生命，而不是给生命以时
光搜索。”法国哲学家、散文家帕斯卡说。
意思是让蓬勃的生命力贯穿你所经历的时

光，让生活的每一秒都充实无比，而不是
让生命随着时光消逝而消逝。她们的十年
茶路，拾捡光阴余音遥，时光氤氲茶香
袅。十年时光，爱在茶中荡漾；十年时
光，情在茶里弥漫。

拾

拾是数字十的大写，也是一个汉字词
语，作动词。

拾光，在回望来路之时，将一个个日
子重新拾起、抚摸。光阴，就在指缝间来
回流动。

且用手拾起茶杯，品一品茶艺师精心
烹制的香茶。一品2017荒野雪韵，此茶采
自霜冻以后、海拔600米以上的荒野茶林，
这霜冻以后的茶青蕴含了冬的清冽，平肝
火，降肺热，在这样的初春时节，最适合
饮用；二品2017老枞荒野牡丹，此茶青采
自早春海拔600米以上、生态链完整平衡的
荒野茶园，采用最传统的白茶制作工艺，
最大保留了白茶的滋味和功效；三品2014
年花香老白茶，此茶采自海拔600米以上的
核心产区茶园，经四年纯干仓存放，自然
转化，冲泡花香四溢，煮后枣香甘醇，可
一茶三喝，泡着喝、闷着喝、煮着喝……

且用手拾起古琴，听一听观音阁无相
法师所弹之《卧龙吟》：束发读诗书，修德
兼修身，仰观与俯察，韬略胸中存。躬耕
从未忘忧国，谁知热血在山林。凤兮，凤
兮，思高举，世乱时危久沉吟；凤兮，凤
兮，思高举，世乱时危久沉吟……这铮铮
之音，似让我们回到了汉末三国那个英雄
气质喷薄的时代……

且用手拾起国画，听一听我市知名书
画鉴定家、书法篆刻名家于建华老师对赵
振刚老师书画作品“花中四君子”的品评
之语。赵振刚的作品兼具梅兰竹菊的特
质。兰，一则花朵色淡香清，二则多生于
幽僻之处，故常被看作是谦谦君子的象

征。梅，迎寒而开，美丽绝俗，而且具有
傲霜斗雪的特征，是坚韧不拔的人格象
征。竹，也经冬不凋，且自成美景，它刚
直、谦逊，不卑不亢，潇洒处世，常被看
作不同流俗的高雅之士的象征。菊，它不
仅清丽淡雅、芳香袭人，还艳于百花凋
后，不与群芳争列，故历来被用作象征恬
然自处、朴素淡泊的高尚品格。特别是陶
渊明咏菊赋予菊花以君子之德、隐士风
范，陶翁气节也在菊花身上附着延伸……

且用手拾起茶器，听一听河南省陶瓷
研究会副会长张墉讲述 《陶瓷简史及古陶
瓷茶具鉴赏》。“器为茶之父，水为茶之
母。”古人讲究饮茶之道的一个重要表现，
就是非常注重陶瓷茶具的本身之艺术，一
套精致的茶具配合色、香、味三绝的名
茶，可谓相得益彰。茶器在茶文化中占据
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河南在茶器方面历史
资源丰富，有钧瓷、汝瓷、绞胎瓷、开封官
瓷等著名瓷种。张墉说，河南的钧瓷、汝瓷
都有很多茶器，比如线条优美的斗笠盏，是
很经典的器型；还有鲁山段店窑的黑釉茶
盏、磁州窑系烧造的品种多样的茶器……

且用手拾起文字，听一听诗人陈维建
的诗；且用手拾起音符，听一听著名表演
艺术家于同云老师朗诵的《春》，听一听赵
廉老师的吉他弹奏《爱的罗曼史》，听一听
河南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会长何
虹卫的吉他弹唱 《流浪汉》 和 《大约在冬
季》，听一听河南广播电台一级播音员姚明
璐的诗朗诵《三月女子我们到春风里去》，
听一听河南省广播电台国家一级播音员张
建功的《将进酒》……

时光流转中，谈笑有鸿儒，八马文韵
生。

拾光，拾取旧时光，追忆过去的美
好，总结；拾光，整理旧时光，捡拾起时
光里闪亮的珍珠，珍惜；拾光，拾掇旧时
光，整装前行，再出发。

拾光的故事，还在继续！

拾光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