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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登梁父山

茶当饭吃

投稿信箱：www85193207@126 .com

【问茶齐鲁之三】

□许志杰

【行走齐鲁】

□林之云 进藏之前，对西藏的印象，
只是源自道听途说的敬畏感，
高原寒冷、低压缺氧、地广人
稀、语言不通、习俗迥异等等，
一切皆神秘莫测。三年前，当肩
负使命，远离家乡亲人，踏上西
藏的土地时，翠绿的青稞，泛黄
的草地，蜿蜒的河流，层叠的山
峦，皑皑的雪山，辽阔的疆域，
以及藏地人泛红的面颊、颔首
的身姿、粗重的喘息，无一不冲
击着我的身心，无一不满足着
我强烈的好奇。

但随之而来的高原反应，
成为最大的挑战。为数不少的
战友经历了两三个月的治疗调
整，才重新归队。初期，我的高
原反应不太严重，只是身体急
剧消瘦。两次轻微的感冒才使
我真正领略了高原的威力，不
得不认真考虑过来人的切身体
验并遵从他们的耐心指点。

身体的不适开始慢慢侵蚀
着离乡进藏时的万丈豪情，加
之援藏工作体制变革带来的不
确定性，各种困扰和难题纷至
沓来。新的任务，新的岗位，在
紧张忙碌的日常工作中，似乎
已忘却了身在何处，就连当初
的 那 一 点 点 猎 奇 心 也 趋 向 平
淡。不惑之年虽已过，投入到新
的环境，仍然有太多的东西要
学要练，事务繁杂，开端艰难，
好在有智友相伴、上司指点，终
于 有 了 轻 舟 掠过万 重 山 的 轻
松。

最难忘，无数个日日夜夜，
身体的疲乏不堪和心理的落寞
孤寂，使得对家乡亲人的思念
和挂牵倍增。感谢家人的默默
付出和承担，甚至没有一丝埋
怨。及时的沟通交流，淡化了亲
人们的担忧。暂时的分开别离，
却让亲情更加紧密相连。

最深刻，藏地同胞对幸福
快乐的向往，与内地几无区别，
只是由于环境和历史的不同，
选择了不同的追寻路径。辽阔
空间的熏染，艰难环境的磨练，
造就了藏地人民博大宽广的胸
怀和淳朴友善的谦卑。乐观、豁
达、轻松、对酒欢歌，体现出藏
地人民的生存智慧。他们坚忍
不 拔 的 努 力 和 点 点 滴 滴 的 感
恩，时常让我领悟到国家援藏
战略部署的深意。

最动情，三年援藏，真诚的
关心来自四面八方。上级领导
的嘱托，时刻铭记在心；家乡亲
人的叮咛，总是甜蜜相伴；援藏
战友的协助，处处不舍左右；藏
地人民的关照，从来不曾远离。
一千个日日夜夜，总被感恩的
心温暖着，总被感动的情激励
着。没有你们，我无法想象，一
个人如何面对孤单？没有你们，
我无法想象，我的热情和坚守
来自何方？正是你们，感召了
我、成就了我。

回首三年，西藏的发展与
变迁，恰似换了天地人间，崭新
的幸福画卷已然展现。因着自
己的亲历和奉献，顿觉豪情满
满。三年周期轮换，有了新的起
点、新的期盼。相续的岁月，既
不短暂也不缓慢，坚信一批批
援藏战友，为了共同的目标，早
已经心手相牵。

【齐鲁人踪迹】

援藏感怀
□孙希章

中国茶大致分六类，绿、
红、黑、青、白、黄。

绿茶的代表就是名气很大
的西湖龙井。绿茶的基本特质
是“清汤绿叶”，在全国20多个
省、市、自治区有生产，包括山
东省的大片地区，都是优质绿
茶的生产基地。可以说，绿茶是
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种植地区
最多的茶种，自然，喝绿茶的人
也最多。绿茶又分炒青和烘
青，除了西湖龙井，炒青还有
苏州洞庭碧螺春、安徽六安瓜
片、河南信阳毛尖、贵州都匀
毛尖。烘青则有黄山毛尖、太
平猴魁、敬亭绿雪、峨眉毛
峰。绿茶中现在还有为数不多
的蒸青绿茶，最著名的是湖北
省恩施玉露。

绿茶之后是红茶。顾名思
义，红茶是因干茶色泽和冲泡
后的茶汤以红色为基调而得其
名。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听来好
笑。这几年不断有山东的一些
茶企开始研制齐鲁红茶，而且
喝起来口味不错，感觉胜过先
前喝过的不少红茶。就有好事
者问，嗯，我到过日照、崂山、泰

山的很多茶厂，没见过那里有
红茶树啊。其中的意思便是，红
茶应该是用红色的茶树叶子做
出来的，因为，绿茶是用绿色的
茶树叶炒出来的。这样的常识
性错误不是一个人犯，应该是
多个人不具备关于茶的一些基
本知识所致。再如，茶树为什么
有灌木和乔木之分，很多人认
为小茶树长大了就是茶树王，
灌木就变成了乔木，有点像小
姑娘长大了就变成了小媳妇的
荒唐逻辑。岂不知灌木和乔木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灌木长一
万年也成不了乔木，乔木从地
里拱出来就是乔木。看见那两
根跑火车的钢轨了吗，永远也
不能并到一起。

我们的老一辈甚至老几辈
子的祖宗们都喜欢喝花茶。哪
是什么茶？其实只是在茶叶堆
里掺和进去了几颗与之好不相
干的枯萎的茉莉花瓣而已。那
种刺鼻的茉莉花香，勾去了人
们对茶的正常味觉，甚至包括
视觉。不是吗，你回忆一下是不
是有这样的场景，卖茶的老人
走进茶叶店让店员打开茶叶

盒，老人先是俯下身子哼哼闻
几下，然后再抓一把茶叶放在
手里看来看去。这样的举动当
然显示的是老人家懂茶，知茶，
会闻可观，哪知这只是老人家
的习惯。茉莉花这种人工茶，并
不在六类茶中，而且喝花茶的
地区主要在长江以北地区，包
括山东、北京，以及更远的东北
地区。

喜欢喝花茶的山东人是从
什么时候开始有喝茶习惯的？
大约是在唐朝中期之后。一本
叫做《膳夫经手录》的书，其中
有这样几句话：“如此饶州浮梁
茶，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
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
日无茶”。作者为唐人杨晔，他
曾官至县令，却对吃喝颇有心
得。《膳夫经手录》大概在唐大
中十年成书，全书不到1500字，
共6页，涉及26种食品，唯独对
茶介绍详细，约占三分之一篇
幅。不知道这位杨县令到过山
东没有，也弄不清楚他笔下的
山东是不是就是今天的齐鲁大
地。为我所用，这些就不再提
了。山东人的喝茶史起于唐朝

大中十年(公元843年)前后，距
今1170年。今年恰逢整数，可以
纪念一下。

感谢杨晔先生，他老人家
顺带一笔把山东人的喝茶史定
下了，否则还不知折腾多少年。
尤其让我高兴万分的是，先生
说“皆吃之”，“不得一日无茶”，
那就是茶当饭吃，真的想不到
我美丽山东在千年之前老百姓
就是这等好日子。怪不得有人
说，大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
富有、最强盛、最文明、最幸福
的国家。环顾自己周围的人们，
他们几乎“皆吃之”，茶也，虽非

“不得一日无茶”，却也隔三差
五“吃之”。如此横竖一比，原来
我们的生活也是妙不可言。

红、绿之后还有黑、青、白、
黄茶，篇幅有限，下文再解吧。

梁父山不高，只有300米，
刚刚能够称得上是山，但它的
名声却高出周边许多峰峦。这
是一座可以穿越历史的文化之
山，虽不巍峨，但却清晰。

从上古至秦代以来，历代
帝王封禅泰山时必至梁父山，
除秦始皇封泰山而禅梁父，汉
武帝、光武帝也都来过。因此，
梁父山又被称为“地神”。因山
顶有巨石如坐佛，山上又有经
文刻石，也叫映佛山。

在过去，它得到过众多的
歌咏。

孔子曾经借它来比喻道路
艰难，东汉的张衡则以《梁父
吟》来影射仕途险恶。汉唐期
间，乐府曾一度流行《梁父吟》，
是脍炙人口的名曲。

汉朝时，梁父山下曾有梁
父县。诸葛亮的父亲诸葛圭曾
任梁父尉，诸葛亮随父宦游，
所以好为《梁父吟》。后人感
怀他壮志未酬，就写诗歌颂
他。比如，李商隐在《筹笔驿》
中写道：

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
为护储胥。

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
王走传车。

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
命欲何如。

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
成恨有馀。

成都有武侯祠，在那里寓
居过的杜甫对诸葛亮就更多一

份感情，他在《登楼》中是这样
写的：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
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
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
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
为梁父吟。

再后来，梁父吟(也叫梁甫
吟)就成了一个固定的比喻，用
来喻指用世立功，以和隐居山
林相对。例如，如孟浩然的“谁
识躬耕者，年年梁甫吟”(《与白
明府游江》)，高适的“留君终日
欢，或为梁父吟。时辈想鹏举，
他人嗟陆沉”(《别王彻》)等。

台湾当代作家白先勇传统
文化修养深厚，他曾有一篇小
说，名字就叫《梁父吟》，写的也
是一个借古讽今的故事。

写到过“梁父吟”的人，不
一定都登临过梁父山，但孔子、
李白和诸葛亮到过这里，则是
确凿无疑的事情。孔子不仅来
登过梁父山，还专门写下了《邱
陵歌》：

……
仁道在迩。求之若远。
遂迷不复。自婴屯蹇。
喟然回虑。题彼泰山。
郁确其高。梁甫回连。
枳棘充路。陟之无缘。
……
李白除了有专门的《梁甫

吟》诗外，还在《冬夜醉宿龙门，
觉起言志》中写到过它：

去去泪满襟，举声梁甫吟。
青云当自致，何必求知音。
这是一座闻名遐迩的山，

离济南只有1 0 0公里左右，然
而，来过这里的人着实很少。

因为机缘巧合，两年来我
竟去了那里两次。

第一次是前年秋天，正是
栗子成熟的季节，由朋友领着，
钻过果实累累的栗子林，去到
山前时，正赶上雨下大。本想雨
中登临别有一番情趣，但因有
老者同行，路也确实滑，加上有
人说山上有段路要手脚并用才
能上去，犹豫了一会儿，终于放
弃了。

自那以后，对梁父山虽不
能说是魂牵梦萦，却也总会不
经意地想起。所以这次来，更像
是来还愿的。

上次去时走的泰新高速，
从化马湾出来，走一段省道，不
远就到了。这次游完徂徕山，几
个人余兴未尽，就寻路而来。

尽管泰安和新泰紧邻，但
在泰安房村镇境内问路，很多
人都摇头。一进新泰县界，情况
马上不一样，问路边一个蹬三
轮的汉子，一听说是找梁父山，
顿时来了精神，详细指路之前，
先不忘用赞赏的口气自夸一
句：这回你算是问到明白人了。

看来，在这里，梁父山名气
不小。

和上次不一样的是，山前
水库边的路加宽了，还安装了
栏杆。水库对面，一条新开的山
道蜿蜒而下，路边牌子上赫然
写着“徂徕山国家森林公园”。
这些年，在中国任何一个稍有
名气的景点，开发的步伐从来
都没有停止过。

通向梁父山的路口也挂着
块牌子，上写“迎福山”。这是当
地人给它起的另一个名字，生
活气息倒是挺浓重，但也透着
些实惠的功利。

梁父山虽然不高，爬起来
却并不轻松。山前高坡上，长着
几棵散落的桃树，粉红的花开
得正旺，装点着小山的寂寞。一
株刚刚开花的地黄，从石头缝
里努力钻出来，展示着它毛茸
茸的喇叭形花朵，闪着朴质的
紫黄色。栗子树刚刚发芽，泛着
娇嫩的绿色，悄悄探视着外面
的世界。

山上裸露着几块巨大的岩
石，从它北边经过时，看到其中
一块石头上刻着几行类似金文
的字体，有篆意，也有岩画的意
味。出人意料的是，在那些为数
不多的字中，有人竟找到了自
己的名字，看来还真是缘分不
浅。

梁父山顶那处1400多年前的
北齐摩崖石刻久负盛名，其内容
为节选的《般若波罗蜜经》。据
称，该石刻书法价值甚高，堪与
泰山经石峪、邹城四山摩崖石刻
齐名。在李清照丈夫赵明诚的

《金石录》中，就收有它。
然而，我们到山顶以后，远

远近近、前后左右寻找了半天，
有的人都快跑到别的山头上去
了，也没发现它的影子。心想也
许早已移往他处，几个人只好
带着遗憾和疑问下了山。

当我们来到山脚下那家农
家乐时，刚一开口询问，店主人
的回答让我们懊悔不迭。原来，
摩崖石刻就在山顶朝南的那块
大石头上，而我们却一直主观
地以为，它像泰山经石峪和邹
城四山摩崖石刻一样，是平铺
着刻在山体之上的。

临别前，在光化寺，我无意
间抬头，透过一片灿烂的桃花，
正好能看见梁父山的远景，它
安静、沉稳，默默无语，在天空
下独坐，周边群峰环绕。

不一定什么时候，我还会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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