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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走进莱芜——— 更准确地说是莱
城，一缕缕清凉的气息就扑面而来。我心
里清楚，夏日的这份清凉是来自大山的，
是来自森林的，是来自绿色的。面对这份
难得的清凉，这含翠欲滴的绿，我想到旅
游，想到美好。是啊，人们借着一个个的由
头，总习惯到远方寻觅风景。可寻来觅去，
当静下心来的时候才会发现，其实好的风
景并不在远方，它就在你的身边。

莱城的四周几乎全是山，是大山滋养
了一方百姓。徜徉在莲花山深处的绿海
里，高庄就成了连绵群山里的一个亮点，
是一个美妙绝伦的符号。沿弯曲而又平整
的山路西行，当进入一个纵深不及的峡谷
时，突然发现在路的左侧立有一块大大的
牌子——— 齐鲁干烘。又走不远，前面豁然
开朗，四面环山，一面临水，绿海如潮，可
谓钟灵毓秀、天造地设也，若不是上天格
外垂青，是不会有这样的效果的。是啊，当
你走进这方宝地还会发现，它不仅风景如
画，真正称之瑰宝的是这里藏在深闺中的
茶园了。这里就是高纬度北方茶的产地。
由于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加之大山的
滋养，产出的茶叶叶厚，耐冲，口感好，矿
物质含量高。当然，对一般人来说，最富有
吸引力的还是已初具规模的集采茶、观
光、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旅游项目了。

我们一行来到时，已近中午时分，太
阳高悬在天上，洒下灿烂的光芒。郁郁葱
葱的茶树在阳光的照耀下诗意般地匍匐
在大地上，绿得安详、绿得清澈。说实话，
年过五十的我虽然茶喝得不少，但与茶树
茶园亲密接触这还是第一次，激动之情难
以言表。再者，在我固有的印象里，种茶总
是与江南捆绑在一起，茶是南国特有的植
物——— 好奇心也陡然而生。

走进茶园，茶树一棵棵一行行一片片
高低错落铺展开来，打眼望去，极似城里

路旁的冬青，只是没有冬青修整得那般整
齐，更多了自由生长的野趣。那些蓬勃向
上的叶儿，大的小的宽的窄的厚的薄的挨
挨挤挤、勾肩搭背闹在一起，从远处看去
几乎是一个整体，近观又各有各的特点和
表情。但无论怎么变化，它们共同的特性
那就是绿了，是通身的绿，绿得肆无忌惮。

就在一行行一簇簇茶树的头顶，架设
着一个个黑色的淋浴头，细密的水雾从上
面洒下来，像雾像雨又像风，更似南方雨
后的山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脑子
里立即蹦出了这句话。农业文明敞开胸襟
拥抱工业文明，或者说工业文明去亲吻农
业文明，经济社会发展才能插上飞翔的翅
膀。茶园吕老板说：“越嫩的叶越值钱，3万
个嫩芽才能成茶1斤。”“噢！”我惊叹道。是
啊，多少棵茶树上才能采下3万个嫩芽呀，
甘苦自在其中。
几个妇女正在田间采茶，她们先从嫩

叶采起，然后由里及表地层层向外扩展
着，她们的手快得如同母鸡啄米，又稳又
准又轻巧。

我环顾四周，巍巍青山似在向种茶人
致意。那几个打伞遮阳的男男女女的同
伴，不知是否看到青山的妩媚。其中一位
太太手臂上还套着防晒的黑色袖套。“城
里不知季节变幻，不知季节已变幻。”可能
就指的这帮人吧。但愿此行能改变他们

“面包来自商店而不是来自土地”的观念。
“请问，我们这里的茶叶为什么叫干

烘呢？”同行的王先生问。
“干烘属发酵茶，滋味醇厚，耐冲耐

泡，解渴提神，健胃消食，具有红茶与黄茶
的品质特点。”吕老板回答道，“干烘茶历
史悠久，自明代由安徽传入，被列为山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用木炭经初烘、复
烘、足火、拉老火等多道工序烘焙制成，所
以就习惯叫它干烘了。”边走边聊边看，我
们频频点头。

伴随着一阵清风，我们来到一棵有着
百年树龄的核桃树下，巨大的树冠犹如一
个硕大的遮阳伞，把几十号人一下揽入自
己的怀里，树叶泛着碧绿的光芒，枣儿般
大小的核桃满树皆是，正探头探脑地冲我
们做着鬼脸。与树木对视着，完全融入了
自然之中。木桌、板凳、马扎，让我们安坐
下来，服务生很快就用透明的玻璃杯把茶
沏好端上，哇，青绿青绿的叶儿在水里舒
展着身姿，上下飘动，像一条条游走的鱼。
望着茶叶那柔美的倩影，多半是只观而不
忍喝下。是的，美丽是令人惋惜的，更是可
以征服一切的。可以说，这是我有生以来
见过的最青最绿的茶了。

喝还是要喝的。轻轻地呷一口茶水，
细细品来，缕缕清香从鼻孔沁入肺腑，又
从内心深处反涌上来，那个涩，那个甜，那
个爽……真可谓回味无穷也。此时此刻，
我被眼前情景交融的画面打动着，突然不
知从哪里迸出灵感，大声喊道：“莱芜有茶
园，何必下江南！”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从来不吃
馅里放有葱花的饺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那里
的生活还非常贫穷。由于我家劳力
少，从生产队里分得的粮食要比其
他人家少得多，生活很是困难。饺
子是庄户人家的好饭食，记忆中，
只有到了冬天下来大白菜时，才能
吃上几回饺子。那时，白菜馅里唯
一的佐料就是葱花，可是我却从来
不吃馅子里放有葱花的饺子。没办
法，母亲就在剁好的白菜馅里先不
放葱花，等包上二三十个，看看够
我吃一顿的了，再将切碎的葱花拌
在馅子里。下饺子时，也是先将馅
子里没有放葱花的饺子单独下，煮
熟捞出后，再下馅子里有葱花的。
日子穷，用来烧火的柴禾也是一根
一根数着烧。后来，母亲又想出了
一个办法，在包饺子时，先是把馅
子里没放葱花的饺子的两个角捏
在一起，这样做成的饺子就变成圆
圆的了。如此一来，圆圆的饺子和
有葱花的饺子在锅里一起下，也不
至于吃混了。

后来，两个姐姐也能帮母亲包
饺子了，就学着母亲的样子给我包
圆圆饺子。可是，有一次，二姐竟偷
偷地用有葱花的馅子给我包了一
个圆圆的。饺子煮熟后，一家人都
坐下来吃，谁知道，我第一个就吃
到了那个放有葱花的圆圆饺子，我
一下子呕吐不已。那顿饭我再也没
有吃一个饺子。为了惩罚二姐，父
亲让她背着我到村西头的小店铺
里买了两块用花纸包着的糖。因为
我的哭闹，我还有了一次逃学的理
由，和已辍学的几个小伙伴疯玩了
一下午。

初中毕业以后，我去了泰安师
范学校读书。那时，已经开始实行
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的生活条件
好了许多。可是，因为远离家乡，就
难得吃上母亲和姐姐为我包的圆
圆饺子了。每周星期五的晚饭，学
校食堂给每个学生发两个大蒸包，
而食堂里的师傅是不会因为我而
不在馅子里放葱花的，而且他们压
根儿也不会相信，天底下会有不吃
这玩意儿的人。这样，每到星期五
吃晚饭时，同学们都在津津有味地
吃大蒸包，我却一个人躲在宿舍里
啃凉馒头。那时候，我就会想起一
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饺子的情形，禁
不住潸然泪下。后来，班级的生活
委员发现了这件事，就告诉了班主
任，班主任就去找食堂的师傅商
量。从那以后，每到星期五的下午，
食堂的师傅在包大包子时，就先给
我包出两个馅子里没拌上葱花的
大包子。他们也是将大包子的两个
角捏在一起，包完了，再将葱花拌
进馅子里。这样，一直到我毕业。

那年元旦我结婚了。婚后不久
的一天，我下班回家，看见桌子上
放着两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其中一
盘是圆圆饺子。我这才忽然想起，
我从没有和妻子说起我不吃馅子
里有葱花的饺子这件事。问妻子，
她说，母亲在我俩结婚的前几天，
就已经告诉她了。

圆圆饺子
□刘恒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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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沈从文先生在
1956年10月于济南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信。

1956年10月9日下午2时，沈从文和余
庠来到位于大明湖畔的山东省图书馆，拜
访了当时的副馆长宋景周，“一半时间是
在藏书四十万卷的库房消耗的。看到许多

《大藏经》。”
“我忘了说图书馆的书架，真是一种

奇观！高过二丈，一列列和无线电什么器
上的片片一样，两架之中窄窄的一条甬
道，我只担心会倒骨牌似的一齐倒下。我
想看看明《大藏经》，他们正当成无用之物
搁在书架顶头，一个手足矫健(的)女同志
于是爬梯子上去取书，到了顶上时，我们
在下边仰头望着，令人担心，比看杂技中
的‘缘杆’还要不安。因为实在太高，简直
是一种表演。这些工作的同志，在库房中
书库中工作一年半载后，大致每人都可以
在什么会上报名参与表演爬高绝技了。至
少是业余什么会时，这么表演是十分动人
的。到她平安无事下来时，我才放心。”

于先生幽默、诙谐的文笔中，我想到
了二十年前自己与古籍打交道的日子。山
东省图书馆建于清宣统元年，馆址称“遐
园”，与宁波“天一阁”并称双峙，有“南阁
北园”之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聊城杨氏“海源
阁”藏书散出，由蔡元培建议，山东省教育
厅何思源厅长主持兴建新的藏书楼，前后
用款六万余银元，于1936年12月落成使用。
楼体呈“山”字形，占地二亩六分四厘，红
砖砌墙，其黑色木制大门当年由德国汉堡
码头运至天津港，又用牛车从天津运达济
南，耗时3个月。

以奎星主鲁，虚星主齐，“奎虚”意指
齐鲁分野，遂取名“奎虚书藏”，由著名藏
书家傅增湘署榜。

从沈先生说的书架高度、密度、藏书
数量，可以断定这是“奎虚书藏”，一楼最
大的古籍书库。

此书库350平方米，长27米，宽13米，高
3 .8米，正位于“山”字的中间一竖位置。从
大门进去，木质书架分列左右，各有十三

四排，每个书架其实是由两个四层书架上
下接在一起构成，书架层高约40厘米，书
架搁板在5厘米以上，虽敦壮结实，但因上
达房顶，加之书架间缝隙太小，故沈先生
感觉高过二丈(约6米以上)，并感觉要“一
齐倒下”。

库内藏书约40万册，其中就有两部
《大藏经》(一部南藏，一部北藏)和散册约
17000册。因阅读的人少，故置于书库最后
一排书架上，并非被工作人员“当成无用之
物”，沈先生要看的书恰恰置于最顶层，而
这“惊险”一幕又被他形象地记录了下来。

看到沈先生说那位女同志——— 我的
前辈“爬梯子上去取书”，我真是羡煞，因
为在我工作时，根本没有什么梯子，我们
完全是“徒手攀援”，那叫一个“技术”：左
脚踩在一层木架上(书架很宽，留有放脚
的位置)，右脚踩到对面书架的一层木架
上，左脚上一层，右脚上一层，轮番上行。

等到上了最高处，如果发现所取的书
不在自己能触及的范围，只得一手攀架，
小心在空中行走，真是手心放汗，两股战
战，更不敢下视，胯下就是那条“甬道”，随
时有摔下的危险。

我曾经无数次想到自己一头栽下来
的惨状，也曾一度设想要在身上捆上绳子
以做保护，但终究没有实施，更不奢望像
沈先生说的一年半载后参加爬高表演什
么的了。

尽管此楼在建后的半个世纪之内，一
直是山东省图书馆藏书及阅览的主体建
筑，冬暖夏凉亦使古籍基本保持恒温，但
因濒临大明湖，湿度较大。

犹忆每年春天，在连续晴好的天气
里，打开书库尘封一年的所有窗户通风，
为保证安全，我们会搬上凳子，五步一岗
地坐在书库周围，轮流当值，体验着从书
库中散出的阴凉之气和书库外温暖阳光
的交织。

老式的除湿机不辞辛苦地工作着，每
到下班时，我们都会从书库中提出一桶
水，水泥地面沁出的水珠常常会让我十分
小心，以免滑倒。

记忆犹新的是，放置在书库外的电闸
因线路老化突然打火，令人心生惶恐，而
冬天暖气打压时管道的点滴渗水，让我们
断然关掉所有书库的暖气阀门。

曾经管理过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善本
古籍的卢锦堂说过：“我们时刻提着脑袋
在办事。”的确，水火无情，管理严格的双
人双锁又怎能保证古籍的无虞？

自1994年起，山东省图书馆的古籍就
和工作人员一起翘首以盼新的馆舍。2003
年底，70多万册古籍全部搬迁新馆，新书
橱，新装具，气体灭火系统，通风除湿系
统，火灾报警系统，水灾报警系统，空调，
空气净化器，温湿度监测仪……硬件的改
善，以及一系列严格的管理制度、应急预
案，加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山东
省图书馆的古籍生存环境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改善，齐鲁典籍受到了空前的关爱。

今天，回头想想那些曾经的艰辛，那
些曾经和我一起奋斗在搬迁第一线的同
事们，他们，有的远走异乡，有的已到天国。

那两个一米八多的男孩子，一个站在
高高的书架上，伸手可触房顶，一个站在
地面，脚尖一踮，就可接到上面俯身递来
的书籍，两人一搭，完成了原本需要三人
传递才能完成的书籍下架工作，而我，则
往返奔跑于书箱和他们之间。

那些灰尘满面的日子，那些腰酸背痛
的日子，那些苦中有乐的日子，至今想来，
犹在眼前。然而，物是人非，古籍依旧在，
伊人已离去。

纸寿千年，人无百岁，为沈从文先生
取书的前辈已经作古，而被数代人守护的
这些瑰宝，却依然满含深情地注视着我，
一如它们入驻本馆时深情注视着我的先
辈一样。它们或许心存感动，感动因图书
馆的保护而让它们得以续命，感动因读书
人的发掘而让他们焕发青春。

而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古籍管理工作
者，默默守护着它们，无非就是希望这些
瑰宝能够得到人们的阅读、诠释，真正发
挥它们的价值，就像习总书记所希望的那
样：“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唐桂艳

【吉光片羽】 书卷多情似故人
——— 由沈从文先生的一封信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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