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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既是艺术品，又是人们的精神寄托，还是对
养生健身具有明显效果的滋补品。怎样喝茶喝什
么品种的茶才是最有养生效果的，历来说法不
一，人们由此创造出来的方式方法也是五花八
门。春节时朋友送了一罐墨金黑茶，说是英国皇
室下午茶，号称百年制茶工艺、世界发酵茶典
范。以前曾经喝过印度茶、泰国茶、斯里兰卡茶、巴
西茶、日本茶以及所谓的英国下午茶、肯尼亚红
茶，这种来自孟加拉的墨金黑茶，还是第一次品
尝。该茶形状如微小黑珍珠，均匀洒脱，看上去是
有些与众不同的。首次喝它，摸不着头脑，就用
平时沏普洱茶的那盏紫砂小壶，放茶20多粒，开
水冲洗之后焖茶五分钟，直接倒茶品尝。茶色呈
浅黄色，透明吸色，喝到嘴里不冲不涩，绵软和
味。这个茶是有自己的特点，就是不太禁泡，两
壶下去尽显苍白，茶味随风而去。我知道这是放
茶少的缘故，多点茶粒就会改观。

翻了下随茶而来的一本小册子，其历史篇中
有如此介绍：1783年，英国人墨金斯在孟加拉锡
莱特植物园区，研究出新的茶品种，并掌握了全
发酵茶(颗粒茶)的工艺技术，生产出的茶无须冲
泡，过水即可，醇美无比，被称为墨金黑茶。又
说：时至今日，在英国喝的最好的茶还是来自孟

加拉，一个多世纪没有改变过。这都是任人去说
的事，在中国这样的茶叶大国、古国，轻易地断
定好茶坏茶，是要冒风险的。实际上，黑茶的炒制
我们早已有之，公元1074年左右的北宋熙宁年间，
已经有了用绿毛茶变黑的做法。黑茶属于后发酵
茶，是制作紧压茶的原料，由于采用的原料粗老，
在加工制作的过程中，堆积发酵的时间较长，叶色
大都是暗褐色，这是黑茶名称的由来。紧压茶主要
销往边陲地区供应少数民族，所以在中国也叫边
销茶。我到新疆的喀什，就在大巴扎买了一块很大
的茶砖，只要45元人民币，比内地便宜很多。黑
茶的主要品种有湖南的黑茶、四川的边茶、云南
的普洱茶，还有湖北的老青茶。黑茶的产量列在
红茶和绿茶之后，这几年饮用地区不断扩大，已
经超越老少边地区，在香港、台湾以及中国大陆
的东南部发达地区，成为茶中极品。

关于茶叶的很多争执实际是英国人挑起的，
中国和印度的茶史之争是英国人贝尔登挑起的，
他荒唐地把印度的茶史提前了近千年。英国人墨
金斯研制的所谓墨金黑茶，比中国人的黑茶晚了
700年，但在口味、营养成分、存放的标准要求、
饮用的安全性能方面并无二致。在这点上墨金黑
茶在中国的推广者，似乎延续了英国人的不良习
惯。采用无端抬高自己、无理打压他人的手段，
将其他类别的中国茶说得一无是处。在几个关键
的数据上，大肆压制国产茶的两种名茶绿茶和黑
茶的代表普洱茶。如储存时间，墨金黑茶是100年
以上，绿茶是冷藏储存一年，普洱茶是常温存放
15年或更长。再如质量，墨金黑茶对自己的表述
是中国海关严格检验进口，绿茶为小型茶厂生
产、质量不能保证，普洱茶为霉味太浓，阴干发
酵过程养分流失，质量很难保障。安全方面，墨
金黑茶的自我表达是重金属及有害物质检测100%

合格，绿茶则是90%不合格，普洱茶是含有致癌的
黄曲霉素。在茶叶的价值上，墨金黑茶更是“可以
做保值存放，十年墨金茶在一万至两万之间”。绿
茶没有存放价值，普洱茶有收藏价值，但市场很混
乱，无意义。

看了这样的对比区别，是不是该无语了？多少
年以前，中国大地突然兴起一股喝过夜茶之风，一
夜之间，喝过夜茶成了时髦。人人喝天天喝，不喝
的人被挖苦得口干舌燥，失去生命的意义。追风是
国人的一种思维形式，有一种不追风会折本的怪
念。追求灵丹妙药，力保长生不死，或者长命百岁，
是道家留下的文化财富，是一种人生理想。无意批
判隔夜茶，根据医学研究，喝过的茶并非只是一倒
了之，科学合理地应用，是对人体有益处的。隔夜
茶经过一个晚上的再发酵，产生丰富的酸素和氟
素，能阻止毛细管出血，像患口腔炎、湿疹、牙
龈出血、皮肤出血的人，都可以擦拭隔夜茶医
治，见风流泪也可一擦了之。注意啊，隔夜茶的
所有疗效都是通过擦拭产生的，而不是我们理解
的每天早晨把昨晚的剩茶一仰脖喝到肚子里。在
几乎全民都喝过夜茶的疯狂岁月，在隔夜茶被捧
得神乎其神之时，也没有人站出来把其他的茶叶
说得一无是处。中国茶文化博大精神，容纳百
川，绝不会使出损人利己的拙劣手段。凡有此行
为，便是对中国茶文化的背叛和曲解，理应将其

剔除在外。不评价
墨金黑茶之优劣，
但以此攻击贬损中
国茶的行为是卑鄙
的。

位于华东沿海、黄河下
游的山东省，东濒黄海，自北
向南分别与河北、河南、安徽
和江苏接壤。建国以来，随着
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社会经
济发展的需要，其行政区划
和省界也不断发生调整变
化。

新中国成立后，在革命
战争年代形成的行政区划基
础上，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
整和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
建设的需要。对比新旧山东
省行政地图可以看出，当时
的行政区划和今天相比，比
较大的区别有三点：一是徐
州市和连云港市划归山东管
辖达三年之久，二是聊城专
区和菏泽专区曾归平原省管
辖，三是冀鲁边界经常互有
调整。

位于京沪铁路和陇海铁
路交会处的徐州是华东重要
的门户城市和交通枢纽，作
为古华夏九州之一，具有悠
久的历史，自古乃兵家必争
之地，号称“刘邦故里，项羽
故都，彭祖故国”，闻名中外
的淮海战役就是以徐州为中
心展开的。位于黄海之滨的
连云港市古称“海州”，是新
亚欧大陆桥的东方桥头堡。
历史上，徐州和连云港一直
归江苏省管辖。建国之初行
政区划调整时，将徐州及其
周边的沛县、丰县、华山
县、铜北县(今铜山县)和连
云港市的前身新海连市及其
周边的邳县(今邳州市)、赣
榆、东海三县划归山东省管
辖。徐州与济南、青岛、烟
台一起作为四大省辖市之
一，在全省占有重要地位。
沛县、丰县、华山、铜北四县

隶属于当时的滕县专区(后改
为济宁专区)。新海连市、邳
县、赣榆县隶属于当时的临
沂专区。

1952年，根据国内外形势
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国
家对省级行政单位进行了一
次大调整。当年11月25日，政
务院(国务院的前身)批准，将
山东省的徐州市及滕县专区
的沛县、丰县、华山、铜北四
县，临沂专区的新海连市和
邳县、赣榆、东海三县划归江
苏省。尽管如此，徐州和山东
的渊源一直颇深。2008年前，
徐州铁路分局长期归济南铁
路局管辖，大批徐州籍人士
活跃在山东各行各业的重要
岗位上。

作为人口和面积大区的
聊城地区和菏泽地区，历史
上一直归山东省管辖。建国
以前，两地区隶属于冀鲁豫
边区政府，1949年8月20日，平
原省宣告成立，聊城和菏泽
两地区划归平原省。平原省
是以河南省的新乡专区、安
阳专区、濮阳专区和山东省
的聊城、菏泽和湖西专区为
基础成立的，省会新乡市。总
面积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1500万人。省委书记为潘复
生，省人民政府主席为晁哲
甫。潘复生(1908—1980)，山东
文登人，曾在山东省立第一
乡村师范学校学习，后曾任
河南省委书记、黑龙江省委
第一书记。晁哲甫 ( 1 8 94—
1970)，河南清丰人，是著名革
命家和教育家，后曾任山东
省副省长，并于1956年—1958

年兼任山东大学校长。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决

定，撤销平原省和察哈尔省。
将平原省所属的聊城专区及
其聊城、博平、清平、高唐、茌
平、东阿、寿张、阳谷、范县、
濮县、观城、莘县、冠县、堂邑
14县；菏泽专区及其菏泽、郓
城、梁山、定陶、曹县、鄄城、
南旺7县；湖西专区及其单
县、成武、金乡、巨野、嘉祥、
鱼台、复程7县划归山东省，
其余专区划归河南省。次年7

月20日，撤销湖西专区建制，
下辖7县分别划归济宁专区
和菏泽专区。其中，只有菏泽
专区最西面的东明县“留在”
了河南省开封专区。直到十
年后的1963年3月，经国务院
批准，东明县才重新划归山
东省菏泽专区。一年半之后
的1964年9月，又将山东省的
范县、寿张两县划归河南省
安阳专区。

山东省和河北省东起渤
海湾，西至莘县和大名县交
界处，拥有数百公里的边界
线，建国以来，两省行政区划
多有变更。1950年6月，原属河
北省、建国前属山东省渤海
行署沧南专区的“杂技之乡”
吴桥、清末重臣张之洞和当
代著名作家王蒙的故乡南皮
和东光、盐山4县划归山东省
德州专区，而原属山东省德
州专区的夏津、武城、恩县则
划归河北省衡水专区；临清、
馆陶两县及临清镇(县级)划
归河北省邯郸专区。

1952年10月，政务院批
准，原属山东省的吴桥、东
光、盐山、南皮、宁津、庆云6县
划归河北省沧县专区(后改为
沧州专区)，原归山东省、时属
河北省的夏津、武城、恩县划
归山东省德州专区；临清、馆

陶及临清镇(县级)划归聊城
专区。恩县于1956年3月撤销，
其行政区划分别划归平原、
武城、夏津3县。现平原县仍
有恩城镇。

十三年之后，按照方便
管理的原则，鲁冀边界再次
变更。变更基本上是以卫运
河和四女寺减河(即今漳卫新
河)为界，左岸归河北省，右岸
归山东省，二河成为两省的
界河。经国务院批准，1965年3

月，将山东省馆陶县建制连
同所属卫运河左岸的248个自
然村划归河北省，馆陶县其
余地区分别并入临清、冠县
两县(现冠县有北馆陶镇)；将
临清县卫运河左岸的299个自
然村划归河北省新设立的临
西县；将山东省武城县卫运
河左岸的244个自然村划归河
北省故城县；将河北省宁津
县的建制连同所属四女寺减
河右岸的770个自然村划归山
东省，其余区域分别并入河
北省东光、吴桥两县；将河北
省庆云县的建制连同所属四
女寺减河右岸的349个自然村
划归山东省，其余区域并入
河北省盐山县；将山东省无
棣县四女寺减河左岸的51个
自然村划归河北省新设立的
海兴县。

1967年，各专区分别更名
为地区。全省共辖济南、青
岛、淄博、枣庄4个省辖市，德
州、惠民、昌潍、烟台、临沂、
泰安、济宁、菏泽、聊城9个地
区，5个县级市，107个县。此后
的40多年来，山东省与相邻的
冀、豫、皖、苏四省除个别村
庄小范围的边界调整外，再
无大规模变动，基本维持了
现今的行政区划格局。

王婆子开茶坊，用她夫
子自道的话说，就是鬼打
更——— 徒有虚名罢了。媒
婆，才是她真正的职业、赚
钱的手段。为人做牵头、拉
皮条的是久惯牢成的马泊
六，好手段。自那日，西门大
官人被跌落的叉竿打中，被
她觑个正着，便自有一篇老
谱在心。

两日里，西门庆五踅茶
坊，寝不安枕，食不甘味，显
见的要来勾搭潘金莲。王婆
心下窃喜，这刷子渔色！着
啊，老娘便来钓利。钓利之
先，先来钓人。——— 呀，大官
人 方 才 唱 得 好 大一个 肥
喏！——— 且看她是如何引诱
西门庆上套的：

“大官人，吃个梅汤如
何？”语带双关，投石问路。
西门庆是何等样人，敲敲头
顶骨便脚底板响的角色，如
何听不懂这话，即刻心领神
会，顺竿儿就爬上来了：“最
好，多加些酸味儿！干娘，也
与我做对好媒，我自重重谢
你。”

“大官人，吃个合和汤
如何？”合和茶汤，乃新婚夫
妇的仪礼，显然暗示西门
庆，老娘惯能促双成对，谐
和双美，却偏不说破，只拿
茶来说事。西门庆仍是就坡
下驴：“最好，干娘甜多放
些！”之后，王婆数次三番只
顾绕弯子，不接这个茬儿。

“老身看大官人直恁地
有些焦渴，且吃个宽蒸茶如
何？”“宽蒸”谐音“宽身”，看
看是时候了，王婆再次提

醒：“吃了此茶，保管身心俱
宽，你就好罢！”至此，一
步一步，诱“敌”深入，算是
吊足了西门庆的胃口，直到
他许下十两银子的高价，王
婆才答应替他和潘金莲穿
针引线。

钓罢西门钓金莲，王婆
子接着钓人。这老虔婆，首
先抛出来个“潘驴邓小闲”，
给西门庆打预防针，此五件
备也不备？一者叩问他疼惜
钱不疼，二者暗示他慢慢
来——— 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接着，为西门庆安排下十面
挨光计。道是哪十面也？

请潘金莲帮忙裁衣，她
若答应，便有一分光；

定下日子，邀潘金莲到
茶坊裁衣，若来，便有二分
光；

潘金莲裁衣间，若肯请
些酒食点心，便有三分光；

西门庆假装不意来访，
潘金莲见他到来若不起身
离开，便有四分光；

西门庆称许潘金莲的
女红针线，她若肯搭话，便
有五分光；

西门庆费钞请王婆买
办酒菜，为潘金莲浇浇手，
她若应允，便有六分光；

王婆出门办事，请潘金
莲陪侍西门庆少坐，她若愿
同西门庆单独相处，便有七
分光；

西门庆邀潘金莲同桌
而饮，她若肯允，便有八分
光；

王婆假托买酒，有意让
西门庆和潘金莲独处，若潘
金莲还不离开，便有九分光；

最后一分光最关键，成
败在此一举。西门庆先要甜
言蜜语一番，待潘金莲高
兴，故意用袖子将筷子拂落
在地，借拾箸机会，在她的
小脚上捏上一捏，她若不反
对，便有十分光。

此十面挨光计，虽大有
故弄玄虚的嫌疑，为的是炫
耀自己好手段，但也真是滴
水不漏，步步为营，稳打稳
扎，万无一失。果不出所料，
潘金莲最终着了道，西门庆
终于成其好事。王婆贪贿说
风情，看这试探，看这挑逗，
句句直搔痒处，招招诱人入
彀，将死人说活，将活人说
死，足可当得“诲淫”二字，
好手段。

王婆暗自为自己的十
面挨光得计，成功赚取潘金
莲而窃喜，焉知这不正中潘
金莲下怀，她亦因王婆着了
道，自己守株待兔、顺水推
舟之得计而窃喜？想一想，
自打叉竿误中大官人，明明
亦见西门庆临去回了七八
回头，她却一连数日不露
面；再想一想此前，她情急
不择路数调戏二郎武松失
手，情场走了麦城，你能说
这一点道理也没有么？

还是韩羽老夫子看得
准：人言弄猢狲，不知为猢
狲所弄。

【问茶齐鲁之二十七】

过夜茶之风
□许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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