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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瓶儿泡螺 关于茉莉花茶的制作，原来我想得很简单，就是把盛开
的茉莉花摘下晾干后，放到同样也是已经炒制好的茶叶中，
两者混在一起搅和一下，就是完整的香气扑人的茉莉花茶
了。照着这样的思路，我开始尝试制作茉莉花茶，首先是在马
路边的一个花摊，用五块钱买了一株很小的茉莉花，放在家
里精心调养。不到半年，茉莉花就开了，满屋子的茉莉花香，
非常好闻。就像那首著名的《茉莉花》唱的那样：好一朵美丽
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当然，我没有
将其摘下来送给别人家，而是等花落之后晾干放到茶叶罐
里，亲手制作香气迷人的茉莉花茶。但是，第二天再打开茶叶
罐时，不仅没有了开在枝上时的那股香味，而且花朵也变得
枯萎凋敝，全没了又香又白的娇嫩。这才发现看似平常的茉
莉花茶，并非如此合成，其中的技术与奥秘还是相当讲究的。

茉莉花茶主要的产地在福建的福州、广西的横县、江苏
的苏州。采用干燥的茶叶(茶坯)与含苞待放的茉莉鲜花混合
窨制而成。窨制的工序是从窨花拼合开始，然后经过通花、起
花、复火、提花，最后是匀堆装箱，茉莉花茶制作完成。茉莉花
茶分特等和一等二等三等，特等用的是名茶做茶坯，上等的
茉莉花与之拼合。现在市面上已经不大常见的如茉莉大白
毫、天山银毫、茉莉苏萌毫，都属茉莉花茶中的极品，香气鲜
浓，久留不去，平和味醇。

其实，大名鼎鼎的茉莉花茶只是我国众多花茶类中的
一种，是产量最多的花茶。茉莉花茶之外还有很多种花茶，其
基本制作工艺与茉莉花茶一样，将茶叶与香花混搭窨制，使
茶叶吸收花香而成的香茶，过去被叫做熏花茶，也有叫做香

片茶的。花茶在制作过程中，茶叶吸收了花香，既有了茶味也
有了花香。福建、江苏、浙江、四川，以及湖南、广东、广西、安
徽，都是熏花茶的主产地。茉莉花茶量大名盛，还有菊花茶、
荷花茶、珠兰花茶、柚子花茶、玫瑰花茶、木兰花茶。北方人，
尤其是山东、北京的茶客喜欢喝茉莉花茶，两地成为福建茉
莉花茶的主销区。受其影响，山东也出现了具有自己的地域
特色的花茶，如平阴因盛产玫瑰，玫瑰花茶应声面世，过去的
掖县现在的莱州因月季花闻名，月季花茶也是此地的特产。
此外还有临沂地区的牛蒡茶、泰山的灵芝茶、崂山的竹叶茶、
沂蒙山区的槐花茶以及近些年兴起的秋葵茶，具有鲜明的
山东地域特点，这些被称作“茶外茶”的“茶”可做饮品，也是
上好的保健饮料，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从有茶开始，茶的内涵就没有限制其外在形式的扩展，
喝酒也被叫做吃酒，吃酒有肴，我们常说炒个菜喝一杯。喝茶
同样也被叫做吃茶，吃茶有料，一盘瓜子，一盘点心，边吃边
喝边聊，口不干舌不燥，精气神全在。英国人把中国人的这种
吃茶法拿过去，起了一个洋名：“下午茶”，其实完全是中国茶
道与茶艺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的发扬光大。我去英国的
时候朋友推荐一定要去剑桥和牛津，那是真大学，再一个就
是喝一次下午茶。剑桥和牛津去了，下午茶就算了，可想而
知，下午茶不就是下午三两点的时候，找个空闲的地方坐下
来，冲一壶红茶，来一两种点心，润润干渴的嗓子，填一下肚
子。咱也知道这是一段惬意无限的美妙时光，有茶有点心也
有地场，缺的就是这空与闲。
在日本现行的茶道中，茶与花是不可分割的连体艺术，

插花艺术与茶道诞生的时间大体都在15世纪。传说当时一些
佛门高僧，出于对一切众生一视同仁的博爱，收集了被风吹
雨打散落在地的残花，放在一些盛水的瓶子之中，日本的花
道由此诞生，尔后应运而生的是“花道家”，一直持续至今。有
茶的地方必有花，有花的场所才适合喝茶论道，这也是我们
看到日本茶室的基本陈设。窗外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小溪潺
潺，屋内花团锦簇，插花艺术飞扬，一个茶室被装点得青春荡
漾，人如花灿。
话还是要说回来，其实中国茶道同样伴着花道一起兴

盛，寺院高僧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诵经打坐，然后事茶弄花，修
身养性。明代僧人得祥有这样一首诗：池边木笔花新吐，窗外
芭蕉叶未齐。正是欲书三无偈，煮茶香过竹林西。

找不到这位僧人生卒年月的记录，但是他的寥寥几笔，
简单数语，却把茶道与花艺刻写于此，载入史册，成为中国

“两道”艺术引领时尚潮流的佐证。
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是一部旷世奇书，他生活的年代

的文化元素书中应有尽有，茶文化必不可少，与之相应的花
道更是被提升到人间极致。黛玉葬花的那段，哭死了多少人，
了断了多少人间情丝，随花漂走了多少卿卿我我和那些一
万年也理不清的恩恩怨怨。人与花如泣如诉，花与人惺惺相
惜，此时已不仅是茶道与花道，还有说不尽的世道与人
道……

最早说到“花茶”这个概念的人是明朝的朱权，他在《茶
谱》一书中列《熏香茶法》章节，将花茶的制作、功效一一列
举，开花茶著述之先河。朱权的同代人钱椿年也写了一本《茶
谱》，其中的《制茶诸法》专讲香茶(花茶)的制作工艺，比朱权
更加细致，更具操作性。钱椿年还提到了几种花茶品种，如橙
茶，估计是橙子与茶叶的混合，还有莲花茶、木樨花茶等。尽
管钱椿年十分详尽地叙说了香茶(花茶)的制作和品类，但是，
这位仁兄却极力主张饮茶时“不宜以珍果、香草杂之”，因为
这样会夺其“真香”。可见，各类香茶(花茶)虽然“古已有之”，
而真正的饮茶之人还是主张“凡饮佳茶，去国方觉清绝，杂之
则无辨矣”，还是喝纯茶更好。
在山东的不少地方还有些老人保持着喝茉莉花茶的习

惯，胶南一带则有喝竹兰
花茶的传统。但随着喝茶
养生保健理念的大兴，更
多的人青睐绿茶、红茶，其
实喝茶如吃饭，豆腐白菜
各有所爱，爱哪口就喝那
口，没有尊贵卑贱之分。

发送李瓶儿丧事才毕，西门庆同了应
伯爵、温秀才在家赏雪的时候，窑姐郑月
儿着人送了两样儿茶食来：一盒果馅顶皮
酥，一盒酥油泡螺。应伯爵先捏了一个放
在口内，又捏了一个递与温秀才：老先儿，
你也尝尝！吃了牙老重生，抽胎换骨，眼见
稀奇物，胜活十年人。温秀才呷在口内，入
口而化，说：此物出于西域，非人间可有，
沃肺融心，实上方之佳味。

酥油泡螺端的是何尤物，令这两块吃
货如此盛称不已？——— 上头纹溜就像螺蛳
儿一般，却是粉红、纯白两样儿,上面都沾
着些飞金。——— 拣它不难，只要拿的着禁
节儿便好。——— 西门庆一见，便道：我见此
物，不免又使我伤心，惟有死了的六娘她
会拣。她没了，如今家中谁会弄它！可一旦
听了应伯爵“我愁什么，死了一个会拣泡
螺的女儿孝顺我，如今又钻出个女儿会拣
了。偏你也会寻，寻的多是妙人儿”的话，
他便登时笑得两眼没缝儿了。嘿！笔力老
辣，真个入木凿石一般，把人写活了。

可这酥油泡螺到底是啥物事，还是让
人捉摸不透。一日，闲翻《陶庵梦忆》，忽见

“乳酪”一节，乃大喜——— 余自豢一牛，夜
取乳置盆盎，比晓，乳花簇起尺许，用铜铛
煮之，瀹兰雪汁，乳斤和汁四瓯，百沸之。
玉液珠胶，雪腴霜腻，吹气胜兰，沁入肺
腑，自是天供。——— 这个张宗子真是太牛
了，为了吃上纯正的奶酪，竟然自己养牛，
自己熬制，别人的酥油茶是红茶熬制，他

竟异想天开用兰雪绿茶来炮制。文化人的
嘴，就是刁。

且慢，继续看来——— 而苏州过小拙和
以蔗浆霜，熬之、滤之、钻之、掇之、印之，
为带骨鲍螺，天下称至味。其制法秘甚，锁
密房，以纸封固，虽父子不轻传之。——— 鲍
螺，泡螺，实是一物。噢，原来泡螺就是奶
酪呀。看吧，先是熬，次是滤，再是搅，然后
入模，之后成型，最后钤花，工艺竟是如此
之繁琐。前边小说里提到的，粉红、纯白两
样儿，想来，粉红者是添益了什么着色的
材料，纯白者就是一任本色的吧。

好个酥油泡螺！怪不得
笑笑生也语焉不详，实在是
制法秘甚，虽父子不轻传之
啊。怪不得，也只有给梁中
书、花太监做过二奶的李瓶
儿才会“拣”。怪不得，也只
有夜总会的头牌韩月儿才
会“拣”。怪不得，一听应花
子的奉承恭维，西门大官人
就笑得两眼没缝儿了呢。怪
不得，怪不得。啧啧。

整部书中，有且只有一
次，写到过李瓶儿拣泡螺，
便是李瓶儿生了官哥儿，西
门庆当上提刑所的副千户，
西门府上生子升官开宴吃
喜酒的那一回。表面上看，
李瓶儿宠爱殊盛，正处人生

的鼎盛之期，殊不知明枪暗箭亦渐次猬集
一身，已成众矢之的。潘金莲和吴月娘拿
官哥儿玩推手，表面似轻描淡写，内里却
暗藏杀机，实在是凶险非常———

那潘金莲笑嘻嘻看孩子说道：“‘大妈
妈，你做什么哩？’你说，‘小大官儿来寻俺
妈妈来了。’”月娘忽然抬头看见，说道：

“五姐，你说的什么话？早是他妈妈没在跟
前，这早晚平白抱出他来做什么？举的恁
高，只怕唬着他。他妈妈在屋里忙着手
哩。”便叫道：“李大姐你出来，你家儿子寻
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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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母亲一点疼爱
【空巢里的孝心故事】

□侯桂珍

去年老人节我的一篇感恩征文获头
等奖，奖金到手的那一刻我心大悦：一个
家庭主妇终可以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来孝
敬一下母亲了。我立马走进一家大药房，
给母亲买了足浴盆和泡脚药。我将盆和药
送到母亲那里，并住了三天，每晚给母亲
洗脚，母亲知足。但当我再打电话鼓励她
坚持泡脚时，她说头晕，不泡就好了。我疑
惑：明明是对症买药，怎会头晕呢？

我不知该为母亲做点什么，再去之前
总问她缺什么，她干脆地说：“我什么都不
缺，就缺你！”

2009年秋81岁的父亲去世后，一向铁
人般的母亲不久就脑供血不足，成了在外
地的我无比的牵挂。在我每周一两次的电
话中母女拉到无话可拉。有时刚问候过
她，我故意拿腔捏调给她脑筋急转弯：“老
妈妈，猜猜我是谁？”电话中就传来母亲的
嬉笑声：“猜猜你是谁啊？你是——— 小鳖羔
子！”一句骂人的话，从字面上分析不雅观，
可从母亲口中“骂”出，却让人感到那么亲
切：有娘的孩子到多大都是孩子，都有心
灵的依靠！

看着自己已长成英俊少年的儿子，有
两次我特别想抱抱他，可我只摸摸他的

头，正处于叛逆期的儿子就嫌我弄乱了他
的发型，作为母亲我无比失落。由此我想
我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当我长大并离开
她时，她也一定有想抱我的念头吧。有一
次她就对我说：“你小时候都是奶奶看着
你，我黑白地忙，从小我没大抱过你。”从此
每与母亲见面我都给她一个满怀的拥抱，
开始母亲总怕痒似的左躲右闪：“哎吆歪，
你看看……”渐渐地她迎上来，再不怕痒。
母女享受着彼此的关爱。
今年清明节前我回母亲那里，打算给

她洗洗头，她说：“你姐刚给我洗了没几天。
你给我洗洗脚铰铰趾甲就行，我叫她给我
铰她说不戴镜子不敢铰。”母亲从不求人，
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孩子。当她第一次给我
提要求的时候，肯定是不提不行了。我愉
快地应着。下午坐在院里的阳光下，履行
计划。因母亲是小放脚，她自己都嫌丑，以
前甚至都不让我给她洗。

母亲有三个灰趾甲，以前为她洗脚时
曾担心传染，但拿出母亲可以为孩子而舍
命的精神来，即使传染上又怎样？母亲的
趾甲的确太长了，尤其踩在下面的小脚趾
和无名脚趾。母亲大约是怕我嫌脏嫌烦，
对我说：“你奶奶六十三岁我就开始给她

洗脚铰趾甲，一直到她七十三岁‘老哒’了。
我今年都八十六了(虚岁)。现在是穿着棉
裤，过两天换下棉裤来就好了。”我说：“以
前光知道洗，怎么没想起来剪剪呢？以后
每来一回就剪一回！”

母亲本爱干净，更是自力更生的人。
可母亲又面露难色地说：“你买的大盆是
好，可我端不动了呀。”我心立刻有一种悲
凉感：我怎么又没想到呢？母亲身高本不
足一米五，何况已是耄耋之年的有病之
人？

曾经，母亲对奶奶的孝顺是出了名
的，当年母亲为给奶奶掏大便，硬把自己
的鼻子熏坏了，几十年什么味都闻不着，
却从无怨言。在孝顺这方面我不如母亲。

但愿在今后的岁月里，能让母亲享受
到来自女儿贴身贴心的照顾和疼爱，因为
有母亲可以照顾和疼爱是一大幸福……

日照海滨游茶园【行走齐鲁】

□朱文兴

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们来到日照
国家森林公园南侧的海边，穿过一片松
林，一个山峦起伏郁郁葱葱的茶园就在
眼前，这是御海湾。沿着林荫小道步入茶
园，顿觉心旷神怡，仿佛进入了一个人间
仙境。这里背靠青山，面向大海；茶园周
围，松竹环绕；阵阵海风，在一垅垅茶树
枝头拂过，松香、草香扑鼻而来。茶园边
的小树林中有一个小亭子，里面有石凳
石桌，亭子周围是一片青翠的竹林。主人
请我们落座后，用玻璃杯给每人泡了一
杯茶园自产的绿茶，碧绿的茶水，散发出
醇厚的清香，茶未喝，心先醉，御海湾风
光旖旎迷人，茶香沁人心脾。

日照自然环境得天独厚。这里处于
东经118度至119度、北纬35度至36度之间
的鲁东南地区，北有五莲山脉挡寒风，西
有沂山蒙山做屏障，南面毗邻连云港，东
面濒临黄海，属于北温带湿润季风气候。
地形以丘陵为主，光照充足，雨量充沛，
气候润泽，年降水量达到900毫米，南北气
候的优势兼有，是北方中的南方，南方中
的北方。由于昼夜温差大，茶叶生长期内
每天大约有长达14小时的光照，特别有利
于茶叶内营养物质的蓄积，加上境内丘陵
土壤属黄棕壤，有机质和微量元素的含量
丰富，因而日照茶园的茶树叶片特别肥
厚，制成绿茶后有香浓耐泡、养分丰富的
特点。日照因而与日本静冈、韩国宝城并
称为世界三大著名海岸绿茶的产地。

其实，日照种茶产茶的历史并不长。
过去，我国的茶叶都产自南方，唐代陆羽
著的《茶经》在开篇就有“茶者，南方之嘉
木也”的记述。日照有嘉木，不过半个世
纪。1959年，山东烟酒糖茶公司与林业部
门联手，开始实施“南茶北引”工程，克服
了霜冻、栽培、管理等方面的种种困难，
日照于1966年引种茶树成功，如今茶园面
积已经达到20万亩，占到山东省的“半壁
江山”，茶叶产量在全省“三分天下有其
二”，享有“北方第一茶”之美誉。

又是一天下午，我们乘车经过弯弯
曲曲的山路，来到了位于日照南部岚山区
的一个茶园。这里轻雾缭绕，山峦叠翠，进
入茶园犹如进入世外桃源。王先生告诉我
们，这是浏园。漫步茶园，只见一片片茶树
的周围，有黑松、白皮松、侧柏、竹子和桂
花树、百日红做间隔，形成了一层层防风
固土的绿色屏障和完善的生态系统。阳光
下，一团团百日红昂首怒放，形成万绿丛
中一点红的景观。夹着松香草香的山风徐
徐吹来，空气润泽清新，浑身顿觉凉爽。

进入茶室，主人用大玻璃杯给我们
每个人泡了一杯绿茶。我惊奇地发现，茶
叶经开水一泡，全部绽放为一个个青芽，
沉到杯底，茶尖直立，整齐划一，每个茶
尖下面只有一片小嫩叶，叶片肥厚，茶水
碧绿，醇厚的栗香在茶室弥漫，我忍不住
端杯品茗，新鲜爽口。友人告诉我，这茶
叫浏园春，是头茬春茶中的的上品。茶之

所以好看好喝，从种植、采摘、炒制到沏
泡，是下了一系列工夫的。茶树使用的全
是腐熟的牲畜粪便、烂黄豆和芝麻油渣
等有机肥，主要应用生物技术和物理措
施防治病虫害；采摘之精细，也是我闻所
未闻的：只采一芽一叶或一芽两叶的初
绽叶芽，紫芽、病芽、雨水叶和露水叶一
概不采；按统一规格采摘，每个茶芽的长
短尺寸都整齐划一。这样采摘的春芽，4

万个才能炒制成1斤绿茶。一个采茶工，
一天能采3万多个茶芽，制成茶叶不到1

斤。绿茶好喝采摘难，进了茶园，我才恍
然大悟，原来采茶是很辛苦的，不像电视
画面上展示的那么潇洒浪漫。

在我印象中，炒茶是一口锅一个人，
人工炒制的才好喝。游了日照的茶园，才
知道茶园几乎都有现代化的茶叶加工
厂，制作工艺都很讲究，从加温“杀青”，
到揉捻，再到做型、烘炒、提香，整个工艺
流程，游人都可以在观光长廊透过大玻
璃尽收眼底，既看得清清楚楚，又确保了
茶叶生产过程的清洁。不少茶园还办“茶
家乐”，一家老少，三五好友，在茶园住下
来，呼吸新鲜空气，饱览迷人山色，体验
采茶快乐，观看制茶过程，品海岸绿茶的
独特滋味，还可品尝用青茶芽和茶叶制
作的茶食品，享受茶叶宴的独特风味。

没想到，到日照海滨看茶园，不仅
能避暑品绿茶，还能品文化，欣赏城里
人最心仪的田园风光。

【问茶齐鲁之四十二】

一株茉莉花
□许志杰

【金瓶小札】

□祁白水/文 老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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