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白泉，说法很多，有人
说那是一片湿地，没有具体地
点，有人说已经没了，被填上土
盖了房子。我也是费了不少劲才
找到的。

1993年我才听说在王舍人有
个泉叫白泉，一开始以为在烈士
山东麓，现在的工业南路以北、
济炼北区宿舍楼一带。因为在盖
楼前那里是一个大湾，路南还有
一个小湾，都是由南部丘陵小山
上流下来的雨水积成的。现在的
加油站位置曾有一片芦苇，里边
有个不知名的泉，原以为这就是
白泉。后来随着城市发展，洼地
没有了，无名泉也无了踪影。

再一次是2000年我专门到
冷水沟、滩头村附近寻找，找到
了一些出水点，但都很小，没太
多说服力。随后几次寻找白泉，
周围能说清楚的很少，我也就灰
了心，把白泉当成了一个传说。

俗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
来全不费工夫。直至去年年底的

一天，同事老臧突然说了一句
“就在梁王村路边”，一下子又撩
动了我寻找它的心思。梁王庄，
不就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
大将檀道济“唱筹量沙”的地方
吗。济南有很多历史遗迹，有时
候近在眼前无人识，我打算前往
一探究竟，顺便看看当年的大土
堆是否还在。

车子从工业北路拐上济钢
和化肥厂之间的钢化路，逢人就
问，陆续有知道的了。穿过裴家
营村——— 也是一个有着历史传
说的村子，远远就看见东北方向
麦田里有高大的土堆，也许是传
说中檀道济退兵的粮堆？绿油油
的麦田里不时有喜鹊飞过，走到
一条路上再往东，看见路边有个
水塘，围了很多人在钓鱼，路边
有个公交车牌子上写着“纸房”。
原来新建的济南东站就在这附
近，可看看路边，不到一米就挖
出水来，又多了几分担心。

在纸房村东一条南北路上，

终于见到了白泉，一个不大的围
栏里，有根竖着的水泥管子，中
间又开了一个水平的出水口，水
从塑料管里流出，足有大半个碗
口粗。不少人来拉水，还有洗车
的，水温大约十几摄氏度。在远
离山地的平地出水，尤其在平原
上，估计不好找了吧。我曾经探
访过汤头，当地人说上世纪七十
年代以前还可以自流，现在主要

靠泵打水了。有人指着路西的一
个院子，说原来的白泉就在那个
房子地底下，前几年钢厂抽水，
后来就填上盖起了房子。

回家上百度搜了一下：“纸
房，位于王舍人庄以北３.５公里，
东邻西梁王庄，西为冷水沟，北
孙家卫。村北有七十二名泉白
泉，以多涌白沙得名。”如此，基
本上就全明白了。

街巷深处，遇见林青霞

君子之交茶为媒

【80后观澜】

□雪樱

寻找白泉【行走济南】

□张志杰

那天外出，回来的时候遇
到大堵车，朋友开车拐进一条
老街巷。停留片刻，我看见晒衣
竿上挂着灌好的腊肠，一群放
了学的孩子们像出笼的小鸟，
在巷子里疯跑。

街巷深处有温情。回来后，
我想起了林青霞。前几天，与一
位朋友聊天，谈起济南的人文
风景，他说，林青霞来过济南，
她写的文章挺有意思。周末两
天，我读了林青霞的随笔集《窗
里窗外》，重温了她邂逅济南这
座城市的情缘。

2006年5月，她的老父亲林
维良在台北医院病逝，生前老
人有个埋藏心底的心愿，想回
家乡走走看看。2007年，林青霞
代替父亲完成心愿，回到山东
老家探亲，途中在济南短暂停
留。也是一个午后，她和朋友去
老城逛逛，无意间，走进一条老
街巷，用她的话说：“终于找到
了我想要找的东西。”“那一条
窄巷子裹的水泥墙上刻着毛笔
写的诗词，因为岁月的洗礼斑
斑驳驳很有味道。一家一家靠
得很紧，巷子中间有一家小院

落，院子里有一口古旧的抽水
井，抽水井连着一根木棍，用两
只手一上一下地压，就可抽出
水来。”巷子，院落，古井，这三
个词语，叩开了她的心门，唤醒
内心隐匿的情愫，瞬间涌出汩
汩清泉。那是用光阴这坛老酒
泡软的乡愁啊！

接下来发生的一段小插
曲，令人回味无穷。透过纱窗，
林青霞望见屋里有位年过八旬
的老太太正和一个妇女说话，
她想进去看看。进屋后，她看见
老太太坐在床沿上，就上前亲
切地握起老太太的手，操着一
口山东话说道：“大娘，您好！我
也是山东人，我从香港来，我是
林青霞。”“林青霞？”老太太不
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认为在骗
她，回答说：“林青霞她很老、很
胖，你怎么会是她？”林青霞耐
心地解释，为了验证是不是她，
老太太拄着拐杖到书桌上找来
老花镜，林青霞干脆把脸凑过
来让老人看个仔细。老太太像
鉴定钻石一般，突然大声地说
道：“乖乖，青霞来了！”浓浓的
方言一下子把人逗乐，她简直

太可爱了，林青霞自然也是难
忘至极。

事后，回到宾馆，林青霞托
人给老太太送去礼金和签名照
片，老人收下了照片，直说礼金
万万不能要，林青霞感动不已：

“这就是我们家乡人的特质，直
率、不贪小便宜。”

老街巷深处，遇见林青霞，
绝对是又惊又喜，搁在谁那里，
都会久久不能平静。大明星之
于普通人，是一种美好的憧憬，
像林青霞曾回忆说：“小时候住
在嘉义县大林镇的小村庄里，
经常幻想着，将来有一天大明
星会出现在我们的乡村小道
上。小女孩原以为这是绝对不
可能发生的事，许多年之后不
可能发生的事竟然发生了：最
后回到那乡间小道上的大明
星，就是当年做白日梦的那个
小女孩。”而林青霞之于济南
城，则是一种温情的寻根。她不
是济南人，但是，她在这里寻到
了久违的乡愁，还有乡音，这是
精神意义上的家乡。

我不禁想起作家野夫的一
段话：“许多年来，我问过无数

人的故乡何在，大多都不知所
云。故乡于很多人来说，是必须
要扔掉的裹脚布；仿佛不遗忘，
他们便难以飞得更高走得更
远。而我，若干年来却像一个遗
老，总是沉浸在往事的泥淖中，
在诗酒猖狂之余，常常失魂落
魄地站成了一段乡愁。”对林青
霞来说，写作是“纸上做梦”，在
梦中回到家乡，在梦里反刍往
事，这也是宝贵的财富。

我经常走进老街巷，发发
呆，看看景，不说话，也是美好
的。那些院落，破旧斑驳，让人
神思恍惚；那些泉子，沉默不
语，令人心绪难平；那些老井，
老得忘记了年龄，使人顿生敬
畏。那些大爷大妈，临街住户，
天天围着柴米油盐、生活琐事
转悠，吵吵嚷嚷，又自足自乐，
给人以亲近的欲望。我想，这也
是林青霞对街巷里的老太太念
念不忘的原因吧。通过老太太，
她爱上这座城，爱自己的家乡，
爱已故的父亲，这是多么缠绵
悱恻的回忆啊！

老街巷深处，还会遇见谁
呢？我不知道。

□萧萧

母亲的朋友

【民间忆旧】

去年秋未，有朋友自日照
来，送我一盒当地产的绿茶，说
是秋茶，并自嘲道：春茶虽为极
品，但价格贵得吓人，俺买不
起；夏茶倒是便宜，但叶粗色
衰，拿来送朋友，不成敬意；只
好把秋茶当做了千里鸿毛。朋
友一席话，让我感动得热血沸
腾，泪珠都差点流了出来。

我和朋友，你来我往，已有
十个年头，但开始的那几年，他
是不送我茶叶的，因为那个时
候，我喝酒不喝茶。

认识朋友之前，我自以为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才是真汉
子，因而对那些扭扭捏捏地捧
个酒盅大小的茶杯、细品慢咽
喝茶的人，多少有些不屑，甚至
私下里说他们是“伪娘”。也许
是因为我太过豪爽，初识朋友
时，把朋友送的一包绿茶剁进
了肉馅，包了水饺，至于朋友在
酒桌上说的什么红茶、乌龙茶，
更是当成耳旁风。记得有一年，
我在单位当办公室主任，为接
待一个重要的客户，领导安排
我买斤好茶，但进了茶叶店，让
我傻了眼，什么明前茶、明后

茶，什么西湖龙井碧螺春，应有
尽有，就是不知道哪是好茶，而
自己残存的那点儿自尊又在作
怪，我行家里手般拿拿这个、闻
闻那个，就是不知道哪种茶才
是好茶。一筹莫展时，忽然想起
一句俚语：花得钱多买得盐咸。
于是买了一斤上千元的茶叶。

这还不算完。买回茶叶，客
人还没来，我的好奇之心又在
作怪，近水楼台先给自己泡了
一杯，想尝一尝这上千的茶叶
是啥滋味，没想到一杯还没喝
完，就觉得肚子里像是几天没
吃东西一般，空落落、软绵绵，
心也慌，全身冒出了虚汗，躺在
椅子上，就像虚脱了一般。自那
以后，本就不喝茶的我，更不敢
喝茶了。

后来，认识了我的这位朋
友。他告诉我说，那是茶醉，就
像喝酒喝多了一样，不是病。我
说醉酒我知道，那得一瓶以后，
而茶还没喝完一杯，咋会醉成
那样？莫不是我体质的原因，只
适合喝酒？朋友笑话我：还是生
物专业毕业的呢！他说：茶之滋
味，各有差别却因人而异。适合

不适合喝茶，关键在于有无茶
缘，而人入草木谓之茶，人只有
与茶结了缘，方可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与体质无关。

受了朋友富有禅意的启
发，我开始尝试着喝茶。喝茶初
始，我是没有讲究的。从茶盒里
取出几粒，扔到杯子里，注入热
水，等到差不多时，端起杯子张
嘴就喝，架式像渴极了的耕牛，
一饮而尽。那个时候喝茶，除了
解渴，我没有品出茶的其中滋
味。现在想来，那个时候喝茶，
比剁进肉馅包水饺强不到那儿
去，也是糟蹋。

有一次，酒酣，被朋友拽进
了茶楼。至今还记得，进门之
后，服务员用精致的托盘，送来
透明的茶盅、茶杯和茶壶，除了
小巧之外，没有什么特别，只是
茶壶肚儿上阴文镌刻着一个大
大的“清”字，十分精致。

朋友烧开水后，十分娴熟
地洗杯、泡茶，而我则醉眼迷
离，在《渔舟晚唱》的旋律中，似
乎移帆西沉、随波渐远。忽然，
一股淡淡的茶香浸入鼻腔，睁
眼一看，只见茶壶里被开水浸

泡的茶叶，先是袅袅婷婷，尔后
渐次舒展，朵朵叶芽就像纤纤
舞女，或轻旋婀娜的身，或浮动
变幻着裙，而汤液则被“舞女”
轻旋得清澈，明亮，透着鲜艳的
绿黄颜色。

我在朋友的指导下，轻啜
一口，只觉得浓郁的板栗香味，
润如凝脂，滑似翡翠；含在嘴
里，清香之味聚而不散，犹如念
珠；徐徐咽下，微微的苦味瞬间
化作甘甜，直抵肺腑，而鼻腔却
恬然清爽，齿颊留下了惬意的
醇香……望着那浓浓的汤液，
看着那冉冉升起的缕缕白气，
通体的疲倦荡然无存，油然而
生一番“见素抱朴”、“虚融淡
泊”的风味。

此前，我钟情于酒，自以为
陈年佳酿是真味，酩酊大醉是
豪爽。但这次以后，我的豪迈则
由浅入深、丝丝入扣于茶盅的
闲情雅致。闲暇之余，放下身
心，专注、安神地烫杯、热罐、洗
茶、高冲、低洒、淋顶、刮沫，一
招一式地把自己融于草木之
中，久而久之，我也学会了

“凤凰三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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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下亭】

□郭光明

俗话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说的是别人给你一滴水的恩惠，你
需要用一眼泉的水加以回报，这话
从某种角度来看非常有道理，起码
对于我的母亲来讲，回报一直是多
于恩惠的。她回报的这个人叫梅
姨，一直以来，母亲视她为朋友。

梅姨跟母亲是在乡下的卫生
所认识的，当年她们坐在同一条板
凳上，等着医生给自己的初生儿打
预防针，先轮到的是母亲，但是母
亲抱在怀里的我很不乖，撕心裂肺
地大哭，母亲没有奶水，一时间急
得不知如何是好，是一旁的梅姨解
开怀“制服”了我。母亲过意不去，
执意留梅姨到我们家吃了顿饭。她
们的友谊就此拉开序幕：常常地，
梅姨颠着小脚赶七八里山路来到
我家，只是为了给我喂几口奶水；
母亲则三天两头地割块肉买条鱼
找熟人给梅姨家送去，算做一份回
报。梅姨的家境非常窘迫，公婆年
迈，丈夫体弱，还有四个半大不小
的孩子，一大家子人的生活担子全
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为了人家的那
份恩惠，我的母亲一次次撂下自己
家的活计不顾，跑到梅姨家起劲地
忙碌着。

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也不是
太宽裕，逢年过节，母亲为了节约
开支，很少让我们走亲戚，那些节
日在我的潜意识里仅仅是一顿虾
皮水饺。可是在我升入重点中学的
那一年，母亲一定要我跟她一起去
看望梅姨。我的印象里，梅姨是一
个低眉顺眼的女人，跟祥林嫂有几
分相似，虽然她是我的奶娘，但是
我对她委实没有什么好感，所以我
拒绝同往。我的母亲是一个人走
的，她提了满满一篮子礼物，眼里
分明有泪，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
母亲对我的失望。

接下来，也就是在我中学快毕
业的那一年，梅姨的小儿子哭着来
告诉我母亲一个消息——— 他的父
亲因为肺癌去世了，母亲的泪随之
就流了下来，她什么也没说，转身
取出了抽屉里我父亲新发的36块
钱工资，当天就拖着我去了梅姨
家。到梅姨家的时候，我的双手被
母亲拖得有些红肿，是梅姨捧着我
的双手捂到了她的怀里又呵又暖，
后来，当我的双手从她干瘪的乳房
下抽离出来的时候，我的心猛地疼
了一下：儿不嫌母丑，我又做了些
什么呢？那一夜，我不知道母亲陪
梅姨流了多少眼泪，我只清晰地记
着母亲的眼睛水蜜桃样红肿着，我
知道母亲那是为恩人的心痛在心
痛。

后来，梅姨一个人辛辛苦苦把
孩子们拉扯大，突然就改嫁了。说
是一个人的苦日子过怕了，梅姨要
嫁的人在外省，具体是什么镇啊村
啊她记不住，说等她在那边安顿下
来再告诉我们。临行她来跟母亲道
别，两个人话没说几句，就在客厅
里抱头大哭了起来。我想她们一定
是预感到了什么，因为后来母亲再
也没有收到过梅姨的任何消息。

一晃十几年过去，母亲已经是
六十开外的人了，上了年纪的母亲
特别喜欢怀旧，常常地说完一句

“你梅姨咋就没个信”后，一个人寂
寞地坐一上午。我曾试图从梅姨的
儿子那儿打听到点什么，让母亲开
心，可是没有结果。我无法想象我
的母亲在心底是怎样强烈地思念
着她的朋友的，就像我永远无法体
会她在怎样挂念我这个不在她身
边的女儿一样。对此，我是有愧疚
的，但是我相信，一个女人能在苦
难的岁月里保有一份甘苦与共的
友谊，它拥有的一定就是夜枕春华
的美好。我仰慕母亲拥有这种女性
的美好，因为最质朴的情感总是让
人想落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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