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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文志

壬寅年冬日，一盏清香的中国茶
令世人瞩目。

2022年11月29日晚，“中国传统制茶
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
会第17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消息传来，在茶的故乡，人们
欢呼雀跃。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
遗产司司长王晨阳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
申遗成功，再次体现出中华文明对人
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贡献。”

茶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但是最早只是作为一种药材，到了唐
代之后，茶文化渐渐地兴盛起来，并
且有了关于茶的书籍。唐朝的综合国
力非常强大，因此百姓有时间、精力
去研究茶文化。到了宋代，因为经济
发展等原因，茶文化更加兴盛，所以
有“茶文化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
法。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就在

《议茶法》中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
米盐，不可一日以无。”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树和
制作茶叶的国家，茶文化深深融入中
国人的生活，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一
个重要载体。中国茶叶的种植面积、
从业人群、茶产量及产值均居世界前
列。种茶、制茶、饮茶等相关习俗在全
国各地广泛流布，被各地区各民族广
泛享用。通过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
中国茶文化也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例如中国和巴西虽远隔重洋，但没能
阻止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进程。200年
前，首批中国茶农就跨越千山万水来
到巴西种茶授艺。在1873年维也纳世
界博览会上，巴西出产的茶叶赢得了
广泛赞誉。

一盏清香中国茶，所荡漾的传统
茶文化历史久远。王安石在其创作的

《议茶法》中形象地概括了宋人“饮到
停不下来”的特点。一直以来，通过茶
文化的继承发扬，茶成为中华文化中
不可或缺的象征。从神农尝百草开
始，茶就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塑
造着中华文化的气韵。提起中国茶文
化，估计很多人会把“神农尝百草”作
为标准的故事开端，因为里面包含着
许多的茶文化元素。

《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
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这
里不仅提供了茶叶发现的传说，还说
到了茶叶在早期被古人视为药物。事
实上，先秦时期茶还未被推广为全民
饮品，除了药品和直接被视为果腹食
物生食外，彼时茶叶还有其他的功
用。例如，由东晋时期成汉常璩撰写
的《华阳国志》，就写到武王克殷后，
将自己的宗亲分封在巴，这个地方生
产香茗，故而进贡茶叶。在《周礼》中
则写着“掌以时聚荼，以共丧事”，由
此观之，茶叶在这一时期还会被当作
贡品，以及用于祭祀。

到了魏晋时期，随着茶叶产量增
加，官场和民间饮茶之风日盛，并逐
渐形成独特的文化。两汉时期虽然茶
叶生产地域从原先的云南扩展到了
四川西北部，产量也有较大提升，但
茶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珍贵之物，
因此茶文化的发展要从魏晋算起。当
时由于魏晋动荡、门阀林立，文人无
以报国，遂转向清谈，为此一杯茶成
为文人之间交流的重要饮品。加之南
北朝佛门兴盛，佛家弟子多饮茶、坐
禅、修行，饮茶风尚在寺庙内迅速传

播开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茶
在北方并不受欢迎，北人常用“水厄”

“漏扈”等诨名，称呼喜好喝茶的人。
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

开凿，南方出产的茶叶能够以更便捷的
方式运往北方，加上佛教发展、文人推
崇、江淮种茶业的发展，让饮茶之风由
南向北普及开来。唐德宗时期推行茶
税，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种茶、贩茶已经
具备相当的规模。《茶经》的出现则是中
国茶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陆羽在这
本书中，对茶的起源、制作、饮茶器具、
饮茶方法等有详细的记载。此书一出，

“天下益知饮茶矣”，卖茶的店家甚至制
作陆羽的塑像，将其奉为神明。

关于陆羽与茶，历史上流传下来
很多小故事，比如“渐儿茶”“渐儿”是
陆羽的昵称，“渐儿茶”就是讲陆羽泡
茶技艺高超的故事。相传智积禅师爱
茶且非陆羽煮的茶不饮。陆羽云游他
乡之时，禅师停止饮茶，就连皇宫中
煮茶名师奉上的茶都无法得到智积
禅师的赞赏，智积禅师总是浅尝一口
便放下。后来皇上密召陆羽进宫，将
陆羽煮的茶端给智积。没想到智积立
即问：“渐儿何时归来？”一句“渐儿何
时归来”是亲切、思念与召唤，一声

“渐儿茶”更是让我们体会到了茶是
生活的延绵与回味，是人生的亲密与
羁绊。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苏
东坡在其创作的《白云茶》中写道：

“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雨
春。”唐昭宗时户部侍郎陆希声也在
其创作的《茗坡》中写道：“二月山家
谷雨天，半坡芳茗露华鲜。春醒酒病
兼消渴，惜取新芽旋摘煎。”晚唐著名
诗僧齐已也留下与谷雨有关的茶诗，
其中《谢中上人寄茶》写道：“春山谷
雨前，并手摘芳烟。绿嫩难盈笼，清和
易晚天。且招邻院客，试煮落花泉。地
远劳相寄，无来又隔年。”此诗空灵之
意境，充满字里行间。

明代文人许次纾在《茶疏》中谈到
采茶说：“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
后，其时适中。”朱权在《茶谱》中从品
茶、品水、煎汤、点茶四项谈饮茶方法，
认为品茶应品谷雨茶。谷雨是春季的最
后一个节气，也是采制春茶的佳期，谷
雨茶有一芽一嫩叶的或一芽两嫩叶的，
一芽一嫩叶的茶叶泡在水里像古人展
开旌旗时的枪，因此被称为旗枪；一芽
两嫩叶则像一个雀鸟的舌头，被称为雀
舌。民间有谚云“谷雨谷雨，采茶对雨”，
谷雨前采摘的茶细嫩清香，味道最佳，
故谷雨品新茶，相沿成习。

喜爱香茗的文人雅客有诸多诗句
咏之。宋代诗人黄庚在《对客》中说：“诗
写梅花月，茶煎谷雨春。”细细品味此
诗，其令人沉浸其中的意境是：在轻雾
如烟的茶丛中，翠绿鲜嫩的春山野茶很
稀少，乃至天色将晚时，还未采满筐。尽
管谷雨佳茗难得，但诗人还是迫不及待
地招来邻院的客人品新茶。唐代诗人李
德裕在《忆平泉杂咏·忆茗芽》中表现的
也是一种闲适、淡泊之情：“谷中春日
暖，渐忆掇茶英。欲及清明火，能销醉客
酲。松花飘鼎泛，兰气入瓯轻。饮罢闲无
事，扪萝溪上行。”

宋代王珪《和公仪饮茶》中的诗
句“煎须卧石无尘客”，则是体现了茶
的幽静与高雅。唐代刘禹锡《陋室铭》
中的诗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
丁”，意思是说茶本身就具有一种超
凡脱俗的魅力。而王珪的“摘是临溪
欲晓人”诗句，点出了茶叶采摘的时
候是在溪边，而且清晨的茶最是香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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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学生
在泰山脚下谈起诗歌
□老四

近日，首届“泰山·中国大学生
创意中文诗歌大赛”颁奖典礼在泰
山科技学院举办。典礼采用线下线
上相结合的形式，来自全国各地的
著名诗人、参赛者，终评委欧阳江
河、李少君、陈先发、臧棣、李元胜，
以及泰山科技学院校领导彭春雷
等一起见证了典礼的成功举办。

2021年4月，大赛正式启动，受
到全国各高校与社会的高度关注，
先后收到来自海内外978所高校的
14326首参赛作品。为了保证整个评
审环节的公平公正，今年6月初开
始评奖，实行全过程盲审。经过初
审查重、复审、终审，摘选出排名前
四十的作品，确定为最终入围评奖
作品。12月3日，召开奖项研讨会，
终评会经过反复研讨，最终确定了
获奖名单。

评委会主席欧阳江河致辞时表
示：“五位终评委，以自己的专业态
度、对大学生诗歌创作的期待，认真
阅读作品，最终评出了各类奖项。我
代表五位终评委，对获奖的诸位大
学生诗人表示祝贺，对所有参赛者
表示感谢，中国诗歌的未来在你们
手上，在你们笔下。希望创意诗歌大
赛能够延续下去，和大学生诗歌写
作相伴、相随，一起走向未来。”

校方代表丁海奎在致辞中指
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
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
前景无比光明。通过本届诗歌大赛，
我们发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校园诗
人，他们从现实生活中发现诗意，用
丰富的创作经验为诗歌作品插上想
象的翅膀，这些美好的诗篇，从全国
各地汇聚到泰山脚下，共同谱写了
壮丽诗篇。我们相信，所有参赛选手
未来可期，将在创作的道路上越走
越远，在文学的天空中越飞越高！”

在颁奖环节，五位终评委分别
宣读了获奖名单及授奖词。来自贵
州师范大学的贺泽岚凭借作品《时

间之河》获得一等奖，云南大学的杨
雅等6位同学获得二等奖，武汉大学
的覃奕霖等13位同学获得三等奖，玉
林师范学院吴灵词等20位同学获得
优秀奖。另外，广西民族师范学院等
3所高校获得优秀组织奖。

获得一等奖的《时间之河》更
是以优美而克制的抒情，将个人的
生命体验有效地进行了美学提炼，
化为独具特色的诗歌表达，作品气
息绵和，诗意醇厚，意象在具体与
抽象之间游走，诗句在自由与规范
之间腾挪，均恰到好处。

一等奖获得者、中国现当代文
学在读硕士贺泽岚发表获奖感言：

“相对于文学方面的写作技巧，我
更多地在生活中多维度审视自己。
在成长中，母亲对我影响很大，我
也在诗中经常写到母亲，比如获奖
中的一首，就是写和母亲一起去插
秧的一些细节。能够将平凡的生活
进行重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主办方同时宣布，首届“泰山·
中国大学生创意中文诗歌大赛”取
得圆满成功，第二届大赛正式启动。

为配合诗歌大赛，泰山科技学
院还举办了为期一周丰富多彩的
校园活动——— 泰山·中国大学生诗
歌节。通过“书院与诗”游园会，让
近2000名学生们进行诗词接龙和
游园“打卡”，让诗情蔓延至整个校
园。此外，一叶诗情、获奖作品研
讨、云端诗会等活动也渐次展开。
诗歌气息与大学校园深度融合，生
动呈现着诗意与当下时代的关系。

“泰山·中国大学生中文创意诗
歌大赛”，也将在未来成长为独具特
色的文学品牌，对繁荣文学事业做
出应有的贡献。

瑞雪兆丰年的科学依据
□郑学富

大雪，是冬季的第三个节气，标
志着仲冬时节正式开始。《月令七十
二候集解》说：“至此而雪盛也。”

大雪是反映气温与降水变化
趋势的节气，影响农作物生长的气
候要素主要是降水、气温与光照，
所以大雪节气与来年粮食收成有
着密切关系。农谚说：“腊雪盖地，
年岁加倍”“今冬大雪落得早，定主
来年收成好”“大雪兆丰年，无雪要
遭殃”。这些谚语是劳动人民在长
期的生产实践中得出来的经典语
言，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地面积雪能提升并持续保持土
壤温度。在寒风呼啸、大雪纷飞的冬
季，地面上的积雪就像一条又厚又软
的棉被，覆盖在越冬的作物之上，防
止了土壤中的热量向外散发，又阻止
了外面冷空气的侵入，为越冬作物营
造了一个温暖适宜的生长环境，保护
其安全越冬。人们还可以通过大雪节
气的寒冷程度来预测次年春天的气
温，为农作物的田间管理提供科学依
据。如“大雪不冻倒春寒”“大雪不冻，
惊蛰不开”等谚语，意思是在大雪节
气如果没有冰冻，气温还保持在零摄
氏度以上，明年开春就会很容易出现
倒春寒的现象，即使到了惊蛰节气，
土地还被冰雪覆盖着。春天正值气温
上升、万物萌发之际，各种农作物和
果树都在正常生长，一场倒春寒的到
来，对农业生产具有毁灭性。

大雪能冻死土壤中的病毒和
害虫。积雪能阻塞地表空气的流
通，可使一部分在土壤中越冬的害
虫窒息而死。雪融化时，由于要消
耗大量的热量，而使土壤温度骤然

降低，此时可把土壤表面与作物根
茬里的病毒和虫卵冻死，使农作物
生长时病虫害大大减少。吴藕汀在

《小雪》诗中就说：“小雪寒菘虫害
少，何妨大胆入庖厨。”

大雪能为农作物补充足够的水
分。“麦浇小，谷浇老，雪盖麦苗收成
好”“今年的雪水大，明年的麦子好”

“冬雪一层面，春雨满囤粮”，这些谚
语是说降雪充足不仅有助于冬季麦
苗生长，而且为来年开春小麦返青提
供了所需要的水分。北宋诗人欧阳修
在《晚过水北》一诗中写道：“寒川消
积雪，冻浦渐通流。”当天气回暖，积
雪慢慢融化，雪水渗入土中，就像进
行了一次灌溉一样，对春耕播种以及
庄稼的生长发育都很有利。

积雪融化时能为土壤与农作物
提供营养，因此有“雪有三分肥”“冬
不白，夏不绿”等谚语。科研人员测
试，雪在飘落的过程中可吸附空气
中大量的游离气体，通过化学反应，
生成氮化物。这些氮化物随着来年
积雪融化时渗透到土壤中，和土壤
内的其他物质合成盐类，就成了农
作物很好的营养来源，相当于施足
了肥，能大力促进农作物的生长发
育。唐朝诗人无可在《小雪》诗中说：

“作膏凝瘠土，呈瑞下深宫。”
大雪能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

量，因此有“大雪下成堆，小麦装满屋”
“小雪大雪不见雪，小麦大麦粒要瘪”
等谚语。另外，用雪水浇灌，不仅能增
加产量，而且还可提高农作物的品质。
有人作过调查，新疆的哈密瓜和葡萄
之所以甘甜味美，就是因为用大量的
雪水浇灌。降雪时还能将空气中的污
染物冲刷掉，使得空气清新、湿润，净
化空气，减少对农作物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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