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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笔记

表叔做茶
张震

竹鸡像极了茶山中的主人，每次
“啾……叽叽……”地叫，大抵在清明
前，欢快高亢，差不多它们闻到了茶
香，该到茶叶开采的时候了。

龙眠山洼里的表叔，与我父亲走
动的多些， 每年都会托人带些他自采
自炒的小花茶叶给父亲。 父亲平时喝
茶不多， 但每次见到表叔托人送来的
新茶，总是像见到亲人一般，迫不及待
打开，沏上一壶，还嚷嚷着让我快尝尝
表叔的手艺。表叔炒的明前小花，纤秀
丝条、叶如蓬芽，冲水的那一刻，卷曲
的叶子羞涩地舒展，叶尖引体向上，香
气远漫，啜上一口，齿间留香。

表叔是地道的农村人，种茶数十
年，从改革开放那会儿，在村里开些
荒地，到现在经营茶生意。来了客人，
沏茶、 敬茶的礼仪都是必不可少的，
临走还会给客人提溜一罐自家的小
花带走。 我每年去表叔那儿，蹭点小
花，多半为了陪父亲去。

表叔比我父亲略魁梧些，年龄小
我父亲两岁多点， 当过两三年兵，虽
也年过花甲，却走路生风，落地蹬蹬
响。 听父亲说，表叔还是小伙子的时
候，刚与表婶认识，就开始承包村里
南头荒地了，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创业
概念吧，犁耙翻垦，引水挖沟，施肥种
茶。开头那几年，表叔披星戴月，不敢
怠慢， 因为他自己知道没有技术、没
有资源、没有工具，凡事都凭自己琢
磨，饭也顾不上吃。

每次早上起来， 随便扒拉一口，

卷着三两块发面饼上山，饿了，拨几
瓣大蒜头，就点腌菜，连口热粥都没
有。表婶心肠好，也是心疼他，经常一
个人跑到山沟里给他送一瓦罐热稀
饭，带盘辣椒炒蛋，每次都把表叔感
动得双颊绯红、两眼湿润。 现在每次
表婶跟我们提那段往事，总会唠叨表
叔手上脚上的老茧，说那玩意儿比指
甲盖还厚实，也不晓得是表叔炒茶锅
烫的，还是锹把子磨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三五年下来，
漫山遍野的山茶林及沟壑里藏着数
不清的竹鸡，一到采茶季，整座小山
丘都跟着沸腾起来。现在，茶林成片，
青翠欲滴，生机盎然，表叔硬生生地
把几百亩的山岭凿出了现在雄壮的
模样。

听表婶说，种茶、采茶、炒茶、制
茶、卖茶那几年，跟着表叔吃了不少
苦。那几年不像现在，小县城销路窄，
也没有特别好的制茶工艺，虽然做出
来茶了，换成钱却很难。 又摊上我姑
奶奶身体不好，表叔急呀……

我父亲知道后， 与母亲商量，找
来猪贩子，卖了家里的老母猪，凑足
盘缠，带上表叔往江浙一带跑，找资
源、换包装、学技术，终于让西涧穷山
沟里的山茶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慢慢
地有了名气， 才有了今天靠着茶山、
盖上别墅、买了轿车，还供儿女读完
研究生，幸福的表叔一家人。

表叔应该很感激我父亲的，每次
陪父亲去他家，表叔都要挽留多住几

日，虽说他们只是表兄弟，看他们推
杯换盏的亲密无间，我更相信亲情的
存在。 表叔每次提及这些事，都像欠
我父亲的，他说这是人情债，欠着的
来生再还。

每年三月后，间断的雨水和艳阳
天，这种气候转换，很利于茶芽生长。
表叔扎根的那片悠悠连绵的茶山，从
冒出的第一个芽头开始，茶的春天拉
开帷幕。种茶、采茶都是体力活，虽然
我不曾体验或感受过，放眼春日里茶
山之上，满目青绿，略感空气清新之
余，多少会有畅想，比如茶味，比如茶
香，又比如想到了采茶季，表叔躬身
劳作，表婶夫唱妇随，置身茶园之中，
掐一两片茶树上翠绿鲜嫩的茶尖，手
指轻捻，放在嘴里嚼一口，清香通透。

得益于前几年扶贫攻坚和现在乡
村振兴， 新时代的茶农也有了诗和远
方。 表叔说，他的茶山不施化肥、不打
农药，也不再操心销路了，通过标准化
管理、品牌化运作、规范化经营，正在
走“抱团”发展茶业之路……表叔越说
越有劲，吧唧下嘴巴，抿一口酒。

院子里的夜愈来愈深了，寒意渐
增。 表叔让闺女沏壶茶，说给她表大
爷醒醒酒，父亲也不推辞，继续在聊
他们的曾经。 捧茶慢饮，正是我喜欢
的样子，可以暂时逃避现实的疲劳和
奔波。 父亲似乎看出我有心思，他言
有所指，手捧茶盏，沉静温和。表叔也
说 ，活水缓火 ，风炉煮雨 ，才会有好
茶。

泡稻种
朱灿铭

“吃了年饭，望着田畈”。 元宵节一
过，农民就开始忙乎农活了。 开春第一
件事，就是泡稻种。 泡了稻种，也就有
了芽稻粑粑和“石磙子”可吃。

泡稻种，也是有时间讲究的。 泡稻
种的行事历， 一直都装在农民的头脑
里：“二月清明莫抢前， 三月清明莫推
后”。 选定晴日，搬来竹梯，解下吊在屋
梁上的麻袋， 准备泡稻种。 那被称作
“稻包”的麻袋里，装着精挑细选的良
种，也装着无数人沉甸甸的希望。

解下稻包， 只要抓住袋口用力一
抡，稻包就上了肩，转身就走。 从小学
唱“跟着爸爸学种田”的孩子跟在大人
后面，来到池塘边，看着大人将稻包丢
进池塘里浸种。 农民的期待、孩子的好
奇就如溅起的水花一样泛滥。 稻种饱
吸一天一夜的春水后， 又被大人捞了
起来， 放在屋内的墙角处， 用稻草盖
好，或用棉袄裹实。 隔三差五，就要给
麻袋喷水催芽。

相对于丢进池塘里浸种的 “随
性”，用粗陶缸做芽缸浸种要显得 “精
心”许多。 浸种的芽房，一般都是家里
最僻静的地方。 里面早已收拾干净，窗
户洞开，靠墙还放着一口粗陶缸。 稻种
倒入芽缸里， 粒粒修长饱满的种子就
扯开了平静的水面， 大大小小的水花
在上下跳跃着。

在稻种泡在芽缸的两三天里 ，几
乎日日夜夜都有人守在芽房里， 时不
时地用手试试芽缸的温度和湿度。 温
度高了， 就要揭开缸盖透风。 湿度低
了，就要加水。 周而复始，一刻也不耽
搁，像是呵护新生儿一样精心。

无论是在池塘里， 还是在粗陶缸
里浸种，最后都会殊途同归。 芽床简单
而有实效， 在芽房的地面上铺好一层
厚厚的稻草，上面垫着一张芦席。 泡过
的稻种被均匀地撒在芽床， 再盖上浸
湿的麻袋，就可以催芽。

只要稻种进了芽房， 一些思想传
统的农民就会叮嘱男孩子没事别去芽
房里闹腾。 然后，还会一脸严肃地告诫

自己的女人和女儿别进芽房。 长大后，
我才明白这是个陋俗，意思是女性进了
芽房，会带来晦气，影响稻种发芽。

从此， 男人们呆在芽房的时间更
多了，频繁地检查稻种的温度和湿度，
及时喷水和通风。 只要稻种略显干燥，
就会端起葫芦瓢，饮上一口水，鼓起腮
帮，像喷壶浇水一般为稻种补水。 水渗
入稻种缝隙间，发出轻微的响声。 “滋
滋”，仿佛能听见种子张口吮吸 、破壳
露芽的声音。 只需几天的功夫，稻种就
撑破了肚皮， 蹭蹭地冒出了层次不齐
的芽。

芽越长越长， 到了抛撒秧田的时
候。 撒种结束后， 总要剩下不少芽稻。
我的家乡有立夏吃芽稻粑粑的习俗，每
次泡稻种时都会多泡一些。剩下的芽稻
被带回家里，摊在芦席上晾干，留着做
芽稻粑粑。

吃芽稻粑粑和“石磙子”，是泡稻种
的“余音”。立夏那天，男人推磨，女人添
磨，将芽稻磨成粉，孩子们抢着用小扫
把将磨盘里细粉和粗糠，一点点地扫到
瓷脸盆里。 磨完了芽稻，再用密筛箩筛
去粗糠。

用小盆装些米粉，加水和匀，做成
圆圆扁扁的粑粑， 还会做一些长条形
“石磙”状的粉团子，放在小簸箕里，端
到灶台上。 芽稻粑粑是用菜籽油来烙
的，粉团子是用来蒸的。只要锅一热，油
香、饼香就会袅袅娜娜地乱窜。 这香气
像是有了手似的，将孩子的脖项拉得如
嘴角耷拉的口水一样老长老长。

起锅的第一枚芽稻粑粑，是属于小
孩子的。 接过芽稻粑粑，小孩子顾不上
大人的提醒，张口就啃。 大人们一听到
孩子们说真甜，就会乐不可支。粑粑甜，
稻种就好，丰收在望。

吃了粑粑，再来个“石磙子”。 女人
们会一本正经地告诉家里的孩子，吃了
“石磙子”， 身子就像石磙子一样结实。
吃完了芽稻粑粑和“石磙子”，泡稻种才
算落下了帷幕。 但是，稻田里的“好戏”
才刚刚上演，丰收正在潜滋暗长。

唠叨是最温情的爱
胡兆喜

从记事起，我的耳畔就堆满娘软
软硬硬的絮叨： 要学会做个人见人
夸的好孩子，见到长辈要称呼，不要
欺负比你小的孩子……当我背起书
包走进校园，娘又唠叨：当了学生就
要收揽“野性”，听老师话，把心放到
念书上，不要让老师揪耳朵打屁股，
被人家嘲笑。 在学校不要和人家比
吃穿，要比学习，比进步。 我们做父
母的也不图你的报答，你努力学习，
将来出息了，也是你自己的福气。 我
们在家干活，再累再苦也不怨屈，只
要你不糊弄你自己， 我们就心满意
足了。

在求学过程中，偶尔贪玩，想放
弃学业时， 耳畔就会回荡着娘的唠
叨，想着娘那羸弱的身子骨在风中雨
中艰辛劳作的画面，似乎就会良心发
现，赶忙掣住撒野的心，端正了学习
态度。其实，那时真正的想法是，努力
读书吧，否则，娘又要无休止地絮叨

了，等我有了好成绩，考上了大学，娘
就不会没完没了地唠叨了。 可是，等
我真的上了大学，放假回家时，听完
了我添油加醋讲的外面世界的精彩
故事后，娘又开始唠叨起来：我们这
样的家庭能供你上大学也不容易，做
事不能虎头蛇尾， 更要多学知识，日
后才能好好做事，千万不能做“一罐
子不响，半罐子叮当”的人。

终于，一个人远离故乡，走上了
工作岗位， 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哈
哈，我想，这下子就能远离娘的唠叨
了，耳根也该清净了。 然而，每次回
家， 娘问了我工作生活上的情况后，
又开始了絮叨：一人在外生活上要照
顾好自己，不要熬夜不要贪睡，吃饭
不能将就， 工作千万不能胡差事，要
尊敬单位的领导，不能与人家闹矛盾
……本来我还想在家多呆几天的，见
娘又唠叨起来，我就找了借口，提前
回了单位……

如今，已逾不惑之岁的我，因远
在异地他乡，常常是一年两年不回老
家一趟。 耳畔，母亲的唠叨声渐稀渐
少了，也感觉耳根清净许多。可是，听
多了领导们的哼哈官腔，同事间无关
痛痒的调侃，更多的是在遭遇人与人
的冷漠无言之后，我却一次次回味起
娘烦人的唠叨来， 尤当夜深人静，或
在梦醒之后，想着娘这些耳熟能详的
唠叨， 不经意地就会发出无声的笑，
偶尔， 也会滴落一颗两颗热热的泪。
我知道，无论是笑还是泪，都是来自
心灵深处的一种感动，是一种无以言
表的幸福甜蜜的依恋。 因为，我终于
明白，只有母亲的唠叨才是关心关肺
牵肠挂肚的真爱，更是一盏能照亮温
暖我们一生的灿烂心灯。

或许，唠叨，就是天下做母亲的
对子女表达爱意最恰如其分也最为
温情温馨的方式， 只是粗心的我们，
迟迟没能用心用情去品尝去享受。

草深渐没蹄 盛利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