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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雷乍動，點破冬心，驚蟄到了。
清晨6點剛過，我們已駛入太行山深處的

虎道村；沿着車燈打開的淡青色殘夜，向更
深處的桐花村行進。
桐花村，太行山腳一個小村，似櫝中美

玉，遠離城鎮，不為世聲打擾。車子盤盤轉
轉進村，穿一道細徑幽巷，西行，有層層小
梯田。那便是桃園，以及茶園。那些桃樹，
伸展着嫩手嫩腳，花開時節，未及遮人面；
那些茶樹呢，2012年，從杭州移來，目前是
蓬蓬的、萌萌的六齡稚童。
這道深谷，算得一個溫潤搖籃。它三面環

山，僅東面一個細細出口；綠色喧嘩，人聲
闃然。右手邊，流泉成河，日夜奔瀉；有林
木參天，有風聲微蕩……天籟之音，亦喧亦
幽，亦靜，亦禪。自然的神髓，宛然還在。
這就好。大環境，正合茶性。
茶在北地，是嬌貴之物；南北氣候的差

異，這山，這土，這風日，這雨露，能否為
它安置一方溫床？在南茶北移的當初，這是
困擾茶園主人曲保民和楊素珍的最大疑惑。
為尋一個準確的答案，他們跑市裡、跑省
上，科技局、農科院，三番五次，門檻踏
平。專家反覆分析、科學論證之後，疑雲才
渙然散去。
如今，三十萬株茶樹，已葳蕤成團團葱

鬱。喊茶儀式，於2015 年始，已演變成河
北臨城的一場民俗盛典。喊茶，有情殷殷、
意切切的味道：茶，可以像酣睡的人被喊
醒；喊茶者，也篤信茶會被喊醒。不趕時
間，就在驚蟄。尊重天地自然生命之規律，
氣息勻暢，內心篤定。這是多麼感人的天人
合一。那喊茶聲聲，亘古嘹亮；迴盪在北地
山野的原始風雅，能不打動人心？
我敬重生活裡這種儀式感。中年人生，已

被框進一種簡單的重複模式，很需要一種適
度的、有腦筋的風雅，來彌補生活的粗糙與
枯燥。況且，茶，一直為我所愛。那溫潤
的、靈秀的植物香，那青綠歲月的貞靜安
好，那亦禪亦靜亦枯的氣韻，能量委實不
小。它一點一點地、一點一點地浸潤你，闃
滅心裡的暗火，讓你做回安靜的自己。不足
7點，我們到了茶園。

環顧四野，早春的太行，是陳舊的古畫氣

氛，一派疏朗、蕭然。草木瘦着，水流瘦
着，倒顯得巨大的石，肥了；紅燈籠燃着，
點點暖。正是北宋歐陽修詩中的氣象：「年
窮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蛇」。
7點稍過，儀式開始。在茶堂，園主人依

次向觀音菩薩、草木神句芒、茶神陸羽，供
燈、供香、供茶、供花、供果，隨着莊重的
主持號令，他們供奉，跪拜，肅穆而虔敬。

唸誦祭文罷，焚燒。之後，只聽「通」，
一記鼓捶，鞭炮齊鳴，鼓聲喧天。一聲悠長
的「茶——發——芽！」迴盪四野……

茶人虔誠，喊天，喊地，喊醒茶樹，也喊
醒你我。喊茶的隊伍，起身了！龍蛇逶迤，
上田埂，入茶棚，口裡切切呼喚：「秀芽醒
來，綻放抽葉，香飄人間！茶發芽！茶發
芽！茶——發——芽！」

這人人手執一炷香的隊伍裡，有我。開
初，是激動難抑；繼而，是盡力融入；但沒
覺出怎麼，我已放開喉嚨，隨人群一起切切
呼喚了：「驚蟄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喊
呀。萬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發。
茶——發——芽！」

茶棚裡，昔年的茶綠，猶在；地面的草
綠，新發。空氣中，瀰漫着慵懶的青氣、睡
茶的幽香。它們像嬌憨的兒女，明明已被父
母喚醒：「起床了，起床了！」可是還要瞇
着眼睛假寐。我們一遍一遍誠懇地喊：把迷
路的根喚回，把打盹的枝喊醒，把藏着的芽
孢喊出來！要是你來一起喊，就好了！「茶
發芽！茶發芽！茶——發——芽！」這蒼茫
四野，是草木保管了時光，是花草成就了光
陰，是茶香，漂洗了年歲。

繁忙的間隙裡，你莫要、莫要辜負了這大
野風雅。你想，喊茶的同時，何嘗不是喊醒
自己呀：喊醒浮躁，喊醒麻木，喊醒靈魂的
走失……在這須臾萬變的時代，我們有太多
的內心澎湃，太豐富的技巧，萬般的追求。
我們當中的好多人，一開口，總是錢，錢，
錢，和誰都錢。我們缺的是：知足與沉思。

安靜下來，太難；以至於有人說，現在這
個社會啊，即便有大房子、有豪車，身心也
散在外頭回不來、不成形了。
沉靜，不是可以用錢買到的。
那麼，學習喝茶吧。讓一杯茶香喚回你散

佚的靈魂。它清逸，澹泊，紓緩，多麼板結
堅硬的心，有一壺茶，也會柔軟，緩慢，通
透起來。慢慢，你會感覺心如白鷺，於湖面
無聲滑翔，慢慢着陸。平穩了。
鳥與林，魚與水，樹與土，雲與天，人與

茶。安詳喜悅，端然自在。繞園三匝，儀式
完畢。我們就坐下來喝茶。木柴取火，泉水
沖泡，茶呢，來自眼前的茶田。喝了桐花秀
芽，又喝桐花紅。前者凝綠融融，嫩，清，
高遠；後者，緋紅，輕暖，滋味醇厚。南茶
的秀逸之外，多了深醇，厚樸。這多出去的
一味，就是風土個性吧。
一杯茶喝淡，陽光照進來，照着我蒼老的

容顏。再瞧窗外山水，卻抹了點明艷，顯出
年輕之態。於是，就想着，這樣好的時光！
好到無論在做什麼，都能聽見茶樹萌發，聽
見馬蹄輕疾的早春，從心上迤邐走過。
陽光裡，園主人素珍還在前前後後地打

理，問候，招呼，安排。這個安然、文靜的
女人，從來都是輕言細語，從來都是溫和，
甚至是慈悲的。也許，信佛食素，使其靈魂
也沾染了禪意。原本開茶館的日子，自怡自
足，清韻綿綿；可是偽劣茶葉讓她頭疼，這
個高級茶藝師的修煉，不由人不服：用了化
肥的茶葉，她品得出；用了農藥的茶葉，她
也分辨得出來。為了得到好茶葉，她萌發了
自己種茶的願望。這其間，各種各樣的難，
一一經歷；做到今天，最重要的原因，是堅
持。堅持的心，是帶着光亮的，聚一念之
力，達無人之境。

風過琴弦，兀自吟唱，雪壓花瓣，兀自綻
放。總是身着素色衣服的她，有一種古風，
跟茶，跟禪，跟書卷，跟琴聲，很搭。毫不
間隔的那種搭。這就是禪茶文化達到的那種
化境吧，它喚起的不僅僅是對茶的熱愛，更
是共享，是對靈魂和行事思維的浸潤。所
以，古老的茶事，依然莊重可親，所以泱泱
中國，到處可見種茶愛茶的人。以恬淡照亮
茶藝，以水墨照亮山水。飲之太和，獨鶴與
飛。真的，那與茶霧齊飛的纖手，像極了白
鶴，翩然，柔美。上下開合，不疾不徐。

營營之外，是無數計較；茶盤之外，看轉
眼成空；方寸之內，可遺世獨立。識茶，愛茶，
是一種福；素心向人，惟有時間不可欺。

孝子賢孫 以表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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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符號
上周寫了篇《人
走了，名還在》，

剛過去的周日正值哥哥張國榮逝世
十五周年，專程到中環參與由歌迷
發起的紀念活動，置身一片花海
中，看到粉絲們的長情和至誠，令
人感動。
十五年，不是一個短日子，但

是，十五年來的這一天，總有這麼
一批人，來自五湖四海，互不相
識，卻不約而同，手執鮮花和心意
卡，來到哥哥躍下的文華酒店，向
心愛的偶像致意和悼念，並留下深
情話語。
我不敢認榮迷，但也出席過多次
這種自發性紀念活動，只因為他真
的好。十八年前，他力排眾議，接
受了我創辦的時裝雜誌《WWW》
獨家專訪，由於他，創刊號旗開得
勝，讀者和粉絲反應之熱烈遠遠超
出我們的想像，也把我帶入他的世
界，透過他的歌聲和心聲，讓我看
到一個美好的心靈，也淨化了自己
的心靈。
十五年前，一個風雨交加的傍

晚，他縱身一躍，從高樓墮下，粉
碎了多少個心靈，我含淚寫了篇《並非
獨家的紀念》。然而，悲傷過後，
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純真韻味，留
在腦中，刻在心中，不但是跨年
齡、跨性別的，更是跨時空的。
哥哥如果在世，今年已六十二歲
了。榮迷中，有些是跟他同期成長
的，有些是在他的歌聲陪伴下成長
的，更有不少是二十出頭的「後榮
迷」。我問一位專門從深圳過來出
席紀念活動的男生，哥哥逝世時，
他才六歲，但成長過程中受到榮迷

的情意影響，自己也從聽歌看戲中
認識一代巨星，慢慢變成了「後榮
迷」。
一位「北京五班榮迷」留言：

「時間會沖淡一切，唯你是例外。
想念滲入血脈，跟隨呼吸，一日日
深刻，愈久愈清晰。這樣的陪伴，
是幸運，也是幸福。」
現場有很多中老年人，熱情和執

着不減年輕人，他們既是榮迷，也
是活動義工。我問有什麼驅動力？
他們都答得很純粹：「沒什麼，因
為喜歡，就是對他的愛，把大家凝
聚。」我將紀念現場拍到的照片發
給朋友們，居然有幾位的回應都傳
遞相似的信息：年輕人出席這類溫
馨活動，比上街示威更有意思。
顯然，這位已故巨星已經是一個

文化符號、一種信仰。榮迷相聚，
不僅僅交換信息，還從他的好中受
到啟發。在今日撕裂的社會，如果
有這麼一個人，他曾經的真誠、良
善能感染後人，他所代表的美好時
代及奮鬥精神，予人力量，那麼，
不但值得紀念，更應發揚光大。

「清明時節雨紛
紛，路上行人欲斷

魂。」這首千古傳頌的杜牧名詩，
每到清明時節便見今人傳誦，然而
卻未能反映當下孝子賢孫去拜祭先
人的情懷，今之後人到清明都與往
時的後人一樣對慎終追遠的傳統未
有改變，變的是而今的後人在清明
時節，除舉家攜帶香燭紙紮，還有
燒豬三牲等祭品前往拜祭先人，有
的青年還會攜帶結他音響，與家人
如同赴嘉年華一樣唱歌燒烤，腦子
裡還有低吟「清明時節雨紛紛，路
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
然而氣氛與心情卻是與往時大不
一樣。其實，現代人每逢清明節去
拜祭先人，有些孝子賢孫卻如去踏
青遠足一樣。
隨着時代演變，現代人時興火化
葬在骨灰龕。最近，香港政府為了
市民利益，增設公眾骨灰龕供後人
申請，為先人擺放骨灰之用，最惠
民的是可以與家屬相伴安放，誠德
政也。
在外的孝子賢孫，也在清明節前
抽空返家鄉拜祭先人以表孝思。遠
在一海之隔的台灣同胞，每逢清明
時節家人同返家鄉，一來拜祭先
人，二來可解鄉愁。今年，內地公
佈今後逐步為在大陸之台胞提供國

民待遇，包括在內地學習、創業、
就業、生活提供與內地同胞同等的
待遇，推動兩岸同胞一同弘揚中華
文化，促進心靈契合。
此項惠台胞的政策公佈後，引起

台胞很大的反響和興奮。適逢清明
節回鄉祭祖之際，引來更多的台灣
同胞返鄉了解情況，一舉多得，實
在是好事。
說來很遺憾，俗語有云：「清明

節添新墳」。最近，香港有兩位政
界名流因病辭世，令親友難過懷念
不已。前全國政協常委，紡織界名
流唐翔千老先生不幸因久病而敵不
過病魔去世了。唐翔千夫人人稱
「唐媽媽」，是香港婦女界名流。
唐翔千公子唐英年亦是全國政協常
委，一家都是英傑，為國為港作了
很大貢獻。曾記得數十年前，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往新疆視察，當時正
是八月炎夏，政協團友們個個都是
夏裝出發，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
在新疆驟然下起雪來。
正當不知如何是好，唐翔千政協

常委率領團友往他在新疆的毛衣
廠，眾人如獲至寶，忙購衣添暖，
成一時佳話。另一位是全國政協委
員，書法名家計佑銘先生，亦不幸
仙遊，眾親友為之難過與悲痛。還
望兩位逝者好走上路，更望家人節
哀順變。

朋友回西安探親不
時傳來漂亮的花花照

片，不只家園中的紫藤也有郊外大片
桃花，估不到陝西那裡也這麼春色無
邊，哈哈！再看一些各地網友上載私
照，發現今年整個亞洲地區花開得特
別燦爛，日、韓、台灣櫻花提早盛
放，踏青賞花人人樂！令今個復活節
假期旅遊業十分興旺，內地亦是從南
到北春色滿園，湖北油菜花，貴州的
櫻花非常繁盛，江南的梅花、桃花更
不用說；連塞外青城呼和浩特出現塞
外桃花浴春雪的美景；西藏林芝波密
縣桃花溝裡的桃花綻放；有「隴上杏
花第一村」美譽的甘肅唐汪鎮的杏花
競放；山東沂源縣正值大櫻桃、桃等
各類果樹花開，到處勾勒出一幅幅美
麗的春景圖，吸引了不少市民遊客前
來暢遊花海享春光。
不禁讚嘆，寒冬揮手去，春天翩

然來，鳥語花香，春風淺吟低語，
呼喚人們投入自然的懷抱，赴一場
春天的約會。
當遊客踏青賞花很快樂之時，當地

果農卻忙碌地在果園裡，進行果樹修
剪、疏花授粉等田間管理。但果農都
是快樂的，因為將來果實能大豐收
哩。花對任何年齡的人類都有天然的
吸引力，引人笑逐顏開的魅力，人在
花海無不心曠神怡的。一個城市一個
公園，沒有花就沒有生氣。

談到賞櫻，有香港人竟然不信內地
有櫻花可賞，更誇張地說櫻花是假
的。哎，可能在屋苑商場有假花裝
飾，拍廣告拍戲有假。如果開放畀遊
人賞櫻，在野外的花怎能假？看來包
裝宣傳很重要，日、韓就很成功，種
在公園或平原，打造成野餐之地，不
像內地，都種在山區農村，遊人駕車
去觀賞一下「打卡」就走。
日本每年的3月3日稱為「雛祭り
（女兒節）」，女兒節又稱「桃花
節」，屬於日本傳統五大節日之一，
在日本有女兒的家庭會在家中擺設人
偶，相傳這些人偶會將一年的厄運帶
走，保佑家中成員健康、幸福、平
安！而女兒節人偶擺設是呈現慶祝
天皇、皇后大婚時的場景，因此擺
放也非常講究，台階通常是奇數表
示吉祥。女兒節除了欣賞女兒節人偶
外，記得要喝碗蛤蜊湯，因為蛤蜊擁
有成對的兩片貝殼緊密合在一起象徵
女孩子能找到好的歸宿！

赴一場春天的約會
小臻

七嘴七嘴
八舌八舌

享譽國際歌壇的陳美齡娶媳婦，新奶奶（家姑）
站在兒媳旁，又蹲下來幫媳婦整理裙襬，童顏纖腰

笑容甜美，竟然似「伴娘」多於似奶奶，當然這不是媳婦顯老，而
是奶奶太顯嫩了。美齡不老的傳奇，為「家姑」一詞有了新的詮釋。
出席美齡的娶媳宴，另一吸睛之處，是出自美齡之手的枱花，每

一桌都有不同的主花，中心點是高腳酒杯柔和的燭光，我們這一桌
的主花是洋桔梗，日式的精緻，清淡素雅中，在簡單中看到每一個
細節，完全配合婚宴簡約高雅的主題。美齡多才多藝，在歌唱家、
作家、教授以外，又多了一個花藝師的身份，她把花藝放在婚宴與
我們分享。
主人家辦婚宴本來就夠忙碌了，還要自己插近廿盆枱花？鮮花要

保鮮，只能在婚宴前一天張羅，真不知道新奶奶是怎麼弄的？美齡
說，一個兒子做新郎，還有兩個兒子可幫忙，母子們夾手夾腳，所
以每一盆都有不同姿態。
新奶奶和兒子們親手插的枱花，造就了人性化的婚宴，這是陳美

齡的一貫風格，她做什麼事情都親力親為，力求完美。她的親子教
育50法，把三個兒子送進了史丹福大學。
美齡坦言恨抱孫、湊孫，因為50個教育法，如能應用在孫兒身

上，也未嘗不是新的體驗，我們祝福她再下一城，把孫兒送進史丹
福！
席上鋒頭甚勁的，除了一對新人金子和平夫婦，還有美齡的二子

昇平和三子協平，兩個弟弟席上分別發言，和親友分享兄弟情，互
相擁抱，兄友弟恭，場面溫馨，可見母親的教育成就。
陳美齡1986年嫁予經理人金子力，當年中日聯婚哄動一時，中

日記者爭位大混戰。為免香港記者輸蝕，美齡巧妙安排了幾位香港
記者充當「陪嫁姐妹」，筆者是其中「陪嫁姐妹」之一，得以直擊
採訪美齡在娘家出門的過程，最記得一幕，當時她跪地斟茶給母
親，兩母女哭成淚人，要重新補妝。
美齡說，當年遠嫁日本，是遙遠的彼岸，而且父親早逝，特別有

感觸。如今卅年過去，美齡再餵高齡母親飲孫新抱茶，又再眼泛淚
光，陳媽媽很有福氣。

人性化婚禮方寸方寸
不不亂亂

日本為了強調三
一一核災已過七

年，呼籲香港撤銷解除福島產品安
全禁令，早前差遣外相河野太郎組
織團隊來港，為印證多項檢測過的
福島產品已符合安全標準，便於太
古的日本連鎖超級市場，試食福島
核爆後香港特區禁止災區進口的牛
奶蔬菜/和測試過輻射水平的凍
肉，並且試飲米酒。
有人笑說，河野團隊吃的也可能
不是福島產品，就算這產品真的來
自福島，不是天天吃足七年，只不
過吃那麼一點點，當然不會有問
題，後一說法倒也「未必」，一棵
擎天大樹成形之前，也不過是由小
小一粒種子發芽之後形成，真是有
害的話還是有害。
這幾年，認識旅居日本的親友，
至今還是對福島產品未有足夠信
心，至於遊日的香港人則早已善
忘。記得核爆之後，最初三五十
天，壽司店的確門堪羅雀，少見顧
客影蹤，可是不到半年光景，日本
東京那邊還驚魂未定，香港的日本
料理門前餓荒了的香港人又排長龍
了，時隔七年的今日，哈日旅行團
愈來愈見熱鬧，香港人連地震都不
怕，看不到的核爆自然更不當一回
事，要不是最近來了個「何嘢太

郎」，大家還不知道福島災區進口
牛奶蔬菜和測試過輻射水平的凍肉
米酒未經解禁，但遊日港人過去七
年之內，福島肉食菠菜青瓜水果，
怕已填飽了肚皮，加以物離鄉貴，
天價的福島肉食水果還吃得津津有
味呢！饞起嘴來，民以食為天，還
管什麼核爆，最多自我安慰認為吃
一點點無礙。
身為大和國人更不用說了，就算

出自福島而未經安全測試的產品，
受過愛國教育的日本人，一旦抱有
神風敢死隊精神，連切腹都無怨
言，為了做好特區七百萬人的大生
意，河野太郎大概也不惜變身為
「食嘢太郎」，為國家以「食」殉
國也在所不辭，這場試食或者無驚
無險，但是外相精忠報國之情，看
在香港人眼裡，也算行為勇士。

白色「敢死隊」

依照迷信的說法，我是個六
親緣淺的人，自小便極少在父

母身邊生活，被到處寄養成了我童年的家常便
飯。在我的記憶中，我未被寄養在外婆家。而
我對外婆的感情卻是極深的。
據說我是由我的外婆接生的。生我的時候，
母親年紀還輕，她和父親的感情也不大好，所
以「殃及池魚」，對我便也沒有多深的感情，
打罵雖不多，但總是很淡漠。彷彿我不是她的
孩子。母親最終還是離開了我和父親，去尋求
她想要的幸福了。
母親離開後有兩年的時間，我被父親寄養在

四姨家裡。四姨家距離外婆家很近，我這才得
以和自我出生以後就極少接觸的外婆熟悉起
來。外婆那時已經年邁，有着極嚴重的哮喘，
在姨母們的眼中是個古怪、苛刻而又不近人情
的老太太，表弟表妹們也不大喜歡她，唯獨我
與她親近。
後來我才知道，姨母們對外婆的不滿大抵是

由於外婆對她們從小要求就很嚴格。外婆出身
大家，因舊時的「女子無才便是德」，所以一

字不識，後來到鄉下嫁給外公，生了幾個女
兒，便盡力地要女兒們讀書識字，亦不忘教她
們嚴謹的規矩禮儀，在那個惟願吃飽肚子，萬
事皆可拋諸腦後的年代，母親和姨母們自然對
她的教育感覺不滿，而外公對生活的要求亦不
高，總是得過且過。
那樣的外婆是孤獨的。孤獨的外婆撿到了一

個兒子。鄰村的人家生了許多兒子，又生了一
個，恐怕養不起，便將兒子浸入糞桶，被外婆
撿起救了回來。外婆不是想要養老送終的兒
子，只是憐憫那個被拋棄的即將要失去的生
命。撿回的兒子被糞桶裡的髒物浸得有些癡
傻，但對外婆卻是極其孝順，最後是他為外婆
和外公送終的。
外婆不識字，卻背得很多古詩，張口便可吟
上幾句，抑揚頓挫，韻味十足。我問她哪裡學
來？外婆便微微紅了臉。於是，在很長一段時
間裡，外婆家的院子裡，她低聲地吟，我靜靜
地聽。末了，外婆給我起一個只有她自己喊的
名字︰小月亮。外婆營造的詩情畫意讓我貧瘠
的鄉下日子過得浪漫無比。

外婆家在嘉陵江邊的龍門鎮，她帶我到鎮上
去玩的時候往往會避開熱鬧「當場」天，也就
是廣東人「墟日」。街上人不多，外婆會拿出
她一點點省下的私房錢，給我買一個鍋盔夾涼
粉，一路吃着，一路走到龍門碼頭，在碼頭的
台階上坐上半天，看江邊的蘆葦叢，看遠處的
天際線。鍋盔涼粉和碼頭的蘆葦在以後成了我
懷念外婆的儀式中最溫暖的記憶。
大抵是因為外婆對我太過疼愛的緣故，多年以

後的一個夜晚，我在千里之外夢見了她，同小時
候一樣，她囑我照顧好自己，便笑着離去。
那年清明節前夕，便收到父親的信，告知外
婆去世。而我對於死亡的感覺是淡而又淡，覺
得人來了，就是要走的，或是回到那裡，或是
回到這裡，是一件極其平常的事情。因而並沒
有感覺十分的悲傷，正如外婆早前曾經告訴過
我的，她會到另一個世界，念着我的時候，是
快活的。
又到清明時節，雖是「清明時節雨紛紛，路
上行人欲斷魂」，但我們不必選擇悲傷。愛和
懷念，才是清明節的意義所在。

清明時節憶外婆

喊茶上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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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一核災四年後福島種出的
「奇異果」（網上截圖）。作者提供

■張國榮逝世十五周年。

■窗外盛開的櫻花伸進教室內，學生
自習時也應該特別精神。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