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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东方明珠

晨醒，睡眼惺忪拿出手机刷屏，看到

文友君娃发来的一组原木长桌照片，顿觉

睡意消弭，头脑清醒。图片上，天然造型

的原木长桌自然、质朴、原始、粗犷，甚至

还带有一丝野性和不羁。我回：喜欢！少

时在乡下读书，用的就是这种原木长桌，

那时觉得很土。现在看来，拥有这样的课

桌，该是何等的幸运和幸福。她回：可惜

那时年幼，审美观尚没形成，辨不清璞玉。

是的，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的审

美标准和情趣。少时不屑的物件，现在遇

见却备感珍惜。而人们眼中所谓的时尚，

不过是一个轮回又一个轮回的翻转、重

组、再现。这组原木长桌图片把我的思绪

拽回到儿时时光。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皖北农村的生

活相当清苦，有些家庭甚至连温饱都成问

题。在此情形下，父老乡亲们对教育却依

然看重。记忆里，儿时的玩伴没有因家庭

困难失学的。如若哪家的孩子到入学年

龄还没去学校报到，生产队长、大队书记、

学校老师便会轮番上门说服家长，帮助其

解决困难，直到孩子挎起书包走进学堂。

那时没有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村里有个

不成文的规定：无论何种情况，孩子一定

要读到小学毕业方可离校。用当时大队

书记的话说：我们村的孩子走出去，最起

码要会写自己的名字，能识文断字，懂得

做人的道理……因此，多年后，当我从媒

体报道中看到因贫失学的孩子时，曾一度

不能理解。

我就读的小学在村东头，小学校是一

座关帝庙改建的，教室虽不十分明亮，却

是宽敞的瓦房。那一处的房屋，是村里最

漂亮的建筑。开学前几天，爸爸送给我一

个花布书包，我却满腹不悦，一门心思想

要个哥哥那样的黄色军用挎包。爸爸耐

心说女孩和男孩不一样，女孩用花布书包

更漂亮，等等。直到我开心接过书包，爸

爸才长长舒口气。

开学第一天，爸爸因为要到几十公里

外的学校上班，妈妈忙农活，哥哥便带我

去学校报到。路上，哥哥叮嘱我：老师点

名时，要立正站直、昂首挺胸，声音响亮回

答“到”，这样才有学生样子。上课点名

时，我按照哥哥说的做了，老师的目光在

我脸上停留片刻，微笑着继续点名，快下

课时，老师说：我们要选个班长，大家都还

不熟悉，就让邵红梅先当吧，等大家熟悉

后再选。就这样，一个规范的站姿和一个

响亮的“到”字，开启了我学生时代的“执

政”生涯。现在想来真有些戏剧色彩。

教室内的课桌是长木桌，长的约三四

米，短的大概两米多，参差不齐，没涂油

漆，是真正的原木，一条长桌前坐着多则

七八个，少则四五名学生。桌面、桌腿布

满歪歪扭扭的铅笔字迹，还有小刀划痕的

“三八线”……

放学了，哥哥来接我，问我上学第一

天感觉如何。我兴高采烈地说老师让我

当班长了，今天帮老师给同学们发书和作

业本，老师还说让我帮他一起把班级管

好。说着说着我声音忽然低沉下来：课桌

太破，我一点都不喜欢。哥哥说：等你读

到三年级就可以用上正式的课桌了。我

马上睁大双眼：真的吗？正式的课桌是什

么样子的？哥哥说明天带我到他教室看。

第二天放学，我迫不及待地跑到哥哥

所在的教室。一进门就感觉眼前一亮，太

漂亮啦，清一色的紫红色桌椅，桌面下还

有可以放书包的位洞。我坐在那里不愿

意走，跟哥哥说我要直接读三年级。哥哥

显然有些嘲笑的意思：你读三年级能听懂

课？我也意识到刚才说的话不靠谱，于是

跟着哥哥乖乖地回家了。从开学第二天

起，我就憧憬着走进三年级的教室，觉得

只有配备那样的桌椅才可称得上教室，也

只有坐在那样的课桌前上课，才可称得上

真正的学生。

临近暑期，母亲告诉我，村委会决定

了：把大队部院子里的几个大杨树伐掉，给

学校做课桌。等再开学时，我们就可以用

到新的桌子了，听到消息后我高兴地跳起

来，然后一蹦三跳地向同学们传递喜讯。

村子里的两位木匠，是师徒、也是父

子，外姓。在乡下，村落是以姓氏划分的，

一个村子里的人基本都是同一个姓氏。

但凡外姓，多半是解放初期逃荒至此，因

家族人少力薄、无人帮衬，常常会学点手

艺营生，这样日子过得相对宽裕些。因不

同姓氏，没有辈分，彼此便按照年龄大小

称呼。木匠师傅年长于父亲，我便称其为

大爷，称木匠徒弟为大哥。

暑期，我经常跑到临时搭建的木匠铺

观看课桌制作的进度。一开始，我以为木

匠大爷做的是正式课桌，后来发现是长木

桌，为此，我失落了好几天。木匠大爷笑着

说，这几棵杨树的料哪够做那么多课桌，再

说时间也不够。木料不干透，做好的桌子

会开裂。我那时哪懂那些，只觉得长木桌

不是真正的课桌，不好看又不好用。

老木匠丈量木料尺寸、吊线、锯木、

开榫头、凿榫眼，小木匠刨面、打磨、刷桐

油……打磨木面是个细工活，小木匠干

得认真且专注，却不时招来父亲的奚落：

桌腿打磨的不细，上面还有木刺，娃娃的

皮肤那么嫩，万一扎到怎么办？小木匠

不吱声，继续低头打磨。

整个暑期，父子俩吃住都在木匠铺

里。母亲说，夜半醒来经常能听到木匠铺

传来的叮咚声。

十张长木桌摆到大队部院子里的时

候，村里很多人都去观看。这个说：看这

榫眼开的，榫头接的，愣是看不出接缝，这

活真叫一个细。那个说：这桌面打磨的像

镜子一样光滑，把赵家村的老木头（资深

木匠）叫来开开眼界，让他瞧瞧什么叫绝

活。木匠父子俩站在一旁听任众人评判，

只顾“嘿嘿”笑着不说话，那神态，隐隐透

露出一丝骄傲和得意。

因为要赶在暑假开学前完工，桌面只

刷了几遍桐油便搬到了学校里。第二年

暑期，大队书记说再刷层油漆，校长说这

样挺好，不用再麻烦了。于是，原木长课

桌陪伴我度过了一年半的小学时光，我尽

班长之责提醒同学们不要在桌面上涂

画。搬进三年级教室前，长木课桌依旧新

亮如初。直到我初中毕业，那批长桌依然

在教室里与同学为伴。

几年后，再回母校，学校已迁移他处，

新校新面貌，那批长桌从人们的视线中消

退。我没有去打探它们的去向，听说美术

老师留下一个，问其真伪，他笑而不语。

后来，人们渐渐淡忘，直至无人提及，那批

原木长课桌就此悄无声息地隐卧在我记

忆深处，多年不现。今早，忽地被君娃发

来的一组图片勾捞浮现，忆之，倒也温馨。

记不清是何时，大约 10 多年前吧。

也许在广播里，也许逛书店时，有一种乐

音，传入耳际，难以忘怀。它不响亮却别

有一种深厚的韵味；它不欢快却能走进人

的心里。在“相遇”几次以后，我终于在书

店买下他们正在播放的CD，知道那是古

琴的声音。

古琴，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的乐

器。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它一直是

文人雅士修身养性之物，与围棋、书、画并

称为“书房四艺”。孔子爱琴，据说会弹

《诗经》里 300首琴歌，还创作了《猗兰》。

大文豪苏轼在颠沛流离的一生中与琴相

伴，抒发自己旷达的情怀：“散我不平气，

洗我不和心，此心知有在，尚复此微吟。”

古琴的吟唱给人带来惬意轻松，忙碌

的工作之余，在那古朴温润的声音中，让

生活的车轮放慢速度，让紧张和烦恼随音

符飘散，心像杯中的茶叶舒展沉静。后来

我跟随一位老师学起了弹奏古琴，便更深

入地了解了它。

琴是乐器，其实远不止是一种乐器。

古人在造琴时，就把我们中国文化和哲学

融入其中。最早的古琴有五根弦“宫商角

徵羽”，对应着“金木水火土”五行，后周文

王和周武王各加一根弦名“文”和“武”，也

是对称的。琴的上盖板圆，下盖板平，象

征天与地；缠弦之处为山（岳山），七根弦

由岳山而下，恰似江河之水，奔流至琴尾，

并注入背面的“龙池”和“凤沼”；将琴竖

起，从上至下分别有额、眉、颈、肩、腰、尾，

背后还有两只足（雁足），恰如一位挺胸束

手而立的君子；琴中有天地山水和人，琴

的三种弹法“泛散按”对应“天地人”，正是

“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的体现。因为共

鸣箱较大，琴的音量属中等，绝无刺耳之

音，琴曲也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表达

情感时保持节制与和谐，体现了“中和”

“中庸”的儒家思想。弹琴时要端坐、净

手，“停欲静虑，不逐声色”，又有如佛家参

禅打坐。

学琴之后我对听过多年的琴曲才算

真正有所领悟，它们带给我的享受远不止

于最初那种音乐的美感，更是对心灵和情

操的净化与提升。记忆中第一首弹不释

手的曲子是《良宵引》，这首仅3分钟的短

调，把人带入心旷神怡的美好夜晚，或是

“更深月色半人家，百斗阑干南斗斜”的春

宵；或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

片”的夏夜。

坚持不懈一段时间后，我开始学习中

型的曲子。比如“梅花三弄”，它是中国十

大古曲之一，婉转玲珑的曲调很有民族特

色。记得学此曲时正值冬日，我去世纪公

园赏梅，天很阴沉，游人不多，正待离开，

天上飘起雪花，风吹着雪花飞扬，落在梅

树、梅花上，粉白嫣红的花瓣越发清丽脱

俗，细长的梅枝在风中微微颤动，花与雪

轻轻舞蹈，那节奏正应和了我心里响起的

《梅花三弄》主旋律。后来每次弹奏，梅花

那不惧严寒、凌风傲雪的身姿就浮现眼

前。

有一年的“师生音乐会”上，老师让

我独奏《流水》。这是我最喜爱的琴曲之

一，不是因为管平湖先生演奏此曲的录

音被美国航天飞机送去太空寻找宇宙的

生命，也不是因为那“72 滚拂”的炫技弹

起来十分过瘾，而是这首曲子给我很深

的触动。它开始于简单的几个乐音，类

似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开头命运的敲门

声，继而几小段桀骜不驯的旋律与高音

区泛音，仿佛山泉（生命）之始，为岩石所

困，孱弱迷茫；然后几段中音区的优美旋

律，仿佛是涓涓细流逐渐壮大成形，在不

断寻找出路；随后几段大幅度的上下滑

音我仿佛看到小溪穿山越岭、飞沙走石，

一步步迈向人生的辉煌顶峰；到最精彩

的“72 滚拂”时，我看到的是在它与命运

的抗争中，有获得有成就，但也有折翼有

损伤；最后一个滚拂结束之后，优美的中

音区主旋律再次出现并升华，仿佛经历

大起大落、悲欢离合后，生命在学会接受

与放下；在最后一段如歌的行板响起时，

人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每弹至此，

我都几欲落泪，感觉到一种脱胎换骨的

新生，又有着海阔天空的释然，那就是音

乐给人的启迪与力量吧。

爱上古琴是一种缘分，也是祖先的血

脉留在身上的烙印，作为中国人，祖国几

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库。

去年4月17日，应联合国纽约总部之

邀，我有幸出席联合国举办的“中国日”文

化活动，其中茶艺和茶展成为主打项目。

据说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举办的

茶艺盛会。

参加这次活动的有数百人，整个会场

气氛热烈。我带着中国的六大茶系样品，

一一向参观者介绍展示。大家只知茶的

发源地在中国，却不知中国还有六大茶

系，数千种茶，有不同的制法和口感，令众

人大开眼界，兴趣盎然。每品一款茶都要

提出各种问题，经解释后似有所悟，纷纷

要当场购买，更有要做代理者，主动留下

联系方式。

有位日本友人当场提出不少问题，

并自诩日本的茶道是茶界的最高境界。

好在我也是有备而来，侃侃而谈中国源

远流长的茶文化。我强调，茶在中国已

流行几千年，神农氏尝百草中毒，就发现

了茶能解百毒。《本草拾遗》中有记载“诸

病有诸药，茶为百药之首”，百姓无论哪

里不舒服，都会用不同的茶，不同的方法

来烹制，饮后都见功效。由于经常饮用，

最后走进了日常生活，成为生活必需

品，即“柴、米、油、盐、酱、醋、茶”。文化

人品用后，思路大开，口吐妙莲，心旷神

怡，茶也成为文化人的必需品，并称“琴、

棋、书、画、诗、酒、茶”，所以中国的茶是

接地气的。而日本的茶本源于中国，是

日本和尚来中国修行禅学时发现，觉得

这是好东西，才带回日本。因为珍贵，只

在上层皇家贵族中享用，并以“茶道”束

之高阁，以“清、静、寂、和”四字来自我规

范，自我享受，因而不接地气。日本友人

颇不服气，说这四个字是茶的最高境界，

是我们数百年来总结出来的，只有这样

的规范，才得以成道，真正享用领悟到这

茶道精神，而你们只有种茶和泡茶的艺

术，层次无法和我们相比。

我笑道：“你们从中国引进茶只有几

百年，而我们老祖宗在一千二百年前就总

结了茶的真谛。唐代卢仝诗人，后代称他

为茶仙，日本历史上也有记载，著有《七碗

茶》的诗句：‘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

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

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

腋习习清风生。’这诗句在日本也颇流行，

但不一定尽领，所以才出了你们这茶道和

四个字。其实诗句中早已概括喝茶的真

谛。口干了，喝茶解渴，第一碗是生理的

需要。第二碗因喝茶能解闷，心情愉悦，

解除孤闷，这是心理性的。第三碗喝后，

大脑启动，才思敏捷，创作出很多诗句和

文章，这是文理性的。第四碗一喝，什么

事都想通，豁然开怀，这是哲理性的。到

第五碗、第六碗喝后，人与自然接轨，放下

一切烦恼，能与大自然对话，这是精神性

的。所说的第七碗不能喝，因为可能不食

人间烟火成仙了。所以这七碗茶的叙述，

不但道出茶的本意，而且接了地气，通了

自然，大自然才是真正的道。任何事物不

接地气，则成不了道。日本茶道四字中的

‘寂’我不认可。因为‘孤闷’与‘寂寞’是

同义词，喝茶能愉快，能破孤闷和寂寞。

喝茶聊天，天经地义。而你们的茶道惜语

如金，喝茶从生理、心理、文理、哲理上的

顿悟和愉悦都被牢牢锁住，‘心中有道，何

需立规矩’。”

说到此处，旁边有位美国朋友恍然

大悟说：“早知道喝茶这么多好处，我也

不会与妻子离婚了。”我当即笑答：“那你

一定要喝到第四碗后才能想通，领悟到

喝茶的魅力。”大家都笑着鼓起掌来，场

内气氛更加热烈。这位日本友人也点头

称是，笑着说：“再来一碗吧，以后有机会

再来请教。”

此次联合国纽约总部“中国日”茶文

化之旅相当成功，联合国电视台还拍了

茶艺表演的专辑，再次应证联合国世界

卫生组织将茶推荐为人类第一健康饮料

的道理。中国深厚的茶文化被世界公

认，茶成为 21世纪最流行的健康饮料，也

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和平大使，将源远流

长的中国文明、深厚的茶文化、健康的正

能量带到世界各地，各国深度交融，共同

发展。

火球跌落凡尘的瞬间，

我就明白你蓝蓝的背影，

已见证了那个无法预知的世界。

于是就有了善意的那一页日记。

它最初的颜色是残杀私密的网页，

然后是制造三岁孩童的梦魇。

我不怕失败的面孔，

也不怕恶魔荡漾我的梦幻。

找一个安全静谧的石凳吧，

说说他的海岸究竟有多少蔚蓝。

然后感觉一下你我曾经执著的一片海。

如果你现在能勇敢在把我手儿牵，

我会用心读完你的彩霞满天。

不去狂喜不去哭泣不去悲哀，

因为我们早已过了，

天真烂漫织梦的孩提时代。

爱上一种声音
□张艳阳

苏格兰乡村（摄影） □程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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