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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一个散发着稻香的

湿润名字， 坐落于春末夏初，

长在土地里，落在诗词中。

细风斜雨， 雨生百谷，尽

城花香。 农人种瓜点豆，播谷

插秧，文人敲句吟诗，观雨品

茗。 一壶煮沸的谷雨茶，在唇

齿间回绕。有浓淡，有冷暖，亦

有悲欢。 万千滋味，融入了世

事与情感。

谷雨茶的文化内涵十分

丰富，古人云：“诗写梅花月，

茶煮谷雨春” 。 谷雨茶是谷雨

时节采制的春茶， 又叫三月

茶，与清明茶同为一年中的佳

品。

明代许次纾在 《茶疏》

谈到采茶时节时说：“清明

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

其时适中。 ” 唐昭宗时户部

侍郎陆希声 《茗坡》 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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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诗僧齐已留下了三首谷雨

有关的茶诗， 其中一首是

《谢中上人寄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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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远芳香

寄，无来又隔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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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未采摘满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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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雨茶。 大文豪苏东坡对谷

雨茶也留下了“白云峰下两

旗新， 腻绿长鲜谷雨春” 的

千古名句。

民间谚语云：“谷雨谷雨，

采茶对雨。 ” 谷雨时期采摘的

茶细嫩清香，味道最佳。 故谷

雨品茶， 相沿成习， 俗话说：

“尘纷浊世多烦忧，雅茗居里

茶一壶。 品茗会友同享受，一

杯入肠解千愁。 ” 谷雨时节，

沏上一壶谷雨茶，伴着高山流

水，杯里的波涛，高过海边的

浪花，高过白露之后的月色和

莽莽的群山。 舒展的叶片，兀

自打开尘世的秘境。

茶生水之畔， 山之巅、坡

之阳、壤之饶、常年雾气遮绕，

烟岚窈窕， 吸天地之灵气，纳

日月之精华，谷雨时节，采其

嫩叶，或如雀舌,或像尖枪，机

揉手搓，所制之茶，如银针，似

毫勾，色泽嫩绿。

“玉盏生液 ， 金瓯雪泛

花” 。 茶乃世人的重要组成部

分，人生亦如茶，却总会有淡

淡的愁苦。

一杯谷雨茶在手，让人忘

却几许烦忧。 时光若水，无言

即大美。 穿过钢筋水泥筑就

的红尘， 看破功名利禄编织

的虚无， 才有了自成的格调

和对岁月的了悟。 茶中有大

道，风餐露饮，海宽云阔 ，都

是归属。

汲日月精华， 沐春水秋

露，以欲笑还颦的豁达，过滤

心境，让弹指而过的光阴收藏

灵性。 世事摇曳。 欲语还休的

静默，透着澄明。

再华丽的词语，也比不过

谷雨茶那一缕缕温存。

·

本土优秀诗词作品选

庚子春

幽居久闭门，日渐已春深。

却顾窗前影，疏疏现绿痕。

李明仙（清镇）

茶语

人闲春坞下， 煮水带花容。

一饮清风意， 飘飘欲荡胸。

王钦（乌当）

山情

娴静云出岫，烟岚隐翠微。

鸟鸣穿壑谷，夕照映霏蕤。

皎月巅峰上，丹枫碧涧围。

乡愁何处寄，秀岭叩心扉。

张世贤（南明）

惊蛰抒怀

佳气来还淡， 春晖有若无。

徒闻雷雨动， 未见水云酥。

物象虽难改， 天机岂可殊。

终须逢妙手， 应候展良图。

刘维桥（观山湖）

谷雨

寒退日新晴，春深绿野明。

引蜂千蕊乱，浮茆一塘清。

垄上蛙初咏，山前鸟复鸣。

南村耕向早，几处起鞭声。

辛来万（花溪）

山中杂咏

曲径通幽处，清风扑面来。

人闲心不老，夏浅草何哀。

缱绻南山雾，连绵石道苔。

欣闻新酒味，野叟醉高台。

龙振祥（息烽）

暮春行吟

燕子低飞掠水频，徜徉河畔少行人。

天将欲雨乌云聚，风骤花飘满路滨。

宋声远（小河）

枫叶谷羽毛枫

春花秋蕊自缤纷，我有丹心月下吟。

不向长空丰羽翼，安于幽谷忘清贫。

张成兵（云岩）

郊行

一路清溪绕陇丘， 绿堤香满舞风柔。

村童惫赖先知暖， 半卸春衫倒跨牛。

杨林（观山湖）

所见

晒谷阶前守日归， 柴门独坐两鬓衰。

偷食院雀欺无力， 竹杖挥来不肯飞。

丁尚宴（南明）

兰

埋没寒山随野草，暗沾流影似春光。

不辞寂寞三更后，犹送东风一段香。

何伟（清镇）

枫叶谷情韵

乌当秘境览风光，新堡红枫韵味长。

春夏层林情似火，谁言浓艳只秋霜。

刘君泉（开阳）

过南明河

河畔今晨水涨初，楼前白鹭羽轻舒。

青天昨夜超级月，水浅未知映入无？

汪常（南明）

夏夜追凉

皎月光辉覆绛英，婆娑竹影映窗棂。

三更起露清风爽，翠叶纷纷奏曲鸣。

杨芳（白云）

夏韵

蜜蜂庭院慰勤家，得意清风拂柳丫。

秀水黔山酬远客，一弯新月一壶茶。

钟显武（百花湖)

小满

雨脚丝丝透草衣，落英殆尽麦丰腴。

低飞紫燕衔虫哺，陌上田夫竞使犁。

袁久森（云岩）

异地扶贫

莫叹穷居瘠地荒，搬迁异地沐朝阳。

曾惊路比刀崖险，甫感花同玉酒香。

肩荷银锄蒔园卉，手持电控护车场。

青春有梦留桑梓，巧扮新区着靓装。

秦应康（南明）

过贞丰至紫云高速有感

屏岭重重穿古画，群山滚滚走奔雷。

长桥跨涧蛟龙跃，大翼垂天鸾凤回。

几处人家贴断壁，千曲羊道挂崔巍。

谷中谁唤浓雾起，莽莽苍苍白玉堆。

杨文（息烽）

游枫叶谷

当年采药灌丛幽，今日重来八百秋。

忽入桃源梦幻境，飞临迷眼蜃云楼。

山形原护苗坪坝，驮马曾经香纸沟。

雨霁乐园吟友聚，开颜初夏补春游。

董忠品（乌当）

筑城扶贫

筑城业事共扶贫，易地黎农转市民。

妙手疗伤医老病，悉心施教育贤人。

隆兴文旅多嘉景，敞亮乡居有睦邻。

致富茶园皆翠绿，增收蔬果尽逢春。

戎承谦（修文）

清平乐·扶贫干部

驻村扎寨，技术传帮带。 拔尽穷根都不

再，胜过披红挂彩。

春来播种新秧，家家正好农忙。 待到秋

收时候，定然硕果飘香。

李华（清镇）

虞美人·初夏杨家

新蝉时噪山深远，水墨飞天卷。 幽簧密

处掩人家，白白红红绿绿、绕篱笆。

枫香小院浓阴下，客子随风雅。 主人围

坐奉明茶，浅酌轻言香似、满庭花。

陈善姝（息烽）

鹧鸪天·立夏

老树新藤遮鸟鸣。 斑竹摇曳和清声。 繁

花渐隐循天道，雏果初发怡我情。

梨吊碧，李垂青。葡萄串玉对晶莹。庭前

鹤步邀平仄，茶酒诗书自在行。

叶野（白云）

满庭芳·羊昌小城镇建设

秘境黔中，泉城山北。万壑飞瀑深藏。古

桥横亘，荒草伴夕阳。 屯堡难寻旧迹，经风

雨，沉睡羊昌。 借佳音，春风吹遍，何处造辉

煌。

新墙，换旧貌，满街古味，歌舞轻扬。 愿

吟读声声，更显华章。 南北贯通提速，惠百

姓，一路春光。 回首望，村烟袅袅，桃李共芬

芳。

黎人文（乌当）

� � � � 春日，清晨，或者夜间，闲卧

床头，静听风声、雨声、鸟鸣声，

舒适，惬意，亦是人生快事。

风声雨声，宜在夜间。

躺在床上，听着风声，心亦随

之起落。

春风料峭，微冷，与春风迎

面相遇 ，纵有春阳 ，寒意犹在。

花草树木，闻风而动。 “野火烧

不尽，春风吹又生” ，一夜春风，

春草绵绵如画卷， 又将铺满山

川。 春风杨柳万千条，沿河风光

带两岸的杨柳，又将裁出细叶，

袅袅婷婷舞春风。 春色满园关

不住，春花又将开满枝头，雪白

粉红，且娇且香。 春风乍起，一

定吹皱了故乡池塘水， 涟漪层

层，宛如娴静女子 ，掩嘴轻笑 。

谁言“春风不度玉门关” ？ 春风

过处 ，关内关外 ，山山岭岭 ，都

将重披绿装，“装点此关山，今

朝更好看” 。

清晨， 启窗而观， 或走向原

野，天地间，新绿又添几重？

春雨紧随其后；或者说，春风

携带着春雨， 春雨拉着春风衣

袂，在白天或夜间，悄然如约而

至。

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

雨亦如风， 或疾或徐。 风雨

同行，雨借风势，风助雨威，宛如

急管繁弦交响曲，“叮叮当当” ，

“噼噼啪啪” ，隔着窗户，兀自扣

人心弦。 风消停，雨仍在，时缓时

急，缓时婉约，急时豪放。 窗外，

天地间， 如有行云播雨神兵往

来，乒乒乓乓，淅淅沥沥，行踪飘

忽。

春雨贵如油。 春风唤醒大

地，春雨滋润万物，草趁势绿起

来，花趁势开起来，树木、庄稼趁

势疯长……雨声跌宕，心也起伏，

雨过处，大地上，山山水水，参差

错落，五彩缤纷。 春风又绿江南

岸———其实，春雨方能绿江南。

夜色如帷，连通天地，风过雨

过，不见其形，但闻其声；听着这

风声，雨声，设想着风雨过后的

人间春色，遍地生机，如品茗，如

饮酒，如闻仙乐。

鸟鸣，宜在清晨。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

鸟” ，诚然尘世美事。 入住新居，

与鸟为邻， 常在鸟鸣声里醒来，

不起床，听鸟鸣。

昨夜雨疏风骤， 或者风轻雨

急，清晨风停雨霁，满天满地清

新，为满园鸟鸣铺就深邃辽阔而

又清新的背景。

若无风雨，春光明媚，鸟鸣声

起，欢快、嘹亮、清脆，似乎更胜

从前。

鸟鸣声穿窗而入，直送到耳

边 ，“啁 啾 啁 啾 ” 、“嘀 哩 嘀

哩” 、“呖呖” 、“恰恰” ……如

潮涨潮落，云起云飞，寂静的寒

冬过去，春天的协奏曲，如此美

妙动听！

新居在这座城里的安静去

处。 楼宇之间，长条形的绿化林

里，香樟树，桂花树，玉兰树，姐

妹似的； 铁树和万年青仰视，顾

盼生姿，俯仰有致。 还有雪松和

果树———桃树梨树枇杷树点缀，

还有茸茸绿草铺垫， 鸟儿们就

乐了，欣然在此安家，与人相安

无事。 鸟鸣，每天清晨，在这片

绿化林里传来。 往往， 飞鸿掠

影 ，起落无踪 ，鸟鸣 ，却是清清

楚楚，清亮，悦耳，天籁之音，绵

绵不绝。

若是沿着绿化林散步，或者

穿行林间，好似闲庭信步。 庄子

《齐物论》 云：“女闻人籁而未

闻地籁 ， 女闻 地 籁而 未闻 天

籁。 ” 天籁胜于地籁，更远胜人

籁，皆因“夫吹万不同，而使其

自己也， 咸其自取” ， 天然去雕

饰，浑然天成……鸟儿们上下翻

飞， 左右穿梭， 鸟鸣随之起伏跌

宕，如山涧溪水，如丝竹管弦，恰

似刘禹锡游武陵北亭：“林风天

籁，与金奏合。 ” 恬静闲适之至。

鸟鸣声如协奏曲， 为春天歌

唱，为自己歌唱，为散步者伴奏，

乐此不疲。

卧听鸟鸣，心随鸟舞。

恍如行走在寂静山林。 蓝天

白云，青山绿水，红尘远去，俗念

俱无，信步而行，青枝绿叶，鸟鸣

清脆，声声入耳。 蝉噪林愈静，鸟

鸣山更幽，天人合一，不知身在何

处。

又如回归少年乃至童年。 乡

下老家，山林茂盛，鸟儿群集。 呼

朋引伴， 进山牧羊砍柴扯笋捡蘑

菇，四面青山，四面鸟鸣。 那时以

为，鸟鸣不过寻常事，村里就该有

山，山里就该有鸟，有鸟自然就有

鸟鸣。 后来明白：那时太聪明了！

鸟鸣其实早如小溪之入大河、根

系之入大地，深植于童年记忆、故

乡记忆里了。

感谢这座闹市里有这样的所

在，绿树与鸟鸣不曾远去，长相厮

守。

隐居深山，深山老林，闲听鸟

鸣，如闲云野鹤，那是闲适的隐逸

情怀。 蛰居闹市，闹市小区，能有

一方静土如野，绿树葱茏，鸟鸣自

在，幸甚至哉！

春光不可辜负，踏春之青，赏

春之花， 似乎有些单一。 卧听天

籁，春风吹绿，春雨润物，鸟鸣唱

春，声声入耳，又是一番风味。

出门踏青赏花， 居家卧听天

籁，一个有声有色的春天，在我们

眼前完美呈现。

� � � � 为一本将要出版的新书

想名字，突然一个句子跃入脑

海，“我要从所有的天空夺回

你” ，很有意味，它来自茨维

塔耶娃的诗， 原诗是这样的，

“我要从所有的大地，所有的

天空夺回你” ，“我要从所有

的时代 ， 所有的黑夜夺回

你” ，“从所有的金色旗帜下，

所有的宝剑下夺回你” ……

茨维塔耶娃的这首诗算是情

诗，可以把情诗写得这么波澜

壮阔，所以她才被那么多人喜

欢。

天空意味着什么？泰戈尔

《飞鸟集》 中散文诗 《萤火

虫》 这样写过，“天空没有翅

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 ” 这

句闻名遐迩的诗使得无数少

年第一次对天空产生文学层

面的想象与理解。天空自然是

寻找不到鸟儿翅膀飞过的痕

迹的， 但有飞机拖尾的曲线，

有云朵移动的蠕痕，有流星划

过的轨迹……总而言之都是

瞬间消失的事物，天空的永恒

让试图在天空留下印痕的一

切事物都显得浅显，而天空下

的少年，往往对这些浅显的东

西，表现出一副迷恋的样子。

我有点恐高，但却很喜欢

顶端， 爬山要爬到山顶去，住

房子喜欢住高楼的顶楼，年轻

时曾把县城里所有高楼的楼

顶都巡视了一遍，工作后也常

登上办公室所在大楼的顶层，

这些举动都受一个潜意识的

驱使———我想离天空近一些。

有这个爱好的人，在登顶之后

总是喜欢把手掌伸出去，想要

触摸一下天空，可是天空是触

碰不到的，只有微风从指间吹

过，这样也很好了，风给指间

留下的温柔触感，像是帮爱的

人梳理秀发。

想起十八九岁时的一天，

在一个天高云淡的午后，我驾

驶着摩托车飞速行驶在乡村

的公路上，在一个急转弯面前

惊慌失措，速度把我带向了天

空，摩托车在冲过一道土坎之

后车头上扬，那个画面好像姜

文的电影里有过表现，短暂的

悬空之后摩托车重重地摔向

沟底……等我清醒之后，耳旁

是细草的抚摸和小虫的好奇，

还有远方的拖拉机在沉闷地

吼叫，但印象最深的是，我看

到了以往不曾看到过的天空，

那片湛蓝比以往更蓝，那片清

澈比以往更为清澈，天空不是

老人，天空是个孩子，此刻它

就好奇地俯视着躺在沟底的

这个人，后来每每读到王尔德

的名句 “我们都生活在阴沟

里， 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都

会忍不住想到我躺在干涸的

土沟里长时间观看天空、大有

赖着不起来之意的场景。

如果不是因为幸运，我那

次奔向天空的意外“旅行” 有

可能永远不会结束了，但天空

把我“返还” 了回来，或者说，

有股力量把我从天空夺了回

来。 那会是谁？ 除了大地不可

能是别的，大地与天空在很多

时候是竞争关系，大地时时刻

刻都在用它的“大手” 想要拉

住那些腾空而起的人，大地让

你老老实实地行走，干干脆脆

地趴着。天空给你旷远、诗意、

奔放，而大地给你粮食、草地

与水源，我喜爱天空，但终归

还是得在大地上行走、 匍匐，

鼻息间都是尘土的味道。

人在年龄小的时候，天空

会经常参与到实际生活与思

想活动中来，等成了大人，天

空仿佛就消失了，不存在了。

我在大城市生活的这二十

年， 就很少觉察到天空的存

在，出门坐公交车，公交车是

有盖子的；转乘地铁，地铁是

在黑暗的地下运行的； 进入

写字楼， 更是整个白天都见

不到阳光；下班回家，暮色四

合，想要行走在蓝白相间、柔

软温暖的天空下， 成为都市

人的奢侈。

走路快的人，是不适合看

天的，必须得是停留在原地不

动，天空才属于你。 黄永玉说

“想我的时候，抬头看看天” ，

真是一个好句子，看天时滋生

的想念，是最朴素最真诚最久

远的，所以说，这个老头儿才

是最懂深情的人。

“我要从所有的天空夺

回你” ，这句子里的“你” 是

虚 指 ， 可 以 泛 泛 理 解 成 ，

“你” 是一种正在扩散 、变

淡、消失的事物，而这种事物

往往又是庞大、 虚空、 缥缈

的，所以，“夺回” 只是一个

姿态、一种愿望，是强烈的情

感的释放， 是伸出又缩回来

的手。 这样一来， 人会惆怅

吧， 不意外， 抬头看天的结

果， 往往最后要么是以甜蜜

要么是以惆怅收尾的。

� � � � 沙埂上， 丛丛开得正艳的地

黄，铺展宽厚的绿叶，高挑着长

茎上的朵朵管状红花， 随风摇

曳。 女儿学我的样子，拇指食指

捏住一朵，微感“叭” 的一声，从

花托处揪出， 抿在口中咂咂数

下，倏地一股浓郁甜香夹着蜜糖

味溢满口腔。 女儿惊奇这小花竟

如此甜美，我亦恍惚回到童年。

地黄， 春天满地是。 每每一

朵一朵吧咂这花，便全然沉醉在

那独特的香甜中， 瞬间补足能

量； 还亲切地称地黄为 “蜜蜜

管” ，有味有形，颇具情趣。 并充

当所有农村娃田间劳作玩耍的

小零食，数辈沿传。

不止地黄， 我们这些村里疯

跑滚大的孩子， 对自然的慷慨馈

赠， 有着根植血脉、 烙印脑际的

深厚情感。 经验会告诉我们，哪

些可吃、 哪些不可吃， 哪些可直

接吃、哪些需加工才好吃。“自然

零食” ，藏于山野，埋入心底；如

童年记忆的味觉密码， 随时触

及，便可打开。

菜市场有摆摊儿卖桑葚的，

嫩紫新鲜， 一看便知清早刚从农

村采摘来。 可买的， 远没自己摘

的有味儿有乐子。 老家有棵繁茂

的桑树， 偏偏长在坟场。 虽桑葚

挂满枝头，可我这胆小鬼是万不

敢摘的， 只远远看着大伟哥攀树

揽枝， 一颗接一颗地摘了直往嘴

里送，还“真甜真甜” 地叨叨着。

我馋得直咽口水，叫“哥”

讨好他，央求下树赏我一把。 我

吃到了紫红甜甜的桑葚，大伟又

蹿上树， 不停地摘了揣进口袋，

竟疏忽已将雪白的衬衣染了色。

招母亲一顿骂是肯定的， 但只要

在游戏、 学习的时候， 能随时丢

一颗桑葚入嘴， 便是值得的。 那

年夏天， 老桑树又满树桑葚迎我

回村， 壮着胆儿攀树摘了给女

儿、侄子；看他们边吃边玩，心中

满是欢喜。

繁衍在沟谷坡梁、田间地头、

房前屋后的杏、李、桃、梨、酸枣、

石榴、葡萄、山楂、苹果、山葡萄、

覆盆子， 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华丽丽、水嫩嫩应时垂挂，招惹一

群馋嘴猫儿数着日子， 眼巴巴盼

着果子早日熟透， 口里嚼、 手里

拿、 兜里装， 乐乐呵呵与伙伴分

享，尝遍酸酸甜甜各种滋味。

翠绿的玉米地， 如青纱帐一

般。 成长中的秸秆，吸足了水分、

孕育着甘甜。 趁大人不注意，钻

进玉米地， 挑最嫩的秆子， 折断

几根； 坐在地头， 用牙齿扯开硬

皮， 露出嫩绿水润的内瓤。 “嘎

吱” 咬一截儿，猛嚼，便有甜美的

汁液挤出，很是爽口，我们亲切地

称其为“甜甜秸” 。 几根嚼完，有

时会将嘴唇、牙龈割破滴血，仍不

改其乐。

颗粒归仓的玉米粒， 遇到爆

爆米花的师傅， 便开启了它们火

热灿烂的人生。 摇转烈火上的钢

炉，玉米粒在里面尽情翻滚。时间

一到，“嘣” 地揭开，一朵朵金黄

托雪白的爆米花， 便活蹦乱跳地

钻入口袋， 供迫不及待的孩子一

把一把装了，四散玩去。掺了砂糖

的爆米花，酥脆香甜，上学路上、

炕头闲聊、 看戏看电影时美美地

吃上一些，实在快意。

黄豆、花生、小麻、南瓜籽，

洗净 、晾干 ，搁盐一炒 ，香脆可

口；山杏去核、柿子削皮、红薯煮

熟切条，晾晒后，即可得到软糯

的杏扁、柿饼、地瓜干，皆为极受

欢迎的占嘴小零食；核桃、大枣、

瓜籽，更是家常必备，一起填满

生活， 打发闲暇玩乐的散淡时

光。 走到谁家菜园， 看黄瓜、番

茄、萝卜长成，不必打招呼，摘下

或拔出，简单洗吧洗吧，便可生

吃，脆爽有营养；同时吃到的还

有乡里乡亲的淳朴与热情。

那些随季节变换、 轮番奉上

的“自然零食” ，浸润了山水、空

气的芳香与灵韵，绿色、生态、朴

素、寻常，算不得什么美味，但绝

对是最顺口、最对胃的好东西，哺

育滋养着一代代勤劳智慧的庄稼

人，生生不息。

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

■韩浩月

卧听天籁

■贺有德

自然零食

■张金刚

何似西窗谷雨茶

■靳小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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