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活 Culture & Living

Friday, November 17, 2017

从中美元首茶叙说 茶文化
平日
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这
是特朗普今年初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
次访华，也是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后
中方接待的第一起国事访问。11月
8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
人彭丽媛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
拉尼娅一同参观故宫，品香茗、赏文
物、听京剧，两国元首夫妇在气势恢
弘的中国古建筑群中，亲密互动，感
受中国悠久历史，体会中国文化底
蕴。在故宫茶叙中，习近平主席邀请
特朗普总统夫妇品尝大红袍，暖心的
茶汤夹着迷人的茶香顿时成为温润中
美传统友谊的“太平洋”……
我们不妨就在中美两国元首故宫
茶叙的温馨氛围中，来说一说友省浙
江的茶文化。
浙江茶文化的地位举足轻重
浙江茶文化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占
据着重要的地位——浙江一直以来有
着较大的茶叶种植区域，可观的茶叶
产量，还有茶文化向外如日本、朝
鲜、韩国等国家地区传播的历史，更有
茶文化生生不息的上好“生态环境”。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陆羽
《茶经》），可以说中国的茶叶，最
初孕育、发生、发展于南方。
浙江地处亚热带中部，东临东
海，南靠武夷山，西邻皖赣，北接苏
沪，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全省
地形复杂，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
说，多丘陵缓坡，土壤为酸性红黄
壤。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型，冬季干
燥少雨，夏季高温多雨，光照强烈，
适宜茶树种植成长。由于有着适合的
自然环境，浙江的茶叶种植、制茶及
产量都位居全国前位，是历史上重要
的产茶区。
茶叶在浙江栽植始于三国时期，
据《临海县志》引用抱扑子《园茗》
记载：“盖竹山有仙翁茶园，旧传葛
玄植茗于此”。葛玄(164—244)，于
赤乌元年和二年(238—239)先后创建
了浙江天台法轮院、桐柏观和福圣观，
由于道教视茶为养生之“仙药”，葛
玄也钟情于茶相继在天台山主峰华顶
和临海竹山开辟了“葛仙茶圃”。又
据《东阳市志》记载，三国吴时已产

茶叶，东白山茶晋末就为人所赏识。
据陆羽《茶经》记载唐时浙江茶区分
为浙东浙西，浙西有湖州的长兴县、
安吉、武康，杭州的临安、于潜、钱
塘，睦州的桐庐。唐宋时期浙江的茶
区已经遍及全省了。
浙江名茶与名山秀水相伴

浙江多山，不乏一些名山大川。
在唐宋时期，浙江的名茶都产在一
些名山之中。许次纾《茶疏》中记
载：“天下名山，必出名草”，杜牧
出守湖州所做《题茶山》：“山实东
吴秀，茶称瑞草冠”，道出了浙江名
茶与浙江名山秀水之间的关系。如风
景如画的西子湖畔的龙井茶，普陀山
上的佛茶，天台山素有“佛国仙山”
之称，天台山上主峰华顶峰出产华顶
云舞茶，天下奇秀的的雁荡山“白云
茶”等等都是与名山大川相伴的。
天目山上的天目上茶，在唐代就
相当出名，陆羽在《茶经》中称“杭
州 临 安、于潜二县生天目山，与舒州
同”，舒州茶为当时茶中佳品。唐后，
天目山茶名气更大，北宋《太平广寰宇
记》中称“天目山极高峻，上多美石
泉名茶”。
天台山群峰竟秀，山岩多姿，有
诸多瀑流，溪泉，自古以来就是产茶
之地，东汉末年道士葛玄已在天台山
主峰华顶植茶，隋唐以来渐有名气。
华顶云雾茶就是产在天台的华顶峰。
径山上的径山茶，在唐宋时期已
很闻名。径山为天目山支脉，山势雄
伟峻拔位于浙江余杭境内，佛教禅寺
径山寺就位于此山。径山茶区海拔上
千米，岭峻峰奇，云罩雾浓，森荫蔽
日，山上众泉水很多，旱不枯，雨不

花样作死（一）
手术室里各种各样的病人都有, 从
简单的门诊小手术，到Level 1 trauma；
从受过高等教育有知识的病人，到不
能签字的流浪汉；从为了对抗疾病各
种奋斗令人敬佩型的，到吃饱了撑没
事儿找抽型的，真的是五花八门，不
一而足。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些花样
作死的病人，有的是精神疾病造成
的，也有的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第一个就先讲讲病人A吧。
第一次见到病人A, 是一天半夜一
点多钟。急症科给我打来电话，说有
一个Level 1 trauma, 病人腹部被刀子捅
伤，需要马上手术。对于坐落于市中
心的一级创伤医院来说，这纯属家常
便饭。没得说，立马行动！
于是我们立刻准备手术室，不久急
症的护士们就将这个病人推了上来。
病人A是一个30多岁的白人男子，非
常瘦削，看起来一副营养不良的样
子。最特别的是，他看人的时候那两
只眼睛死死的盯着你，让你觉得毛骨
悚然。当那位护士与我交接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病人是属于自残，自己
将一把刀子刺入了腹部，血流得还挺
多，拿着几条毛巾捂着伤口，自己走
到急症室来的。目前身体各项生命体
征正常，但极度不配合。
正说着呢, 病人A突然大喊大叫起
来，“疼死我啦疼死我啦！你们为什
么不给我药？你们想要疼死我不成？
你们要杀我！我要杀了你们！”，底

气那叫一个足，嗓门那叫一个高，
不用测血压心律，我都知道他没啥
大事。我心里暗暗琢磨，这个主八
成是一个用药成瘾患者，扎自个肚
子大概是为了到医院来骗取止痛药
的。只是没想到这次玩大了，把自
己玩进手术室了。
长话短说，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其
实他用的是一把观赏性的刀子，刀柄
大得不成比例。所以看着露在外面的
刀柄，还以为是一把很大的刀子扎进
肚子里呢，其实刀子很小，杀伤性真
不大。刀子并没有刺穿腹膜，只是刺
穿了皮肤和皮下组织。但是好死不死
的刺到一个皮下组织的小动脉，所以
流血流的挺邪乎。总而言之，雷声大
雨点小，手术顺利都不能再顺利。
病人醒了之后送到恢复室，哪成想
这才是真正噩梦的开始。病人A在恢
复室待了有一个多小时吧, 只要他清醒
着就大喊大叫，各种花样翻新地破口
大骂，让恢复室护士恨不能抽他俩大
嘴巴。开始护士还以为他是真的痛，
但是给了他止痛药之后，发现他其实
对止痛药非常敏感，给药后的表现并
不像那些有吸毒/滥用药病史的患者。
但只要他一清醒过来，他就会大喊大
叫歇斯底里。于是给他点镇静剂吧，
没想到他却是属于那种极少数的一类
病人，这种病人用了镇静剂后反而会
更加狂躁，不得不需要四个人高马大
的男护工和男外科住院医才能把他按
住。最后又试了另外两种镇静剂，才
终于让他安静下来。
当终于将这位爷送走之后，护士跟
我说，“天呢，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
病人了！他是自杀没成功，可他那张
比粪还臭的嘴，我真怕我一怒之下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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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径山茶就是径山寺僧人所种植， “友省文化拾贝”系列（六）
由于植茶、制茶，在寺里形成了饮茶
风俗，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饮茶茶礼。
浙江茶文化香醇味甘源远流长
另外唐宋时期的浙江名茶还有湖
唐宋是浙江茶文化的繁荣时期，
州的顾渚紫笋、绍兴的日铸茶等等。
特别是余杭境内的径山寺的茶文化在
顾渚山所产的紫笋茶在陆羽《茶经》
宋代作为当时的最高茶文化传到了日
里被评为天下第二茶。产于绍兴会稽
本，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茶道。当时
山上的日铸茶又叫日铸雪芽，始盛
佛教饮茶的兴盛，更推动了民间饮茶
于北宋，历代文人都为之赋诗写文。
之风。
最早有欧阳修的“两浙之茶，日铸
我们不妨以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
第一”，又有陆游的“囊中日铸传天
为例。古时临安茶肆众多，我们可以
下”之句。
从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六《茶肆》
名茶常与名山秀水相伴，饮茶
中看到茶肆遍布的生动场景，周密《
用水也是极讲究的。宋代王安石曾
武林旧事》卷六也记载了清乐坊、八
诗曰：“水与茶同香。”浙江各地
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
有名的佳水有四处，两处位于杭州即
茶坊、连二茶坊等许多茶坊，这些茶
虎跑泉水和龙井泉，两者并称天下第
坊颇具规模和知名度。当时，临安是
三泉。“龙井虎跑水”被誉为西湖双
个不夜城，城里除了茶肆外，还有流
绝。龙井泉是西湖风篁岭上，杭州西
动街头出售茶汤的，不少人的谋生手
湖产茶自唐代到元代，龙井泉茶日益
段与茶有关。
称著，元代虞集在游览龙井的诗中赞
古时的茶香连绵不绝，直至今天
美龙井茶道：“烹煎黄金芽，不取谷
依然茶“醉”世人。“茶为国饮，杭
雨后，同来二三子，三咽不忍漱。”
为茶都”，杭州襟山带湖、土壤肥
明代田艺衡《煮茶小品》则高度评价
沃，不光产茶生态绝佳，茶文化的现
了龙井茶：“今武林诸泉，惟龙泓入
实生长空间也越来越优异。眼下的杭
品，而茶亦龙泓为最。”第三处佳水
州，产茶、品茶、茶的衍生产业发展
为天台山的西南峰千丈瀑水，陆羽在
无一不成为这座城市的风景线。市民
天台上品泉时，评定西南峰千丈瀑泉
和中外游客不光乐于喝茶，还在节假
为天台山水系较佳水品。第四处为桐
日中呼朋唤友、聚会茶话，演绎了一
庐严陵滩水，陆羽列其为天下第十九
处又一处格外生动的“泡茶”胜景，
佳水。
或者在西子湖畔，或者在桂花树下，
随着优秀水质的发现，以及茶种
或者在各家茶馆，人们“泡”的不再
植、制茶技术的提高，人们饮茶成
只是茶，分明升级到了生活品质、人
风，这使浙江茶区在唐宋时期不断扩
生品位、无限情趣和足以爆棚的幸福
大，茶叶产量也随之增加，茶叶的销
感——限于篇幅，仅引用以下的文字
售也很畅通。唐时，浙江湖州就成为
来展示其中的一个样本——
当时茶叶市场主要集散地。到了宋代
“有这样一座茶馆，当异乡人走进
发展到了星罗棋布的状况。《宋史·
它时，会恍然地说：哦，这便是江南；
食货志》记载宋徽宗时期在全国安置
有这样一座茶馆，当归乡的游子
茶市40余所，而浙江有27所，占了
走进它时，会安心地说：对，这是我
70%，可见浙江茶叶的繁荣。茶叶的
故乡的味道；
繁荣一直推动着浙江饮茶风俗及茶文
有这样一座茶馆，当这个城市里
化的发展。
的人们走进它时，会惬意地说：是
的，这是我们的休闲方式……
这就是青藤茶馆，一座有着21年
历史的典型江南园林风格的茶馆。”
茶香弥漫，像这样的一家茶馆就
可以成为杭州的雅致名片。茶文化的
弘扬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执著的茶人，
而茶人的世界单纯而美好——“一介
小我，大千世界。或许，这一杯龙井
可以冲泡出西湖的温柔，可以成为杭
州的金名片之一，让全世界都爱上杭
州，爱上浙江。”青藤茶馆掌门人清
清如是说。
是啊，茶文化就这么鲜活地成了
浙江的一张金名片，且色香味俱佳。

他杀了！”之后我们很久没有再见到
这个病人，直到过了将近一年。
再次见到病人A，他是被两个监狱
的狱警押过来的，不知犯了啥事，把
自己折腾进去了。他那天来做的手术
是左前臂的手术清创，切开引流。在
等待室看到他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
他来了！因为他看人的样子实在是太
特殊了，你会觉得后背冒凉气。任何
人看到他的样子，第一个跳进脑海里
念头的都是＂连环杀人犯＂。说句真
心话，如果周围没有狱警或其他手术
室的同仁的话，我是绝对不敢离他的
病床一米之内的。
到手术室之后，当一切准备就
绪，外科医生打开了缠在他左前臂上
的纱布时，只见那个胳膊又红又肿，
至少有正常的两倍大，还有几处一按
就不停地冒出脓来，很是吓人。大家
都问外科医生这是怎么搞的，他说是
病人自己插入异物导致感染造成的。
手术开始之后，异物一样样被取出，
我的天呢，这是造的什么孽呀！有曲
别针，不知名的寸许长的金属棍，甚
至还有鸡！骨！头！真是活久见！别
说插进去了，看着我都痛。手术当然
又是顺利得很，术后他也被收入了精
神科病房。
但是这之后的一个月之内，他不
停地往返于病房和手术室之间，因为
感染无法控制，几次三番地切开引
流，手术清创，而伤口却愈来愈严重，
病人A被从普通病房转进了SICU,人也
进入休克状态。最后终于不得不截肢。
一晃几年过去了，一直没再瞧见
过病人A。偶尔大家聊起他来，还在猜
测他想必是被精神科医生治愈了。不
曾想，两个月之前他又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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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他是由其他医院转来的，不
再有狱警做伴，说明他应该是出狱
了。可他没有洗心革面，却是故态复
萌，又用刀子自插腹部，而且这次很
严重。在另一个医院做了手术之后，
被转来我们医院的精神科病房。他
本是有一个专门的看护在病房里盯着
他的，可是那个人私自离开出去打电
话，于是他抄起餐盘中的叉子又插进
了腹部的伤口中。于是乎，A男频繁
造访手术室的日子又回来了，手术清
创，切开引流，根本就是照着三顿饭
的节奏来。
由于他只要找到缝隙就将任何可
以抓到手的东西往伤口中插，所以他
双手不得不被加上软束制腕套，并且
室内同时有两个陪护盯着。终于在将
近一个月之后，他的伤口愈合了。
手术室的屏幕上不再每天出现他
的名字，我们也不再需要通过两道铁
门进入精神科病房去做术前、术后检
查了。可是我觉得心仍在提着，好像
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又出现在手术室
里，带着吓人的伤口，让人既心疼又
作呕。谁能真正地帮帮他呢？他来过
手术室这么多次，但是没有一次见到
过他的家人，他好像是一个被抛弃的
幽魂，独自流浪在人世间。这一次精
神科医生的治疗能起作用吗？能起多
长时间的作用呢？谁都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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