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 岁的父亲迷上了手绘地图，他买来绘

图纸、绘图笔、放大镜、几何图板等绘图工

具，铺展在客厅的台桌上，每天伏案描画，那

股认真劲，颇令人感动。

父亲画的是我家的老宅，画面上，老宅是

一栋泥墙草房，三间主屋，左厢房是一间低

低的茅草搭的厨房，右边是柴房兼牛棚，新

贴的春联很是抢眼。父亲指着他画的地图，

言语之间满是自豪：“你们看，这里过去是个

小池塘，你奶奶常在那里洗衣，现在小池塘

换了喷泉，可是后人们不知道来历，我要做

标注，还要附图。还有这宽宽的柏油路，过去

是一条很窄的土路，我用红蓝两色笔画出今

昔的不同，这样的话，从这张地图里你就可

以读到变化，读到故事，读出味道了。”原来

父亲是要画一张有岁月印记、有时光味道的

老宅故事图，怪不得老人家说这是一项神圣

的大工程。

我的家乡在河南南阳盆地，老宅位于一

个叫尹庄的小乡村，对老宅最初的记忆来自

于父亲珍藏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以老宅为背

景，三代同堂的老宅一派喜气。

父亲说，老宅有着好闻的青苔和烟火混

和的令他着迷的味道，他还说，那是奶奶为

他烙油旋馍的香味儿和门前小池塘边潮湿

的气息。父亲记得，那些年，太爷太奶领着三

个儿子，为重建老宅而努力。父亲三岁那样

秋收过后，太爷选了个黄道吉日，老宅重建

工程启动。新建好的老宅，基础是红砖，墙壁

是自己脱的土坯，实木打梁，青瓦盖顶。父亲

在第二期老宅里度过了他快乐的童年和少

年时代，并在乡下完成了小学和初中，17 岁

那年，父亲入伍参军，离开了家乡。临行前一

天，太爷在老宅办了酒席，家族亲人们热热

闹闹地在老宅吃了团圆饭，一家人还到照相

馆照了纪念照。照片上的父亲英俊帅气，红

扑扑的脸蛋，穿着军装。

因为这张照片，父亲找到了母亲。那时候

父亲在当兵，一年才有一次探亲的机会。村

里爱说媒的张婶拿着父亲家的这张全家福

来到母亲家说媒，外婆外爷一眼就相中了这

个女婿，母亲远远地瞟了一眼照片，也红着

脸羞答答地一掀门帘，进了里屋。那年豌豆

花开的时节，父亲探亲回到了家乡和母亲完

婚。那一年，母亲生下了我。我五岁的时候，

父亲转业到工厂当了一名工人，他省下每月

的工资，并从好朋友那里东挪西借，凑够了

盖新房的钱，在老宅的旧址上，盖起了一栋

三进深、全砖瓦的新居。

新居的左边是一条弯弯的小河，河边是

绕村沙土路，门前一个小池塘，春天里碧水

悠悠，一池蛙鸣；夏天荷叶田田，荷花亭亭玉

立；秋天的莲蓬里有我吃不够的甜甜的莲

子，那是我儿时最难忘的小零食；冬天里河

面结了冰，我和小伙伴们在上面溜冰，撒下

满塘的笑声。

等我长大后，我们全家都搬到了城里，一

把大锁锁住了老宅的大门，春节时，父母带

我们回到老宅，院子里长满了草，房顶也有

多处漏雨，老宅像个老老态龙钟的老人，独

守着那一方水土。

正当一家人为如何安置老宅而着急时，

家乡传来了新农村建设的好消息。我的家

乡因为紧邻油田，周边还有炼化、碱矿等工

矿企业，所以被划定为工业园区，老宅被规

划到新农村住宅建设改造范围，仅仅几年

时间，家乡变得连父亲都有点认不出来了。

四通八达的道路、整洁规范的小区、设施齐

全的公园绿地，老宅变成了一栋绛红色的

高层住宅，一楼留给了我家，还保留着小

院，池塘经过改建，成了一个带喷泉的小水

景。

老人家说，老宅与过去比变化太大，如果

不是经常守着老宅，还真是难以辩认来龙去

脉。父亲手绘的老宅，不仅涵盖老宅，还包括

周边的建筑、设施、道路，为了画得准确、详

细，父亲发动了村里他的几位发小，老人们

每天走东串西，这儿指指，那儿比比，还开着

车去考察周边的村村通道路，然后一起确定

地图上的位置。

老宅重新变得热闹红火，阳光透过窗棂

洒进室内，满室生辉，父亲坐在藤椅上，戴着

老花镜，认真地绘制着他的地图，那一脸的

慈祥和幸福哟，不经意间，就落入了笔端，融

入了那满纸的色彩和线条里。

岁月静好，时光流芳，我想，这就是父亲

想要画出的老宅的味道吧！

转眼间进入了冬天，到了“不出手”的寒

冷季节。这个季节既没有春天的鸟语花香，也

没有夏天的电闪雷鸣，更没有秋天的丰硕果

实，有的只是人们围坐火炉时的闲暇惬意，观

赏白雪皑皑时的纯洁超然，感受傲雪枝头的

醉人清香……而这些，也自然会激发起唐代

著名文人雅士的咏诗颂词雅兴，使其酝酿出

许多流传至今的描写“冬日”的不朽诗篇。此

时读来，则会让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体会到

冬日的多姿而妖娆之美。

在人们的印象中，冬天必须有雪，没有雪

的冬天就不能称为冬天，因而描写冬日的唐

诗大多与雪相联。如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时，

冬日出门赏雪，偶得《江雪》一诗：“千山鸟飞

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全诗用 20 个字描绘了一个纯洁空灵、纤尘不

染的白雪世界，创造出一种明净、旷远的意

境，而这也正是诗人内心所向往的、与混浊的

现实相对立的理想世界，也是诗人超然脱俗、

奇峭幽深感情世界的投影，着实给人一种诗

中有画之感。

当然，唐诗中描写雪的诗很多，但记述冬

日里见闻的诗也同样令人有一种欣赏巨幅画

卷之感，产生联翩浮想。王维就作有一首《观

猎》诗：“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

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

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全诗运用先声夺人、

侧面烘托和活用典故等艺术手段来刻画人

物，使诗的形象鲜明生动、意境恢宏而含蓄。

综观全诗，半写出猎，半写猎归，起得突兀，结

得意远，虽是日常的狩猎活动，但却栩栩如生

地刻画出将军的骁勇英姿，读者可以从中体

悟到作者渴望效忠疆场、期盼建功立业的思

想感情。

隆冬时节，刚刚经过秋收，粮食丰富，又

是农闲时间，可谓是操练军队甚至对外用兵

的好时候，因而描写冬日练兵甚至对外用兵

的诗作也十分丰富。如诗人孟郊就留有《感

怀》一诗：“孟冬阴气交，两河正屯兵；烟尘相

驰突，烽火日夜惊。”短短四句，人们却可从字

里行间里既可体会到将士们的勇猛与坚强，

又能感受到战役的宏大与悲壮。仔细品赏，似

乎在观看一部巨大而恢宏的战争史诗片。

冬天本应是惬意的，但挚友分离也仍是

令人伤感的。诗人高适冬日里与友人董大分

离时，怀着伤感之情写下了一首《别董大》：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

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全诗用白描的

手法从写景入手，在读者面前描写出一种荒

寒壮阔的环境。而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

诗人送别这位身怀绝技却又无人赏识的音乐

家，以环境衬托出诗人的伤感与无奈，而一句

响亮而有力的“天下谁人不识君”，是对朋友

的劝慰与激励，读者从中也可感受到作者充

满着信心去奋斗、去拼搏的抖擞精神。

冬天是一年之中最闲寂的时节，而此时邀

朋请友小酌几杯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又是一种

文化，既可以御寒，又可以消遣闲寂的时光。白

居易就曾友人刘十九冬日饮酒，并以《问刘十

九》为题作有一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全诗直来直去，记

述了友人共饮的环境，屋外一片死寂，寒风搜

刮大地，马上要飘起雪花，而屋内两个好友围

着火炉饮着烈酒，字里行间洋溢着热烈欢快的

色调和温馨炽热的情谊，令人在这肃杀的严冬

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2020 年 12 月 21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

的冬至。据史料显示，先人们早在春秋时期

就用土圭测定出了冬至日，当时人们认为

冬至日是个吉日，便将其作为一年的开始，

逐渐演变为民间的一大节日。而经历数千

年的发展，冬至节也形成有独特的舌尖文

化。

过去，老北京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

说法。相传汉朝时，匈奴部落中有浑氏和屯

氏两个首领，十分凶残。百姓对其恨之入

骨，于是用肉馅包成角儿，取“浑”与“屯”之

音，呼作“馄饨”，恨以食之，并祈求过上太

平日子。因最初制成馄饨是在冬至这一天，

因而后来每年的冬至这天家家户户都要吃

馄饨。后来，冬至成为民间节日，这天皇帝

要祭天，而普通百姓则祭祀祖先。民间在祭

祀祖先时，除一般的供品外，还要包些馄饨

供奉。清代潘荣陛编撰的《帝京岁时纪胜》

中记载：“预日为冬夜，祀祖羹饭之外，以细

肉馅包角儿（馄饨）奉献，谚所谓‘冬至馄饨

夏至面’之遗意也”。

在我国南方，冬至日也多食馄饨，并有

冬至日以馄饨祭祖的风俗。据民间传说，春

秋时期吴王沉湎于歌舞酒色。某年冬至歌

宴，嫌肉食腻肥，很不高兴。西施乃用面粉

和水擀成薄薄的皮子，内裹少许肉糜，滚水

一氽之后，随即捞起，敬献夫差。夫差食之

赞不绝口，问为何物。西施信口说“馄饨”作

答。此后，“馄饨”这一美味逐渐传至民间，

成为冬至的一种美食。

每年农历冬至这天，我国很多地方都

要吃饺子，而这种习俗缘自“医圣”张仲景

冬至舍药的故事。传说东汉时期，河南南阳

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时，访病施药，大堂行

医。后毅然决定辞官回乡，为乡邻治病。冬

至这天，他来到白河两岸，见乡亲面黄肌

瘦，不少人的耳朵都冻烂了。便让其弟子在

南阳东关搭起医棚，支起大锅，把羊肉、辣

椒和一些驱寒药材放在锅里熬煮，然后捞

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样的“娇耳”，煮

熟后，分给来求药的人每人两只“娇耳”，一

大碗肉汤。人们吃了“娇耳”，喝了“祛寒

汤”，浑身暖和，两耳发热，冻伤的耳朵都治

好了。后来，人们为牢记“医圣”张仲景“祛

寒娇耳汤”之恩，在每年冬至之日都包“娇

耳”食之，这种“娇耳”就是现在的“饺子”。

如今，在河南南阳以及广大中原地区仍有

“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民

谣。

在我国江南的某些地区，“汤圆”是冬

至之日的必备食品，而且将冬至的汤圆叫

作“冬至团”“冬至甜丸”，民间有“吃了甜丸

大一岁”之说，俗称“添岁”，表示年虽还没

有过，但大家已加了一岁。一般情况下，这

种甜丸都是冬至的头一天晚上包好，第二

天天亮时煮食。孩子们最盼吃这碗甜丸，往

往夜里醒来都要问天是否已亮。然而天好

像要与孩子们开玩笑似的，老是不亮，故民

间有“冬节夜，啰啰长，甜丸未煮天唔光”的

童谣。

如今，尽管各地冬至日的饮食风俗仍

有不同，但大多数地区已习惯于吃饺子了。

不过，这些丰富的舌尖风俗，仍可谓中华民

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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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蔓子将军：“周

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许以

三城。楚王救巴，巴乱既宁，楚使请城，蔓子

曰：‘籍楚之灵，克弭祸乱，诚许三城，将吾头

往，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

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

上卿之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

民族英雄巴蔓子的故事穿越时空，在湖

北利川、恩施，重庆忠县、涪陵等地广为流传，

其舍身保国的民族精神，更是激励了一代又

一代土家族儿女为保卫祖国和建设家乡而浴

血奋战。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

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巴蔓子顾全大

局，舍身保城，是为“仁”；国有内乱，借兵平

叛，是为“知”；拔剑自刎,以头授楚，是为“勇”。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身首异处，而能由两

国交战以“上卿”或“诸侯”之礼为举哀或安葬的

将军从古至今只有两位，一位是三国时代的关

羽，一位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巴蔓子。关羽的勇，

更多的是义勇，为兄弟、为朋友两胁插刀，不畏

生死；而巴蔓子的勇，则是忠勇，为巴国的安宁

和百姓的福祉而挥剑刎颈，死不瞑目。同时，关

羽的死是因为战败，被敌人杀害；而巴蔓子是在

战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为信守承诺而慷慨赴

死。较之于关羽，巴蔓子的英雄壮举更崇高、更

惨烈、更感人，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仁、大知和

大勇。因此，巴蔓子不愧为“仁、知、勇”的化身，

是土家族精神的灵魂。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在脱贫致富奔小康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巴

蔓子精神必将历久弥新，熠熠生辉。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社会发展

中矛盾错综复杂，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

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对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弘扬巴

蔓子精神，凝神聚力，既善作善为，也敢做敢为，

做新时代的仁者、知者和勇者。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新时代的仁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因此，每一个党员

干部都必须牢记党员的宗旨，坚定理想信念，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

风，切实关心群众疾苦，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

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真正做到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加强学习，开拓创新，做新时代的知者。

强化政治学习，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强化业务学

习，用系统思维、辩证思治的理念和新知识、

新思路、新办法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努

力提高适应市场经济和驾驭复杂矛盾的能力

和水平；强化实践学习，在干中学，在学中干，

努力在实践中察实情、悟方法、纠偏差、求真

知、搞创新。

敢于担当，不畏艰险，做新时代的勇者。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像巴蔓子那

样，不推卸、不退缩，不说谎，真正以大无畏的

担当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尽管在历史的洪流

中个人微不足道，但汇聚在一起，就能形成磅

礡伟力，担当起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渊作者单位院湖北省利川市文联冤

弘扬巴蔓子精神 做新时代的仁者、知者和勇者
■ 赵龙

茶圣陆羽在 《茶经》 “一之源”中特

别提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

精行俭德之人”。“精行俭德”四字，极

其精炼地表达了陆羽理想的茶人品格，表

达了陆羽所崇尚的道德标准。

所谓“精行”，旨在强调人的做事态

度和从业原则———精益求精。陆羽指出：

“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

疾。”可见他对茶叶加工的严格要求和做

事“求精”的准则。陆羽所谓的“精行”

不仅是针对茶叶加工而言，应该理解为人

的言行标准，包括思维缜密、语言严谨、

处事得当、做工精细，不可粗枝大叶，不

可马马虎虎。陆羽对茶深入细致的研究，

充分体现了他做事“求精”的准则。他自

幼爱茶，为研究茶，从青年时代就离开家

乡荆楚大地，沿汉江、长江、淮河流域到

十多个产茶州县的茶园、茶场，对茶树的

生长环境、茶园的培育管理、茶叶的采

摘、加工工艺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

到中年时代，又深入到江南东、西两道主

要产茶区湖州、常州、苏州、杭州、越州

等地仔细考察、深入研究，甚至结茅为

庐，长年居住在湖州、苏州茶山之上，既

对当地茶叶栽培经验、制作工艺、茶器使

用、烹煮方法、水品选用、饮茶方式进行

实地考察研究，同时对唐代以前我国茶叶

生产发展历史潜心研究。不但如此，他还

自己创行了一套“陆羽煎茶法”，并亲自

设计制造了煎茶风炉等相应的配套茶器、

茶具。所著 《茶经》，其理论的系统性、

完整性以及文字精确性均堪称典范。乾隆

皇帝评价说：“陆羽 《茶经》 太精讨”，

《四库全书·茶经提要》肯定说：“言茶莫

精于 （陆） 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

所谓“俭德”，是倡导为人质朴内敛的

高尚品格，恰如《老子》所讲的“上德不德”、

“上德若谷”、“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

不居其华”。强调人的善良本性、优良品质

应该包含在本体之中，自然而然，无需有意

外露、特意张扬，从而倡导质朴无华、自然

纯真，不虚夸浮躁、不巧言令色、不追求奢

华。陆羽认为茶就具有这样的自然品性，他

在（《茶经·五之煮》）中讲：“茶性俭，不宜

广，广则其味黯澹”，是说茶内含物质丰富，

饮茶不宜过量。仔细思考陆羽其言，道理颇

深。茶，若看其表，只是普通的树叶，既没有

花那样鲜艳亮丽，也没有花的香气浮动，但

它朴素的外表下具有丰富的内含物质，无

论药用、食用、饮用都能给人提供保健营

养、增进能量，为人降脂、消热、去积食、提

精神。经过茶师们的巧手加工，还可揉制出

感觉不同的香气和味道，吸引人们去细心

品味、精心体悟，甚至还能诱导人追求茶中

之禅、茶中之道、茶中之厚德。

不仅如此，陆羽还强调了茶纯粹高洁

的品性，陆羽以“杂以卉莽，饮之成疾”

告诫人们，茶叶不可掺杂，杂则变质，浊

气异味不能接近，近则污染。因而陆羽由

茶及人，用“最宜”二字表达了茶之品性

与茶人品德的紧密联系，充分体现了中国

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充分表达了陆羽追求

茶人与茶和谐统一的理念，陆羽在 《茶

经·六之饮》 中感叹：“天育万物，皆有

至妙。”天地赋予茶的高洁品性决定了只

有品行高尚、精行俭德之人才能真心爱

茶、静心品茶、专心制茶、护茶、研究

茶、传播茶。

中国人发现茶，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

贡献。中国人用巧手制做茶，是对人类健

康生活的一大奉献。迄今为止，中国茶文

化在全世界的影响没有那个国家能够超

越;中国茶产品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没有

那个国家能够颠覆。中国茶、中国茶文化

这种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和对世界的影响

力，在我国浩瀚的传统文化宝库中亦是屈

指可数的珍宝之一。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精行俭德”是

中国茶文化的灵魂，是中国茶人所崇尚的

道德标准，是中国茶人精神的光辉旗帜。

我们研究茶文化、弘扬茶文化应该高举这

面旗帜，力求在这种精神力量的影响之

下，创造出更多像中国茶一样为世人交口

称赞的好产品贡献人类，以展现中国人高

超的智慧和中国人奇妙的创造。陆羽所倡

导的“精行俭德”，不仅是茶人的理想人

格和道德标准，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极

为可贵的闪光点。

弘扬“精行俭德”，对于建设创新型

社会，对于形成节俭、清廉的社会新风，

对于培养人们质朴内敛、高洁纯粹、高尚

品德，对于倡导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都将发挥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精行俭德”
陆羽的理想人格

■ 李树模

■ 袁文良

舌尖上的
冬至

老 宅
■ 田宏远

■ 梁雯

唐诗中的冬日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