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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更高品质的精
神与物质生活——“乐享
年华”！扫一扫，每天好
礼相送哦！

czrblexiang@126.com

一

仙人住哪里？凡人的眼睛看不到。
也不是所有的凡人都看不到，百

岁往上的人，就有看到的。百岁往上的
人，会被仙气罩着，被仙气罩着了，就
能看见仙人的栖处。有看见仙人住天
上的，有看见是住洞府的，还有看见住
在仙岛的⋯⋯前后北岸的百岁老人朱
乃安却说，他看见仙人是栖住水里的。
朱乃安这样说，大多数人都怀疑，不是
疑他拿不出证据，是疑他看走了眼，疑
他把裹挟仙人的仙雾之气错当水面
了。但事实是，怀疑的人都错了，朱乃
安是对的。朱乃安看到栖住水里的仙
人叫“泼墨仙人”，目下就供在前后北
岸马路对面的磬宇堂。

二

磬宇堂不是塘，泼墨仙人既然住
在水里，怎不安居水中？还上了岸了？
许多人在纷纷揣测。

有说：“‘泼墨仙人’原住前后北岸
城池，后来老城毁了，城池填了，‘泼墨
仙人’没栖处了。”

有说：“河流黑了，塘水臭了，‘泼
墨仙人’被迫上了岸了。”

还有说：“‘泼墨仙人’上岸以后，
‘逼’他上岸的人都倒了霉了。”

⋯⋯
那些揣测对也对，却不全对。因为

“泼墨仙人”供在磬宇堂不过十个年
头，而这之前，整个常州老里八早就已
经没有干净的河流了，污水浊流能出

“泼墨仙人”吗！后来就有人说：“‘泼墨
仙人’是客居常州的。”

“泼墨仙人”确是客居常州的，是
磬宇堂的张堂主从沪上请来的。

“泼墨仙人”虽说自沪上来，却也
不属于沪上，沪上同样没有资格出“泼
墨仙人”。“泼墨仙人”到沪上，是因为
十八两银子的诱惑。十八两银子利诱
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把“泼墨仙人”倒
腾了过去。那时侯，张堂主恰巧与其他
堂号的众堂主一同作客沪上，众堂主
们就一同撞见了“泼墨仙人”。按说，同
时撞见“泼墨仙人”，就有同样的机缘
巧合，但情况却不是这样，原因是，其
他堂号的堂主撞见是撞在眼，张堂主
撞见是撞于怀⋯⋯

三

四月的夜里，磬宇堂来了一位奇
人。

奇人并不是长相上面有什么特
别，也不是行为举止有什么怪异，是上
香的时间与人家不一样。人家上香在
白日，这人却烧夜里香。也不是夜里烧
的香有什么不一样，是那香冒出来的
烟与人家不一样，那烟不缭不绕，不曲
不弯，直指房顶。十年里，磬宇堂头一
回冒出这样的香烟。

奇人名叫何新武，来自湖北。
湖北的何新武说，他是来请“泼墨

仙人”回家的。又说“泼墨仙人”的家在

一千三百里外的湖北汉江。
何新武还拿出许多证据，证明“泼

墨仙人”的家在汉江。那些证据也确实
能够证明“泼墨仙人”的家是在汉江。

张堂主与何新武对坐，张堂主用
眼睛打探何新武。张堂主说：“南水北
调工程用的是汉江水，说明汉江水是
干净的，‘泼墨仙人’出自汉江，见道见
理。”

张堂主又说：“好好的是在汉江
的，怎就让‘仙人’上了岸了呢？”

还说：“‘仙人’一路颠沛至沪上，
亏得常州有个磬宇堂⋯⋯”

何新武也说是这样。何新武说：
“常州是个有仙神之气的地方。宋代诗
神苏东坡不是常州人，但也选常州作
终老地⋯⋯”这话，说近了两人的距

离，张堂主与何新武就成为了好朋友。
何新武拿出了一封信，信上面说，请张
堂主携“泼墨仙人”回娘家探亲。

四

还是四月的夜里，张堂主来到“泼
墨仙人”面前，心里藏着话，想要说出
来。嘴唇颤颤的，却说不出话。又颤了
几下嘴唇，还是说不出，倒把自己的眼
泪水颤落了下来。“泼墨仙人”虽是汉
江里的一块石头，却是众人头上的“神
仙”啊。神仙竟也有遭难的身世，张堂
主心一酸就落了泪。落下的泪，滴在供
桌上面，溅成了瓣儿，瓣儿里面，全是
心酸的故事——

湖北汉江的岸边上，住着一位李

木匠。
姓李的木匠爱上了江里的石头。
李木匠爱上石头，不是要摸着石头

过河——不是想过到河的岸对面接木工
活。

李木匠爱石是要把石头从水底捞上
岸，是要用水底下的石头去抵自己的债。

李木匠身背上面有一笔债，李木匠
不是不想还这笔债，是他知道水底下的
石头能够替他抵掉身背上的债。

捞石头的人比摸鱼的人多。捞起的
石头也比摸到的鱼多得多⋯⋯

汉江河里的石头多是多，但三千里
汉江三百年只出一尊“泼墨仙人”石。多
少年来，多少人下到河里，捞起了多少的
石头，偏偏这尊“泼墨仙人”石就让李木
匠捞上了岸。

多少捞石人羡煞了李木匠：
千里汉江水吉祥，
奈何独向李木匠。
又有多少捞石人怅然太息：
汉江碧水长流淌，
纳祥祈福苍生旺，
为济布衣李木匠，
怎奈仙神走他乡。
⋯⋯
擦去流下的泪，张堂主对“泼墨仙

人”讲了许多的话。许多的话就一个意
思，这个意思是：今晚我们去汉江，今晚
一同回家去。

五

汉江实际就是汉水，汉水流过的一
座名山，叫武当山。

武当山是天下第一仙山。天下第一
仙山上的道长感觉要有大事发生。道长
已经连续两天夜里突然醒来，因为闭上
眼睛的时候，道长见着飘移的仙人了。道
长就让自己一直醒着，还把眼睛张大，看
仙人的样子。但张大眼睛的道长却见不
着飘移的仙人了。复把眼睛闭上，这下看
清楚了，原来是栖隐汉水、散发露脐的

“泼墨仙人”。道长忽地坐起，目眺夜空，
但见仙山之巅星月渐隐，天光耀金⋯⋯

仙山脚下的十堰郧阳樱桃沟也早已
大明不晦，人流翻滚。供在龛座中的“泼
墨仙人”已被众人圈然围住，一眼望去，
满是争相拜谒的人。人群之中，有松形鹤
骨、飘然清奇者，人们认出，那便是武当
仙山的道长⋯⋯

仙山脚下，柏树森森，巨石斜卧。松
形鹤骨的道长端坐石上，不时轻吟：“归
去来兮‘泼墨仙人’，武当仙山清而秀，胡
不归？”

汉水河边，清流淙淙，鸥鸟翔集。磬
宇堂的张堂主倚水而立，一唱三叹：“以
入世情怀开济世功德，‘泼墨仙人’游四
方！”

⋯⋯
夕阳西下，人影散尽，独一人迟迟而

不归。
迟迟不归的那个人便是奇人何新

武。何新武在常州的时候给“泼墨仙人”
上了夜里香，现在，何新武要给回到家
乡的“泼墨仙人”同样上炷夜里香。香冒
出的烟，仍是直的。笔直的香烟，让何新
武记起了在常州磬宇堂说过的话，那句
话是：“泼墨仙人”的家在湖北汉江。但
何新武不会再说这样的话了，不会再说

“泼墨仙人”是湖北的，“泼墨仙人”的家
在汉江了。

笔直的香烟在将要燃尽的时候扭了
一下身子，隐逸在空气里。

望着隐去的香烟，何新武说：“‘泼墨
仙人’非是隐逸之仙。”

何新武又说：“‘泼墨仙人’不会栖
隐。”

何新武最后说：“仙人之家在何方？
在汉江，在武当，还有常州磬宇堂。”

徐 进 文/图

泼 墨 仙 人

60 年前，文化宫进门大厅设计成
“回马廊”在常州并不多见。令人感到
典雅、别致、亲切。在当时设计跨度较
大的悬挑板和施工相当精心，至今未
见异状。

1985 年左右，我工作的“五棉”厂
派巢仲康、何如华和我等 3 名工程师
参加文化宫英语班学习，为高工外语
考试作准备。巢、何两位上学期间所学
外语一直是英语，基础较好。而我先学
英语又改学俄语，基础被搅乱。而且当
时学外语学的是“哑巴”外语。

我们班的英语老师为常州名师
陆国英老先生。他的教学规范，教法
通俗易懂但严谨。有一次刚讲完一节
语法课，便在黑板上出了 6 道填充
题，让同学吊黑板做。我祈祷不要叫
我，但是偏偏叫上我。硬着头皮上去
艰难做完 6 道题，却被陆老师批得一
无是处。我只能耐心听着。就在这时，
台下有同学突然提出：6 道题答题符
合老师所讲，应当答得对的。陆老师
重审了一遍，发现：有两道题有点毛
病，另 4 道题完全对的。陆老师让我
回座位，我给陆老师深深鞠了一躬，
还他一个师道尊严，同时说明陆老师

的教学效果好的。回厂后好几天，助工
李子明说，他姐是“一棉”厂的，也在英
语班学习，她说：你厂的工程师表现“不
俗”，我懵了。

联想到季全保先生的征文中提到：
揣了文化宫英语班（大专）结业证，可周
游世界，有好多人质疑。实际只要认真学
习考试合格，像季全保这样比较大胆、聪
明是有可能的。

上世纪80年代，由“后肖”灯具装饰
厂等发起举办象棋表演赛。把国家象棋
冠军杨宫麟请来文化宫办表演赛实属不
易。当时我问“后肖”要了一张票，按时进
入大会场，座无虚席，秩序井然⋯⋯

费同良

记 忆 拾 零

对于高考，我最早的认识是在小
学五年级。那一年，邻居家的姐姐考
上了上海一所知名大学，整条街都沸
腾了，大人小孩都以她为荣。父母为
了教育我，特地把我领到华罗庚中学
的“光荣榜”前，语重心长地说:“你要
向邻居家的姐姐学习，将来也考个好
大学。”我认真地点了点头，小小的心
里种下了一颗理想的种子，梦想着也
能通过高考，像邻居家的姐姐那样，从
一个普通的女孩蜕变成一个美丽聪
慧、与众不同的女生。

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除
了高考，初中毕业后考进中专学校，也

是许多女生的首选。中专毕业不但能
解决户口问题，而且还能分配到税务、
银行等相当体面的部门去工作。于
是，初三第二个学期，父母和我商量：

“还是考个中专吧？也好早点就业。
如果想学习，可以边工作边学习。”我
没有一丁点反对，因为一直以来我都
是父母的乖乖女，他们怎么说我就怎
么做。

进入中专不久，我报名参加了大
专段的自学考试，白天在学校里，我练
习打算盘、编制会计报表；晚上回到
家，则捧着《现代汉语》、《文学概论》、

《外国文学作品选》⋯⋯读到深夜。没
有老师可以请教，没有同学可以交流，
所有的难点都得自己琢磨，所有的重
点都得自己归纳，所有的资料都得自
己整理。对于初中刚刚毕业的我来
说，每门课都像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我
咬紧牙关，耐住性子，逐字逐句、逐章
逐节，终于在中专毕业前夕拿到了大
专毕业文凭。3 年不懈的努力和坚持

总算有了回报，我离心底的那个大学
梦也近了一大步，仿佛一伸手就触摸
到。

然而，中专生不包分配的改革却
让全家人陷入困境，即使拥有两个专
业、两张文凭，在找工作的道路上依然
举步维艰。非但没能进入理想的好单
位，就连两家效益较好的大企业都拒
我千里之外。我只好四处打零工，然
后用微薄的工资收入参加社会上的各
类招考。

无数个夜晚，我无法入眠，我害怕
用尽全力也得不到想要的未来，更害
怕在日复一日的不安和窘迫中，与自
己的大学梦渐行渐远⋯⋯

1997 年年末，生活终于向我展开
了美好的一面，我如愿以偿地通过区
公务员招考，成为一名机关工作人
员。那时，机关里的本科生凤毛麟角，
好心的老同事几次动员我参加本科函
授，我都没动心，而是迅速投入了本科
段的自学考试。

做出这个决定，原因只有一个：学完
全部课程后，我必须去坐落在南京的主
考高校，参加学校组织的论文答辩。能
够走进理想中的大学校园，我的大学梦
也就实现了。这个朴素而简单的想法有
力地平衡了学习的艰辛和寂寞，让我坚
持到了最后。

参加论文答辩时，我已步入而立之
年。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那天，我穿着
一袭白色长裙，早早来到学校，趁来往同
学不多之际，在学校门口留了个影。然
后，像刚入学的新生那样，满怀好奇地去
了学校的图书楼、实验楼⋯⋯每一个角
落都不放过。

我的大学，我终于来了，尽管晚了整
整10年，尽管短得只有1天！

后来，我又参加了在职研究生的学
习，并顺利地通过了所有的考试。想要
的文凭算是都有了，但高考这一页却始
终空着。

人这一生一定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
这个店，如果有来生，必须补上这一页。

孙 遐

无 缘 高 考

南京栖霞寺是一个喝茶的好去
处。在小小的禅室里，点燃一炷香，听
着电茶炉发出“咕咕”的水响，看着桌
上那些类冰似玉，清雅玲珑的龙泉窑
青瓷小盅，还有各色的茶罐、茶盒，我
们几个真是有点眼睛都不够用了。

早就听说方丈的茶道是很有些
“档次”的，眼前从他收藏的茶叶、茶
具，还有煮茶的手法都可以看得出来。
据方丈自己说，琴棋书画诗酒茶，他是

“宁可一日无饭，不可一日无茶”的。而
作为“施主”的我们，能坐进蕴涵着浓
浓茶文化意境的栖霞寺这块风水宝
地，与对茶道有着爱好与钟情的栖霞
寺方丈一起品赏雨花茶，实在可以称
得上是莫大的福缘！我们对着收藏品
指指点点，叽叽喳喳，低声嘻笑，全没
了原先想好的要装装文雅、摆摆矜持。

方丈丢下繁杂事务，定要陪我们
品几盅。打开茶罐，方丈说：“这是正宗
的雨花茶。”雨花茶外形犹似松针，条
索细紧圆直，锋苗挺秀、白毫隐露、色
泽墨绿。栖霞山是南京雨花茶的发源
地。古籍记载山上种有茶树，出产云雾
茶，民间相传栖霞寺的高僧曾自制上
等香茶招待贵宾。1958 年春起以云雾
茶试研，一年后研制成功并命名为“雨
花茶”。接着是温壶、烫盅、洗茶、泡茶、
翻盅、敬茶、闻香、品茶，此为茶趣⋯⋯
妙不可言。斟上第一盅，茶水散发着沁
人心脾的清香，方丈微笑着说：“不能
喝，先观茶形，趁热闻香，然后倒掉。第
二盅才能喝。”一眼望去，只见杯中那
多姿多彩的茶形，美如碧玉的颜色，散
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真是使人赏心
悦目。第二盅倒好，七分满，留三分做
人情，方丈微笑着说：“能喝了，喝一
口，细细品饮，回味甘甜。”我迫不及待
地轻轻啜饮一口，一瞬间那少有的醇
香征服了我的味蕾，并迅速溢漫了整
个身心，茶香淡而久远，在舌齿之间回
旋弥漫，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品茶有
讲究，一杯茶须分三口喝，第一口试茶
温，第二口品茶香，第三口才是饮茶。
呷茶入口，茶汤在口中回旋，顿觉口鼻
生香。

方丈一边给我们续茶一边与我
们闲聊。我沉浸在茶的幽香中，闻香
后的一泡清纯味淡，二泡清香甘甜，
三泡苦涩浓郁，四泡清冽淡雅，五泡
鲜爽甘醇⋯⋯茶色渐浓，再抿上一
口，竟略带了些苦涩。曾听爱品茶的人
说叶香芽嫩的茶最好，这自然有理，人
生不也是青春的光阴最灿烂吗？我是
茶道门外人，但也知道西湖龙井是我
国第一名茶，洞庭碧螺春也是茶之上
品，铁观音、大红袍等也享有盛名，就
是同一茶类的茶也分优劣，明前茶比
雨后茶清香，故谓之“莲心茶”，在杯水
之中就好似漾开的瓣心般鲜嫩。每到

新茗飘香的时节，看那美如碧玉的颜
色，多姿多彩的茶形，闻那沁人心脾的
清香，实在是一种艺术享受。西湖龙井、
黄山毛峰、庐山云雾、洞庭碧螺春，峰奇
山秀湖丽茶香，充满诗情画意，优雅动
听的茶名就使人未饮先醉了。但这雨花
茶更是奇特，茶续了八九遍，依然幽香
如故。方丈说：“雨花茶耐泡，可泡 18 遍
之多。”也真是的，每一泡的香味都有不
同，也不知喝了多少杯，却没有腹胀的
感觉，只有口齿留香，满嘴生津，一股怡
暖之气自丹田缓缓而起。

唐代诗人卢仝有“一碗喉吻润，两碗
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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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我不
懂茶，但知道喝茶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一
个人的安谧，两个人的知己，三个人或更
多人的热闹，都是快乐。茶是一种人生，
不同的人品茶能品出不同的意。大众喝
茶是一种需要，和尚饮茶是一种禅，道士
品茶是一种道，而对文人来说则是一种
文化。在文人眼中，茶是神圣的扬清激浊
之物，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日常生
活中，和周围大多数人一样，我也喝茶，
但不精通，就是要喝而已，似乎就是一种
味觉的依赖，工作思考的时候要喝，读书
看报的时候要喝，闲话家常的时候要喝，
口渴与不渴都要喝，就连发个呆，也是端
坐桌前，双手抱着杯子⋯⋯常常是深深
地呷一口，在口腔里不舍地稍作停留之
后，伴随着“咕咚”一声，眼角眉梢就在内
外交融的茶香里慢慢舒展开来了。往往
是端起茶来徐徐品味，心就静下来了，气
也平下去了，许许多多的身外之物，被茶
调和、稀释、淡化、消融。谁说不是呢，一
个人对于家乡的眷恋，除了山水人文、土
地风物，还可以是一种乡音，一段记忆，
一些人，甚至仅仅是留连在舌尖、鼻际的
那一丝清苦、一缕茶香。

在寺里用过精致的素斋后，继续品
茶论禅，茶禅同理，唯有满心欢喜。品茶
需要好心情。清苦的茶汁幽香四溢，齿
间留香，从一片茶叶可品尝出山川风景
与大自然的精神，清除烦虑，品味出茶
外的许多人生韵味，心灵复归宁静。品
茶需要好环境。饮茶是件淡泊雅事，饮
茶的环境，也以简单清幽为上。独饮，一
盅香茗，一本好书，一曲名乐就够了；共
饮，超然境界，一片祥和，谈艺论道，在
平淡中享受生活的乐趣。方丈侃侃而
谈，佛学的话题我似乎没能听明白，倒
是他的一句“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还
没看见，只有珍视当下”的话，深深地印
在了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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