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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由英格丽·褒曼和亨弗莱·鲍嘉主

演的《北非谍影》让我对摩洛哥之行充满向

往。当我坐在卡萨布兰卡里卡咖啡馆，用

银勺搅动一杯浓郁的咖啡，耳畔响起影片

主题歌的旋律时，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因为里卡咖啡馆的一杯咖啡，回到宿

地，我转侧难眠。我想，在不产茶叶的摩洛

哥，咖啡是不是这里民众的第一饮料？之

后，我的行迹所至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

无论在卡萨布兰卡还是在首都拉巴特，无

论在童话般的蓝白小城契夫萧安还是在八

百年前菲斯老城区……见到的摩洛哥人最

爱喝的是茶，薄荷茶。

薄荷茶堪称摩洛哥的国饮，制作较为

常见的一种是将绿茶（有的是茶末）煮沸后

滤清取茶水，倒入装有薄荷鲜叶的玻璃杯

中，加白糖拌匀。我在酒店，在街头巷尾，

乃至大西洋海边的帐篷下，所见摩洛哥人

津津有味的，大凡都属此种。车水马龙，行

人熙攘，因为这一杯薄荷茶，当地人能在路

边坐上半天，任时光缓缓流逝。也有比较

讲究的，绿茶的等级高，茶器也相对华丽。

相传在十八九世纪，摩洛哥人就开始喝薄

荷茶，但在当时，只有贵族及富裕人家才有

这种享受。

在摩洛哥的茶馆，炉灶上，沸水在大锡

壶里的“突突”作响，冒着升腾的水汽，老板

娘从麻袋里抓出一把在中国看来很一般的

炒青类绿茶，又从另一只麻袋里取出一块

白糖，碎，再抓一把新鲜薄荷叶，一起投放

进另一把小锡壶中。她提起大壶，将滚烫

的沸水注入小壶，放到炉上烹煮。水滚两

遍后，她将小壶已熬成的薄荷茶倒入杯中

让客人品饮，一连串的职业化操作很熟

练。将茶与薄荷叶一起煮，彼此间的交融

渗透会更彻底些，茶汤也更厚稠，比较适合

一些老茶客的口感。

我在大西洋边的茶室里，在街头商铺门

口都喝过那种比较普通的薄荷茶。有一天在

菲斯古城，却享受了一次规格较高的品位。

菲斯是摩洛哥一座古老的城市，褐色

的围墙依然显示着当年的雄伟气势，市街

规模之大为世界罕见。古老的传统工艺技

术保存和流传至今，千家以上的手工艺品

店在狭窄的巷道之间琳琅满目，几百年来

老百姓的生活似乎没有改变，是一座活着

的古城，活生生的博物馆，被美国地理杂志

评为全球最浪漫的十大城市之一。我们参

观了两处传统手工艺作坊，一家是铜器

店。第二家是皮革染料坊，从上往下看，染

料场中大大小小的各色染缸蜂巢般集中在

一个广场，染工们在阳光下劳作，堪称辛

苦，染料和皮革的气味几乎让人窒息。

匆匆地参观拍照，算是到此一游之后，

因为受不了这种奇臭，我向导游宝马要求提

早撤退。宝马听国内旅行社介绍过我，就把

菲斯的地陪向导叫来，嘀咕了几句，让地陪

先带我们去午餐的饭店，在那里等大家。

推开饭店那扇厚重的木门，我闻到了

香味。这种茶与薄荷互为交融的美妙香味

与方才皮革大染坊的奇臭相比，真是天壤

之别。我愉悦无比，目光循香逡视，饭店的

老板正在独自品味薄荷茶，很享受的样

子。老板很客气请我们坐下喝茶。

我细细打量，他的绿茶是中国的一种

珠茶，是安徽泾县的涌溪火青，还是浙江绍

兴的平水珠茶？由于语言不通，无法交流，

但品质明显比较高。这种享受型的品茶，

对茶器茶具、水和水温乃至茶点都很讲

究。倒茶时，老板将银壶高高提起，将茶水

缓缓倒入精美的玻璃杯里，滴水不漏。在

我这个来自茶的国度的茶客面前，他有点

故意表演的意味。茶的醇香、糖的甜味，薄

荷的清凉爽口在主人的冲泡下得到了完美

的呈现，薄荷茶这时成为两国爱茶人之间

友谊的媒介。

在摩洛哥旅行的半个月里，当地人对薄

荷茶的钟爱，让我难忘。我曾好奇地问宝马

其中的缘由，宝马哈哈大笑：“你是写茶的作

家，你应该比我更懂。中国有中国的茶文

化，我们摩洛哥有摩洛哥的茶文化。”

他说得没错，小小的一杯茶，在任何国

度都有着大学问。宝马还告诉我，虽然摩

洛哥人喜欢喝茶，可是摩洛哥不产茶，3000
多万人口的摩洛哥，每年喝掉的五六万吨

茶叶，绝大部分是从中国进口的。与中国

茶的历史，也许要追溯到19世纪，那时摩洛

哥是许多欧亚贸易商人往返的必经之路。

在天气炎热的摩洛哥，薄荷茶清热消

暑。离开菲斯我们将进入撒哈拉大沙漠，

有薄荷茶打底，我们可以抵挡撒哈拉大沙

漠的滚滚热浪。

惊悉 95岁的乔羽先生 6月 19日在北

京逝世。我们这代人是唱着他的歌长大

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思

念》《难忘今宵》……不论是老歌还是新

歌，一首首脍炙人口，流传大江南北。我

不由想起在上海曾与他相见的时刻。

那是 2007年，乔老爷（我们爱这样称

乔羽先生）80岁生日前夕，他与夫人佟阿

姨（佟琦）来到上海。作为佟阿姨的老朋

友，深圳特区报上海记者站站长刘晓萍请

他们吃了顿便饭。乔羽一生充满传奇，有

许多人生故事，都如同他写的歌词一样，

令人感动。作陪的我有了一次当面向他

求教的机会。

乔羽是山东济宁人，祖父是清末秀

才，所以从小饱读诗书，这为他日后进行

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6年，

在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引荐下，他进入北方

大学就读。1948年毕业后进入华北大学

三部创作室开始专业创作。1949年，乔羽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用说，我最熟悉的是《让我们荡起双

桨》。当小学生时，不仅会唱，还指挥过。

那天我才知道，这是他 27 岁时的作品。

1954年，他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

《祖国的花朵》创作的插曲。有意思的是，

同年他还收获了爱情。乔羽创作《让我们荡

起双桨》时，命运使他与佟琦相识，从此两人

相依相携，共同走过了68年的幸福时光。

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经

郭兰英演唱后影响更大。那天乔羽先生

详细叙说了创作经过。这是1956年，他接

到创作任务火速赶到了长春电影制片

厂。导演沙蒙说，《上甘岭》中应该有一首

好听的插曲，表达志愿军战士对家乡的思

念和对祖国的爱。他希望，就算人们没看

过这部电影，也能记住这首歌。那天，乔

羽看过《上甘岭》样片后，很是感动。但不

知怎么写？直写战争，从炮火连天中很难

反映。对，可从炮火停息中抒发。但如何

下笔呢？几天后，突然下起了雨。这时乔

羽站在长影小白楼的走廊上看雨，看到一

群小朋友正在水中嬉笑玩耍，一下子打开

了思路。“万里长江波浪宽”，第一句歌词

脱口而出。后来大家觉得“万里长江”太

具体，于是乔羽将它改成“一条大河波浪

宽”，这下就把战士们对家乡的思念和热

爱托盘而出。乔羽用朴实而真挚的情感，

为我们描绘出了伟大祖国壮美的画面，同

时也表达了浓浓的思乡之情。

说到毛阿敏原唱的那首有名的《思

念》。乔羽先生告诉说，其实，他从1963年

就开始创作了。灵感来自于那年初夏的偶

然一瞥：当时乔羽刚从下乡蹲点的河北省

沙河县回到北京，进屋一打开窗户，便有一

只黄色的蝴蝶飞了进来……这使他灵感大

开，但写上两句就停下了。26年后，他又遇

到蝴蝶飞进窗口的那一幕，于是，思绪重新

展开，“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

蝶飞进我的窗口……”这样饱含深情和思

念的歌词从胸中流出。经过谷建芬的谱曲

和毛阿敏的演唱，这首歌迅速流传开来。

和《我的祖国》一样，响彻大江南北的

还有那首《难忘今宵》。1984年央视春晚

直播前夕，导演黄一鹤找到乔羽，请他在

一天之内赶写出一首主题歌词。乔羽问，

谁来唱这首歌？导演说，是李谷一。乔羽

说，那我来写。乔羽说，他过去的创作一

般没有时间约束。这限时限刻却成了难

题。然而乔羽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写出

了“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天涯与海

角”和“共祝愿，祖国好”这精彩的歌词。

当李谷一唱响这首表达人民共同心愿的

歌曲时，全国振奋了。从此《难忘今宵》成

为历届央视春晚雷打不动的大轴戏。

大家都说，乔老爷人品好，处处为人

着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佟阿姨告诉我

们，他称得上是位好丈夫。乔羽和佟琦性

格差异比较大，生活习惯也不同，然而他

们却相互包容，相濡以沫一路走来，过了

银婚又过金婚，从未分离。他们生有二子

一女。两个儿子都成了词作家。大儿子

乔鲸创作的《离不开你》《就在今天》，小儿

子乔方写的《红旗飘飘》《奥林匹克颂》，都

是歌词中的佼佼者。

乔老爷走了。他的经典作品将永留

人间。

徐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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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薄荷，受到国人的钟爱，已历千年。

或许是它们的清香，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美

妙感觉，古人常将之当成香料，随身装在

小布袋里。而于我而言，之所以喜欢这种

植物，一则源于它们优美的发音。薄荷，

薄荷，似乎只要清韵袅袅地唤一声，便会

有饱满的甘洌满足，充溢于唇齿间。二来

就是那份空洞透彻，像煞一潭冰泉的香，

几乎没有哪种香，能有这般纯粹。

只是气味这东西，难以描摹。有喜欢

的，自然也有厌恶的。以薄荷为例，它们

不仅极不讨牲畜之喜，猪不食牛不啃，鸡

鸭也不愿沾边，就连娃娃也受不了，这份

凉凉底色中藏着辣，颇有些无法理解的味

道。记得当年，小姨递给妹妹一块薄荷

糕。结果她吃进嘴没多久，就悄悄吐了，

说是有一股子怪味在里面。

工作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同事处

讨得几棵薄荷幼苗，顺手种在了院内，也将

它们的青翠骄人和清新芬芳，带进了家中。

薄荷并非娇气的植物。自从栽下那

几株苗，我再未去关心过。确切地说，压

根就没打理过，任其自由生长。而辗转来

到家的它们，却依旧按着自己的秩序，安

心地扎下根来。

黄梅季节的天气，不时风狂雨骤，打

得薄荷枝叶歪来倒去。然一待风停雨歇，

它们便挺拔如初。等到入伏后，薄荷进入

生长期。枝蔓生，叶繁复，油而蓬松地将

院子一角装扮成一个清素世界。

薄荷似莲，虽没有那般“出淤泥而不

染”，但同样中通外直，亭亭玉立。清风徐

来，长了密密小疙瘩的椭圆形叶片上，仿佛

有柔和绿光随风流动。该种如诗葳蕤，真能

将人的心房染绿。更不用说，不时飘来的缕

缕郁香，漫溢浸润了整个小院。此份自然生

发，从身心深处都能感受到回荡的清凉之

气，宛若一个女子怀抱琵琶，风韵万种。

《本草纲目》说：“薄荷人多栽莳，二月

宿根生苗，清明前后分之。方茎赤色，其

叶对生，初时形长而头圆，及长则尖。吴、

越、川、湖人多以代茶。”薄荷的嫩芽，放进

沸水里，会跟茶香混合成另外一种清淡的

味觉。在种了薄荷之后的日子里，我逐渐

养成了饮薄荷茶的习惯。

古今之人，痴茶者无数。然茶叶需经

揉捻烘焙，而薄荷则不然，随摘随泡，既新

鲜又方便。

酷热的伏天午后（于阳光照耀下，薄荷

蕴含的油会上升到叶片里），伴着鸣蝉的高

歌，先到院里拽几片薄荷叶。莫看这小小的

薄荷叶，刚采下就能在鼻尖荡漾出绿色芬

芳。之后，到灶上煮一锅水，将洗净的薄荷

叶，扔进正沸着的滚水里，稍加些许白糖。

眼瞅着，那碧绿叶子在水中忽沉忽

浮，随意荡漾。沁出来的颜色渐渐将水染

得晶亮诱人，一股素雅清透的香气盈满整

个灶间，将之熏染得分外明净。

薄荷茶不宜趁热喝，须得静静地将之

置凉。就当窗外的日头烤得人头昏脑涨

欲打瞌睡时，取来瓷杯，倒上一抹碧色的

绿，放在院中树旁的小桌上。而后斜躺到

藤椅上，于枝影摇晃的树阴下，翻几页书，

啜几口茶，没有姹紫嫣红，只有润泽心灵

的闲适光阴。

杯中的薄荷叶，此时已完全舒展开

来，润在水里，薄而轻盈，淡而飘逸。呷一

口，缕缕自然的清冽之气在胸口回荡，如

雨后新晴般舒爽。从感官到嗅觉，霎时都

为之俘虏。那是一种无可名状的通透感

觉，不仅冲淡暑气，沉淀浮躁，还将眼下这

淡然时光，诗意地悠长悠长……

封控期间，奉行“没事少出门”总没错，

不为疫情添乱。可是，我还是出门了。想

进菜场，为老妻79岁的生日买寿面。

我提前做足功课：备好儿子买来的

N95口罩，拿出女儿快递来的蓝色防疫手

套；一次不落地在小区做核酸检测。临出

小区，再次查看随身码为绿色，核酸检测为

阴性；又向小区网格长请教如何用手机扫

描微信码乘公交，我还不忘带上身份证。

三个多月来第一次出小区大门。心情

特好，不由得在心里朗诵起小孙子写的抗

疫诗歌：“曾经，我梦中的远方，是沙滩、碧

海、蓝天，与那狂热的阳光……”在公交车

站等了足足55分钟，才迎来了车。售票小

伙提示：“扫码，出示。”我慌不迭地背诵着

顺序，操作着。小伙说：“下去，过期了。”疑

惑间，我一屁股瘫坐在位子上。车到下一

站，小伙又要我下去，我的倔劲上来了，寂

然不动。驾驶员过来说：“再不下车，我们

只能报警了！”

警车果真来了。一位警察，两位辅警上

了车。警察问：“谁？”我在车位上循规地举

手示意。“噢，是位老爷子。请给我看看身份

证。”我的满头白发，已揭示了我的年迈。“啊

呀，您还是位30后？高寿。”整个车厢一下子

放松了气氛。“您去哪儿呀？”我指指跟前的

购物手拉车，说：“菜场，买菜。”当他得知我

儿女都在外地时，关心地劝诫我：“您84岁高

龄了，让社区帮您去买，别出门了。”“那可不

敢，社区干部和义工忙得累坏了，

已解封了，不敢再麻烦他们。”这是

我发自内心的婉拒。“那么，您报上

菜单，我买后给您送去。”这句话说

得很诚恳，却让我惊愕不止。“那更

不敢，我那不是滥用警力了。”警察

笑了：“老爷子您可真会上纲上

线。那请先下车，我帮您解决，相

信我。”警察搀扶着我，吩咐辅警帮

我提着手拉车，我朝全车厢的乘客

微微躬身致以歉意……

警察搀扶我在车站长椅上

坐定，一位辅警骑车送来了抗原

检测试剂。“我们用警车送您去

菜场，但也要先做抗原测试。”我

点头表示理解。测完，我起身想

去丢掉测试物，警察却抢先双手接过去：

“我来。”我挺不好意思。然后警察问我去

哪个菜场，听后略一思索，又问：“人乐？您

老回来咋办？”我说我走走歇歇，能行。他

摇头说：“您走不动的。这样，您买好菜后

给我们派出所打电话，来接您。”我诚惶诚

恐地谢绝，一旁的协警插话，说前面不远的

期昌路有一爿菜店，他骑车先去看看有没

有菜供应。一眨眼工夫，协警回来说：“有

很多品种。”警察要用警车送我去，我坚拒

不从。在协警的陪同下，我进了菜店。菜

品类多多，还有鱼，有鳝丝。我惊喜地买到

了面条，仅剩的七两，够两碗寿面了。整个

过程辅警跟随着，一旁不停地为我递上包

装袋。我瞥见有顾客闪烁着不解的目光。

出店门，协警不容我辞谢，愣是把我请

上了等候在外的警车。只两三分钟，警车就

驶进了我居住的绿洲华庭小区。老妻倚门

等待，见警车在她面前刹车停下，顿时一脸

惊恐。我急忙下车解释：“莫慌莫慌，是警察

叔叔送我回家。”转身想致谢，却见警车已

走。但我记住了，这是方松派出所的警车。

警车拐出我视线的时候，我想着小孙

子诗歌的最后几句：“只要有颗信任的心，

还是能感受到春天的勃勃生机，那时，我的

远方，终究洒满阳光。”

我退居二线，闲来无事，就想做个新菜

农，但我生活在城里，没有田地，还好，我家

车库顶上有个很小的阳台。为了安全起

见，我请做铝合金的师傅焊了一个围栏，然

后到花卉市场买了三只花盆，正好放在围

栏里，既不影响市容，也不干扰别人的生

活，以后我就安心做个新菜农了，在这三只

花盆里快乐地耕种。

一大早，我开车从几百里开外的老家

弄回两塑料桶的泥土，把它们装卸在三只

花盆里，清杂平整后，站在阳台上，看着自

己的“空中菜园”，心里美极了。

立夏那天，妻子问我，你的空中菜园头

茬准备种什么？我说选儿时大人给我们猜

的谜语：“夏时细来秋时粗，有红有绿又吐彩，

米饭沾它染胭脂，吃完之后嘴唇红”。妻子听

后，答道，种“汗菜”。老家人都喜欢长苋菜，

一般长绿苋和红苋两种，他们称苋菜为“汗

菜”。很快她从老家带回了一把红苋菜种。

我用小铁铲子把三只花盆里的泥土翻挖平整

后，妻子把苋菜籽放在一只旧的瓷碗里，蹲在

阳台上，左手端碗右手抓一点苋菜籽往花盆

里慢慢地撒，细小乌黑的苋菜籽从指缝间流

出，像一个个俏皮的小精灵，翻身钻进泥土

里。撒完种子后，妻子又把买来的菜籽饼与

一些细泥掺拌起来，然后撒在三只花盆里，算

是盖上一层肥，浇足了水。我就像呵护自己

的小孩一般，每天早晚在“空中菜园”里劳作，

浇水、拔草。付出总有回报，种在盆里的苋

菜终于没有辜负我们的期盼，四五天时间，它

就长出了秧苗，嫩嫩的秧苗顶着细碎的泥土，

探头探脑地钻出来，四处张望，仿佛是在看

眼前繁华的城市，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

自从在“空中菜园”种上苋菜，但凡我们

夫妻出门在外，总心神不宁，老惦记着家里

的“空中菜园”，总会想办法赶回来，站在车

库顶上看看努力生长的苋菜和嫣红的叶子。

城市的温度比农村高，无需施化肥、喷

洒农药，娇嫩的苋菜一个劲地向上长。不

到一个月，挨挨挤挤，嫣红的叶子，密密匝

匝地覆盖住了花盆，可以采摘食用了。

收获是件愉悦的事，我蹲下身子，伸出

右手从第一个花盆开始掐殷红的苋菜，第

一茬的苋菜，只有黄豆芽粗细，极嫩，掐时

食指拇指一并，从根部轻轻一掐，一根水淋

淋的苋菜就掐下来了。聚到一把捧在手

里，实在好看。新鲜的苋菜叶儿暗红柔软，

它的红是从根部一直红到叶上，翻开叶下，

经脉也都是红彤彤的。叶片中心被染成红

色，而外圈却是绿色，仿佛镶嵌着一颗颗红

宝石，让世人喜爱。三个花盆收获了两斤

苋菜。当晚我就把它们用清水洗净，做了

一盘蒜泥炒苋菜。吃饭时，我把这盘蒜泥

炒苋菜端上餐桌，孙女夹了一筷尝了尝，连

声说道：“好吃，真好吃。”也不知是花盆里

的苋菜质量好，还是我的厨艺高，反正这盘

蒜泥炒苋菜特受欢迎，三下两下就被一家

人消灭了。孙女风趣地说：“三个花盆一盘

菜。”然后把盘子里的苋菜汁倒入碗里，闷

着头呼哧呼哧地吃起来。难怪郑板桥说

“白菜青盐苋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

三个花盆中的苋菜是用手掐的，它像

韭菜一样，过几天它的根部就会长出新的

嫩叶了。这个夏天，苋菜的味，就会随我而

来，沉醉了家人的生活。

摩洛哥，飘香的薄荷茶
楼耀福

难忘乔老爷
马信芳

薄荷一盏消暑凉
钟 穗

那天，警车送我
章绍岩

三个花盆一盘菜
陆金美

我和朋友聊起故乡，说起瓦楞草，一说

出这个名字，我心中就如湖水中被丢入了

一枚石子，涟漪久久不息。

“瓦楞草”，是和往事维系在一起的，一

经说出，我心中就会立刻浮现出故乡的那

处老屋。老屋很老，老得连祖母都说不清

是谁建的，何时建成。足够老，瓦间才能有

瓦楞草。瓦楞草是喜旧厌新的。是谁种下

的呢？不知道，就像野地里雨后的一汪水，

如果这汪水存在的时间足够长，那么突然

有一天你会发现，有小鱼游动在里面。如

果非要给这种现象给出一个理由，只能说，

这是大自然的杰作。

以前的乡间，瓦楞草是常见的。那时

老宅多，祖上辛辛苦苦建成，一代代传下

来。若是漏雨了，就搭上梯子，小心地上房

去，将坏瓦替换下来。修修补补又一年。

祖母家老宅屋瓦的修缮，通常由大伯父负

责。小时，有次我问他为啥不将瓦楞草拔

掉，大伯父摸了一下我的头，说，拔了，屋顶

就光秃秃的，就让它们长着吧，好看呢。

大伯父的二胡拉得好，没事时，他常坐

在院子中央，对着屋瓦，将二胡拉得悠扬顿

挫，檐下的麻雀，瓦间的草，还有坐在旁边

支腮凝听的我，都是他的听众。

后来我才知道，瓦楞草学名叫瓦松，耐

旱耐冻，生命力极强，属多肉植物。平时不

起眼，颜色蔫蔫的，淡淡的，在瓦间不显山

不露水，但夏日里，一场雨后，瓦楞草好像

受了鼓舞，得了力量，一下子就蓬勃起来，

叶子肥肥厚厚，饱满地绿着，那绿，像是流

动的汁液，马上就要滴落下来。

只靠瓦间的一点点尘土，一点点雨水，

瓦楞草就活得滋润，活得昂扬。祖母常说，

人啊，难得觉得过不下去的时候，就抬头看

看瓦楞草，心就能宽了。这话，在我父亲壮

年因病去世后，她常对我母亲说，其实也是

说给她自己。

瓦楞草也是草药。有一年，我全身长小

疙瘩，去镇上的卫生院看了，拿了些药，喝了，

不管用。祖母让大伯父到屋顶采来一些瓦楞

草，在铁锅里煎成汤，让母亲给我擦身子。擦

了几次后，那些小疙瘩居然神奇地消失了。

如今，乡间很少见到瓦楞草，因为老屋很

少看到了。它们和老屋一起隐于时光深处，在

那里，老屋依然矗立，而它们，仍然蓬勃如初。

隐去的瓦楞草
曹春雷

守得莲开结伴游 金南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