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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徐风笔下，古
城宜兴处处有故事，茶
馆里就不少。畅和茶
馆，场面大，喝茶的人
大都是“五匠”；公园茶
馆，僻静些，来的都是
断文识字、有文化墨水
的人。两个茶馆，茶资
不一，节目不同，茶客
亦然，比如有老娘舅风
范的刘木匠，或是教英
语的王老师。一壶茶
里，有他们的故事，与
古城有关，与时代有
关，就在穿肠而过的沧
桑里缓缓道来。

（一）

时光到了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古城
里的茶馆，就只剩下两家了。

并不是喝茶的人少了，而是大大小
小的茶馆经历了合并与归公。这里并不
是说合并与归公有什么不好，而是说，作
为公家，或许总有全盘的考量，在一种跟
以往不同的价值观的支配下，他有权力
对茶馆进行改造。经营不善的可以撤
并、改行。所以最后就剩下两家了。

一家叫畅和茶馆，场面很大，就在蛟
桥附近的闹市，喝茶的人大都是“五匠”：
泥瓦匠、木匠、铁匠、油漆匠、箍桶匠，当
然它的外延太大，还可以有钟表匠、豆腐
匠、弹棉匠、理发匠、阉猪匠、补锅匠、焗
碗匠，等等。有些还称不上匠人、凭点死
力气吃饭的角色，比如脚夫、撑船佬、举
重（非体育项目，单指抬死人的行当），也
在这里喝一壶茶。

被保留下的另一家茶馆，叫公园茶
馆，略偏僻些，在古城南的护城河——南
虹河边，原来的任姓私家公园里。有巨
大的银杏、倒垂的古柳，有九曲桥、藕池，
半山凉亭。茶客多半是教师、医生、会
计、文书、画人像的、代写书信的、邮差、
唱戏的、写招牌的，反正都是断文识字、
有文化墨水的人。

（二）

年代不一样了，一个接着一个运动，
人心也有些叵测。但还是有人喜欢站出
来说话。

有个刘木匠年纪并不大，颇有点老
娘舅风范。他是匠人里的班头，喜欢管
事，爱打抱不平，嗓子不大，却似锤子，一
记一记送进你耳朵里。据说在家练过童
子功，当然是甩石锁、舞宝剑之类。他对
文化人蛮反感的，嫌他们酸文假醋。但

凡有文化的人在那里滔滔不绝，他就会
凑上前去，提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问
题：猪吃脏东西为什么不生病，为什么火
车不能站起来开，为什么豆油和水不会
融在一起？这些倒也罢，关键是，有的问
题让人发恼：为什么这世道还是挣钱不
出力，出力不挣钱？你一个耍嘴皮子的
人，凭什么比我做木匠挣得多？等等。

有一位王老师，据说在古城中学里
教英语。他也好一壶茶。刘木匠挑事
的时候，他就出来接招，四两拨千斤，他
有时会把刘木匠搞得很难堪，因为刘木
匠的问题到了他这里，全都变成了厨师
掌下的一碟小菜。他当然不是以教训
刘木匠的口气，相反，从来是和风细雨
的，有学生说，王老师在学校里上课就
是这样，你不觉得他在上课，而是在跟
你聊天，或者谈心。但越是这样，刘木
匠反而更尴尬，因为他原本就不是为了
讨知识而来。

自打这古城有茶馆以来，茶客们都
是“混搭”在一起的。虽然古人说绸不
搭布、穷不搭富，可在一壶茶面前，人人
都是客人。为什么后来的茶馆会这样
分？那可能还是跟每个人的“成分”有
关。那个年代，每个人的出身、成分太
重要了，两个陌生人在茶馆相遇，一起
喝茶前，先要问一下什么成分。贫下中
农是不可以和地主资本家坐在一起喝
茶的，这属于阶级立场问题。有必要重
温一下当年成分的划分，贫农乃至雇
农，是最可以依靠的革命阶级，中农这
个档次里面比较复杂，下中农还可以跟
在贫雇农后面一起进步，但已属于受重
用的边缘；轮到富裕中农就要打折扣
了。因为贫下中农吃不饱穿不暖的时
候，富裕中农肯定是不愁温饱的，甚至
是饱暖思淫欲的，能重用他们吗？至于
地主富农，那是被打倒的阶级，是剥削
贫下中农的。

过去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呢，不是钱多钱少，也不是房大房小，而
是穷人基本上不识字，而识字的大都是
剥削阶级。按这个意思来理解，那些能
跟文字打交道的人，其“成分”基本上好
不到哪里去。

所以，畅和茶馆就变成了古城的一
座革命大本营；刘木匠就成了这里的老
娘舅。匠人们都来自苦大仇深的贫下
中农，或者是贫下中农底子的工人阶
级。凑在一起喝茶时，虽然也开一些不
那么革命的玩笑，但是他们大体上不会
豁边；共同的乐子，共同的嫉恶如仇，编
织成一种温暖的、不可替代的氛围，而
且这是茶资以外的馈赠，是免费的，大
家都很在乎。他们凑在一起还有一个
好处，谁要修个房子、砌个灶台，搭个
牛棚、堆个猪圈，你只要到畅和茶馆，
大着嗓子一喊，立马就有一圈人站起
来跟你走。

公园茶馆的茶客呢，如果你说他们
没有那么革命，他们会生气的。事实
上，在那样一个时代，每个人都在努力
进步而生怕被时代抛弃。有些娘胎里
的“毛病”，比如，书读得多了些，脑子就
会多动一些，眼光就会独特一些，都是
没有办法的事。这些几乎是共同的“毛
病”，让他们的人生总是磕磕绊绊。比
如王老师，据说他成分不太好，祖上是
富农，比地主稍微好一点点。后来他就
成了公园茶馆的权威人士，他讨厌“老
娘舅”这个称号，这里的茶客，也不需要
一个老娘舅式的人物，因为大家都有文
化，都有点小清高。

那时的小知识分子，成分都不太好，
在单位里即便不受排挤，也会过得不太
顺心。打死也改不了清高、雄辩、爱激动
的毛病，有点事就长吁短叹。而他们喜
欢了一辈子的古典诗词，已经逐步让位
于时尚的口号与标语了。怎么办呢，毕
竟精神的标配比口渴的时候喝一壶茶要
难得多。

（三）

很多年后，王老师退休了，变成一个
被大家遗忘的老人。他腿脚不方便，只
能在自己家里喝茶，后来连茶也不喝了，
因为他失眠，喝了茶会更加睡不着。有
一天，他从抽屉深处找出两张畅和茶馆
与公园茶馆某日的节目单：

畅和茶馆
1965年5月1日
上午：说岳全传第三回：《岳飞枪挑

小梁王》
（江都县曲艺团 刘一先）
下午：革命长篇评书《烈火金钢》
（吴江县评弹团 钱浩榕）

茶资：上、下午（各）绿茶1角 红茶8分
特供：绿茶末6分 红茶末5分

公园茶馆
1965年4月15日
上午：《梁祝》
（特邀苏州评话名家：金声伯）
下午：革命长篇故事：《青春之歌》
（特邀著名弹词演员：邢晏芝）
茶资：上、下午（各），绿茶（毛尖）2角
特级红茶（阳羡金毫）1角5分
另有各式时令小吃，味美价廉。

这两份节目单看上去平平淡淡，细
细琢磨，却觉得蛮有意思。首先，从两
家茶馆上演的节目看，除了传统书目，
都加上了革命题材。1965年已经是“文
革”前夜，即便是在偏安一隅的古城，政
治空气一样很浓；不过，即便是革命题
材，也有区别，畅和茶馆讲的是从头打
到尾的抗战故事《烈火金钢》，而公园茶
馆却选择了有大段知识分子爱情故事
的《青春之歌》。其次是演员的阵容，畅
和茶馆的两档节目，都是县级剧团的演
员挑梁，公园茶馆却不同，居然请来了
金声伯和邢晏芝这样的曲艺名家；即便
当时他们的出场费不像今天这样昂贵，
但肯定比县剧团演员要高得多。再就
是茶资，显然畅和茶馆走的是大众路
线，且特别考虑到收入低的人群，以价
格低廉的茶叶末子来惠顾囊中羞涩的
茶客。

王老师觉得这两张节目单蛮有意
思，他把它们捐给某某馆。但是，接待他
的一位小年轻说，老先生，这个不是文物
啊，我们这里不收这样的东西。

王老师感到有点失落。
茶虽然不喝了，但王老师还是会跟

小辈们讲一些茶馆的往事。
比如，那时的公园茶馆是以名家的

影响加茶叶、小吃的档次来拉开与畅和
茶馆的距离。去过公园茶馆喝茶的人
知道，每逢早晨八九点钟，茶馆还免费
提供一把热毛巾给每位茶客，据说那把
热毛巾很香，热腾腾的，喝早茶的人出
门早，很多人还没顾上洗脸，三壶茶一
喝，浑身汗津津的，这个时候来把热毛
巾，有醒神提气之功效。江南四五月
份，正是新茶上市的季节，一杯新绿售
价2角钱，价格确实不菲。当然，节目
门票已经包含其中。即便这样，对于一
个月薪金几十元钱养一大家子的职员
来说，依然是个考验，也就是说，来公园
茶馆喝茶，可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你得
有点文化，要不然别人说话你接不上
茬，比如你能参与讨论林道静和余永泽
的爱情吗？你能背诵林黛玉的葬花词
吗？你还得会品茶，懂点茶道，要不这
么好的茶，你当河水井水喝，脖子一仰
一通牛饮，岂不糟蹋了。最关键的是，
你舍得口袋里的两角钱吗？上世纪六
十年代的两角钱，可以买八个鸡蛋，或
买三碗阳春面，可以供四个人同时看
一场电影。如果你一边喝茶一边心
疼，那么你的胃是舒服了，但小心脏会
受不了的。

不过，喝茶叶末子的畅和茶馆，绝对
有政治上的优势。这些是后来的人才醒
悟到的。许多“五匠”身份的茶客，由于

“革命形势”的需要，先后离开了手艺，当
上了干部。由于他们的出身，政治上可
靠，虽然识字不多，但经常走南闯北，嘴
皮子功夫没有问题，组织上需要把他们
充实到革命的第一线。有的在村里担任
治保主任、民兵营长，也有当村支书的；
厉害的角色，被选拔到城里来了。

比如刘木匠，这个老爱跟王老师抬
杠的乡村角色，出身是三代贫农，各种身
段恰当；造化弄人，没几年出息得有头有
脸，七拐八弯就进了城，到商业系统当头
头了。

可能是太忙，刘木匠慢慢地不能来
畅和茶馆喝茶了，但是，这个地方有他喜
欢的那种温暖的气场，办事的时候，总要
给畅和茶馆一些照顾。煤，茶叶，碗碟之
类，当时都是紧俏物资，他说一句话，什
么都有了。

相比较之下，刘木匠路过公园茶馆
的时候，特别是见到王老师在那里口吐
莲花的时候，心里突然会感到一阵别
扭。你们不就是荷包里的铜钿多一些、
伸出的手白嫩一些、识的字多一些、脑子
里的想法多一些吗？两角钱一壶茶，你
们知道贫下中农在田里干一天挣几角钱
吗？你们聚在一起，拉呱一些什么鸡毛
蒜皮啊，牛逼给谁看？根据线报，你们谈
论的东西，貌似革命，其实是对社会的不
满！过去政府对你们太客气，给你们三

分颜色，你们就开颜料店，如今不成，得
收回来。

（四）

这个时候，中国城乡的权力重新分
配，已经在敲锣打鼓和口号喧天的格式
中完成。按当时人们的理解，革命，就是
革掉那些不合时宜的、非无产阶级的，让
人瞧了不舒服并有可能毒害劳动人民的
东西。

王老师当然不可能再给刘木匠上课
了。相反，学校邀请刘木匠给学生们上
了一堂课，刘木匠声泪俱下地给学生们
痛说贫苦家世，然后把祖辈讨饭的经历
接通到“阶级斗争”。反正，那一天刘木
匠的一双小而尖锐的眼睛哭得有点肿。
而且，见到王老师，刘木匠连招呼也没有
打一个。这应该不是哭肿的眼睛视力突
然下降的原因。但王老师一直安慰自
己，当时可能是人多，也可能他站得比较
靠后，刘没有注意到他。

接下来很快，公园茶馆因“上级通
知”和“革命需要”，撤并到畅和茶馆了。
为了接纳新的茶客，畅和茶馆盘下了隔
壁的两间门面，增加了若干桌椅，颇有一
种招安的味道。

王老师突然对喝茶这件事有了一
些厌恶，这一壶喝了很多年的茶，不喝
也罢。

当然，有些人还是来了，开始不习
惯，慢慢就融入了，不就是喝口茶嘛；有
些人却来了又走了，虽然是喝口茶，这茶
也要喝得舒坦，喝来喝去，难道不是喝的
心情吗？还有些没有来的人，改在家里
喝茶了。

一种接近主流价值观的民间舆论认
为，古城过去的茶馆太多，容易滋生好吃
懒做的资产阶级思想；现在古城的群众
比较忙，又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少喝
一壶茶，多干一会活，这才符合时代精
神！把公园茶馆撤并到畅和茶馆，有利
于让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完全彻底地占
领一切阵地。

很快，规模扩大后的畅和茶馆出台
了惠民措施：为了让更多的工农群众能
够更好地喝茶，茶资一律5分钱，取消所
有茶食点心。据刘木匠透露，把一壶茶
降到5分钱，壶里泡的可不是茶末，而是
正宗的阳羡红茶，当然是亏本的经营。
领导层为此分歧颇大，最后民主集中，还
是决定，为了方便工农群众，这一壶亏本
的“革命茶”，必须让大家喝。

然后，评话说书的内容，把帝王将
相、才子佳人一律扫地出门，全都改成了
革命故事。比如《李双双》《红色的种子》
《平原枪声》等等。茶客们觉得也挺好，
一样有噱头，有乐子，吊胃口。但也有的
人私下说，爱情没有了，难道这些故事里
的英雄都是和尚加尼姑？

据说，公园茶馆的招牌被摘下来之
前，一些老茶客相约一起，以茶馆为背
景，请王老师拍了一张照。王老师有一
架德国徕卡相机，是这古城的稀罕之
物。四十年后，它成为一张典型的老照
片，出现在一本古城文化界的回忆文集
里，当然也是王老师捐献出来的。从画
面上看，你看不出那个时代的人们，心情
有什么不畅快，所有的人面容安详，目光
沉静，并且略带笑意。如果细细端详，依
依不舍的意味是有的。或许他们想说，
这个世界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人
活一壶茶，怎么也得喝好它；老百姓怀里
揣着一颗平常心，日子总是要好好过的。

这张照片的影调很柔和，背景虽然
有些发黄，但愈益增加了沧桑感，让我们
今天的人心生感慨与敬意。

（节选自长篇系列散文《江南繁荒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