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卫

到陕西旅游， 陕西的朋友告
诉我， 最好去一趟袁家村。 我问
袁家村有什么特色。 朋友说， 那
是关中文化、 关中民俗的 “体验
地 ”， 袁家村2014年就获得 “中
国十大美丽乡村” 称号。 我慕名
走进了袁家村。

袁家村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
泉县烟霞镇北面的九嵕山下， 地
处关中平原腹地 。 我从南门进
去， 寻找最能体现关中文化、 关
中民俗的点。 走在熙熙攘攘的古
街上， 关中各种小吃琳琅满目 ，
这些小吃， 虽然是关中文化的一
部份， 但我感到很难体验到我想
要的东西。 游了一会儿， 我感到
嗓子在冒烟 ， 买瓶矿泉水解渴
吧 ， 我心里想 。 正当我要掏钱
时， 一个念头突然提醒我， 找茶
馆啊， 在茶馆中体验关中文化 、
民俗不是更好吗？ 我向一位本地
老人打听茶馆的位置， 老人说左
手边就是王家茶馆。

我本想一进茶馆就找位子坐
下来买茶喝。 但刚过王家茶馆的
门， 一阵唱声吸引了我。 我朝声
音发源地走过去， 啊， 一群摄影
师长枪短炮的正围着一位煮茶的
老师傅咔嚓个不停。 煮茶的师傅
上了点年纪，正一手拉风箱，一手
拿烟杆子，边拉风箱，边小跳 ，边
口唱。 这不正是我心中苦苦寻找
的关中老茶馆的茶文化吗？

此时 ， 一位高个子男人说 ，
大家注意了， 别忙着拍， 要把关
中老茶馆的味儿拍出来。 在全国
大多数地方， 现在喝茶， 茶是泡
的， 即把茶叶放进茶壶后， 用热
水泡好才端给客人。 但在王家茶
馆， 为了让茶客体验与感受关中
的老茶馆茶文化， 你们看， 茶是
煮的， 上面的这排大铜壶， 是专
门用来烧水、 煮茶的。 而烧水用
的是较原始的方法 ， 风箱吹风

法， 需要火就拉风箱……
我随目看去， 这是一款较传

统的老式土灶 ， 长长的灶台上 ，
共有几组风箱 ， 多人在同时操
作。 眼前的这位煮茶师傅， 唱了
一阵， 拉了一阵， 停住了， 吸了
一口烟 ， 长长的烟杆子的尾端 ，
火苗一红一暗， 随即， 吸烟的口
儿张开， 一缕烟雾缠绵弯曲， 款
款升起。 一幅关中老茶馆茶工的
美图 ， 就这样显现在我的眼前 。
吸烟后， 他放下烟杆子， 另一只
手也松开风箱把， 双手合起， 把
刚才拉风箱烧的那壶热水移到另
一个灶口上， 这个口火候明显的
很小。 我了解到， 关中老茶馆茶
不是泡的 ， 而是熬的 。 熬 ， 即
煮， 在我国的茶文化中， 明代以
前的茶， 是煮的， 十分讲究水的
煮法 。 《茶经 》 曰 ： 凡汤有三
沸， 如 “鱼眼” 为一沸； 缘边如
涌泉连珠， 为二沸； 腾波鼓浪为
三沸， 则汤老。 宋代大文学家美
食家苏东坡在 《试院煎茶》 诗中
说： “蟹眼已过鱼眼生 ， 飕 飕
欲作松风鸣 。” 说的就是煮茶的
过程。 关中熬茶， 传承着宋代煮
茶的传统文化 ， 这一传统的煮
茶， 是一门技术活， 有很强的工
艺， 对水量、 水温、 茶量、 火候
以及熬制的时间等等， 都有严格
的要求。

此时， 我看见一个送茶的小
工拿来一个小小的铜壶， 老师接
后， 一手拿小铜壶， 另一手抓着
灶台上煮茶大铜壶的壶耳， 往身
前悄斜， 一股色泽红艳明亮的茶
汤从大壶的壶嘴里流出， 流进了
小铜壶里。 煮茶的老师傅看了看
茶色， 把大壶放好后， 将小壶里
的茶汤倒回大壶， 连作二次， 我
估计， 大壶里初流出来的茶汤的
浓度不均匀， 老师傅连倒连冲二
次后， 大壶里的茶汤才均匀。 想

不到， 老师傅对每一壶茶都如此
严格的要求， 不达标决不出口上
茶桌。

我找了一个空位坐下来， 叫
了一壶茶， 虽然已饱眼福， 但口
福还没享受。 茶上来了， 我问送
茶小工 ， 这是什么茶 。 她告诉
我 ， 这是茯茶 。 是我们陕西600
年前就生产的茶 ， 此茶越久越
香 。 关中老茶馆熬了传统老茯
茶， 深深的吸引着我的喝念。 但
我喝茶有一个习惯 ， 先闻后品 。
我把茶倒在茶杯里 ， 端到鼻前 ，
慢慢地闻着茶香。 我闻到一种我
从没闻过的茶香， 这茶香， 带有
发酵茶的香味。 闻足了茶香， 我
端起茶杯 ， 轻轻地 呷 了 一 口 ，
啊， 茯茶之汤， 如玉泉， 在我的
口中缠绕， 滋润着我的口腔， 舌
蕾。 从舌蕾上， 我感受到了茯茶
的芳香， 那芳香， 带有西北的豪
爽与壮气， 带有发酵茶陈旧的芳
香口感……

华清池位于西安临潼， 南依骊山， 北临渭水，
山光水色， 殿宇辉煌， “春寒赐浴华清池， 温泉水
滑洗凝脂” 的诗句千古流传， 杨贵妃和唐明皇的故
事更增添了华清池的传奇色彩。

初冬时节， 我们来到了华清池。 我们跟随导游
先来到了华清池东区， 只见上面悬挂着郭沫若题写
的 “华清池” 金字匾额， 一进大门， 放眼望去， 骊
山如一匹苍翠的骏马横卧在我们眼前。 进得园内，
但见庭深廊回， 亭阁错落， 虬劲的松柏夹植道旁，
其间散落着一座座温泉浴池 。 “莲花汤 ” “海棠
汤” “星辰汤” ……每一处都有别致的名称， 拱壁
围栏， 飞檐琉瓦， 尽显 “天下第一温泉” 的风姿。

参观完东区之后， 导游又带我们参观中区的唐
御汤遗址， 遗址发现于1982年4月， 经过三年多的
发掘， 在4600平方米发掘区内， 清理出唐玄宗与杨
贵妃沐浴的 “莲花汤”、 “海棠汤”， 唐太宗沐浴的
“星辰汤” 以及 “太子汤”、 “尚食汤” 等五处皇家
汤池遗址， 同时出土的还有三彩脊兽、 莲花纹砖和
新石器、 秦、 汉等时期的文物3000余件。 在陈列室
的 《第一温泉》 的诗碑云： “洗心千古快重游， 月
白水香谁与传 。 洗尽人间无垢体 ， 不得清冷混常
流。” 诗人无非是在向大家证明一个论断： 那就是
华清温泉冠以 “天下第一” 四字当之无愧。 不过，
皇家汤池遗址如今都已干涸， 萦绕不散的却是历史
的回声：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 唐玄宗与杨贵妃的传
奇爱情， 还有西安事变的枪声……

华清池温泉的西区有 《杨玉环奉诏温泉宫》 大
型壁画， 该画由90块汉白玉组成， 长9.15米， 高3.6
米， 描述了开元二十八年唐玄宗在骊山温泉宫第一
次召见杨玉环的情景。 这里的游人很多， 虽然来自
不同的地方， 文化背景和职业也千差万别， 但面对
那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壁画以及一个个焦黑而布满沧
桑的遗迹， 心里应该都会感慨万千， 有人感叹唐玄
宗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悲惨结局， 有人为他们流传千
古的爱情唏嘘……

沿九龙池拾级而上 ， 在唐御汤遗址博物馆东
面 ， 有一座颇具江南园林特色的雅致小院———环
园。 走进环园 ， 是一潭荷花池 ， “荷尽已无擎雨
盖” 的景色有别样的美， 沿着荷花池西岸走到荷花
阁背后， 就是著名的五间厅。 五间厅是一座砖木结
构的厅房， 南依骊山， 北至荷花池， 庭院平坦， 古
木参天， 因由五个单间厅房相连而名五间厅。 五间
厅是环园中的主要建筑物， 合抱粗的赤色大柱高擎
于厅的前廊檐， 气宇轩昂。 与周围的三间厅、 望河
亭、 飞虹桥、 飞霞阁相映成趣。 这五间厅可谓来历
不浅：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 慈禧西逃时就住过这
里， 震惊中外的 “西安事变” 也发生在这里。 看着
“五间厅” 墙壁上留下的弹痕， 想象着当时的惊险，
感慨万千。

参观完之后， 我们洗了温泉浴， 在充分感受温
泉沐浴的同时还欣赏了唐乐舞， 歌舞升平中恍然有
了胜似君王的感觉。 曾是帝王行宫的华清池， 今天
早已偿还给了平民大众， 但在她历尽沧桑的外表下
承载了太多厚重的历史， 华清池温泉见证了多少盛
衰和恩怨， 而今， 风流都被风吹雨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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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清池怀古

■■带带你你旅旅游游

交通： 在西安城西客运
站坐开往礼泉 、 乾县 、 永
寿、 彬县等的车， 在礼泉县
城下车， 再换开往烟霞、 北
屯方向的车， 袁家村下。

自驾可用导航直赴袁
家村 。

门票： 没门票。
住宿： 村里有农家乐旅

馆等， 几十元到几百元高中
低房间都有。

吃： 袁家村农家乐与古
街都有吃的。

小贴士：

品品茶茶袁袁家家村村
关关中中风风情情尽尽在在不不言言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