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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山东济南发布了招募“首批街头

艺人”的公告，通过审核的艺人将被推荐至

指定位置进行表演。“街头艺人”古已有之。

唐代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

曰：“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描写

的就是公孙大娘街头表演的动人场景。民

国时期，北京天桥一带聚集了大批撂地卖

艺者，成为百姓文化休闲的重要空间。这

些年，随着我国城市文化建设不断兴盛，以

及艺术活力的迸发，街头献艺现象渐趋普

遍，并引起了城市管理部门的重视。据报

道，厦门、成都、福州、上海等不少城市出台

了政策，鼓励街头艺人“持证上岗”，将街头

艺术表演纳入常态化城市管理之中。应该

说，此举顺应了现代城市空间的治理需要，

符合民众文化艺术诉求，同时也为街头艺

人提供了展示舞台，对他们提高自身艺术

水准具有促进作用，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当下人们的美好生活需求丰富而迫

切，其中包括多样化的文化艺术需求。尤

其是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不同社会群

体的艺术欣赏方式和趣味存在较大差异。

我们愿意拿出一晚上的时间，走进影院剧

院，欣赏一部电影或听一出好戏，也希望在

饭后散步的短暂闲暇或外出办事的等候间

隙，围在街头艺人身边听上一首曲子或一

段快板。正襟危坐地听一场高雅的音乐

会，无疑是滋润心灵的艺术熏陶，在街边小

广场看街舞、说唱、杂耍艺人露上一手，也

不失为极好的生活调剂。从某种意义上

说，这些“碎片化”的街头表演灵活多样、接

地气，更契合现代市民的生活节拍。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识别码。随着经济

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城市不仅意味

着厂房烟囱、高楼大厦，更意味着独具特色

的文化气息。一座没有文化的城市不啻于

钢筋水泥的丛林。而现代城市文化的创造

主体是多元的，既需要大型院团、影视机构

等奉献大制作，也需要街头艺人创造小精

彩。正所谓“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街

头艺人群体如小花小草，看似单薄实则蕴

藏无穷的生机活力，西单女孩唱的《天使的

翅膀》引起了北漂一族的强大共鸣，小阿七

凭借《那女孩对我说》收获了千万粉丝，都

是例证。显然，推动城市文化创造主体的

多样化发展，有利于改善城市文化生态，为

城市文化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当然，鼓励街头艺人展示才华，不意味

着放任自流。街头毕竟是公共空间，任何

街头行为都应遵守相关管理法规，也不能

违背公序良俗。前不久，两名女子在上海

地铁站内秀“一字马”，就受到行政警告。

除了这些明显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有

的街头艺人表演内容低俗、庸俗、媚俗，有

的以表演为名强行乞要钱物，有的为博眼

球骗流量故意哗众取宠，这些错误做法不

但有碍观照，而且损害了街头艺人的整体

形象，理应受到惩处。同时，城市管理部门

还应联合文学艺术领域的行业组织，在把

街头表演纳入城市空间治理的同时，也把

街头艺人纳入行业管理范畴，加强行业自

律和行业服务，让街头表演这道城市风景

线更加靓丽多彩。

街头表演：需要空间更需要规则

“如果一个人爱上了亿万颗星星中的一朵

花，他望望星空就觉得幸福。”我们都曾经是小

王子，怀抱单纯爱意，望向星空深处。幽邈神

秘的所在，都有些什么呢？

在生活的路途上，大部分人逐渐钝化了对

“无用”东西的爱，幸而总有些人，他们依然爱

着，并融进了骨血，喂养自身成长，并反哺，并

让所爱为众人所见。

蒂莫西·费里斯(Timothy Ferris)就是后

者。根据《望向星空深处》的讲述，1954 年，费

里斯 10岁时，他们一家流落到佛罗里达，靠捡

拾贝类维生，潮汐的规律和海洋生物的相应行

为让他很好奇，一望无际的美丽星空抚慰身

心，让他十分向往。后来，他成了美国 20世纪

最好的天文学家之一，也是最好的科普作家之

一，像他研究的星辰一样闪亮。

《望向星空深处》原为天文纪录片，成书后

同样面向大众，风格亲切。前言概括全书线

索：第一条是费里斯本人的观星之旅；第二条

是讲述业余天文领域的成就及变革；第三条有

关地球之外——用人类在目前对宇宙初期研

究中能够做出的最好解释，说明星辰、星云、星

系、星系团等到底是什么。这部分的表述就表

明了，作品将涉及许多人物和故事，宇宙的秘

密是无限的，人类要保持谦卑之心。

作品从费里斯的经历讲起。他和小伙伴

们勤工俭学，共筹天文望远镜，组织小型个人

天文俱乐部，撰写日志，记录数据，绘制素

描，收听广播，订阅杂志，驾驶汽车到处观

星。这些也是普通爱好者的普遍经历。《望向

星空深处》的扉页题辞是，“献给世界各地的

观星者”，在无垠的星空之下，有无数个“蒂莫

西·费里斯”。

天文学有点特别。正如费里斯所言，在历

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天文学原本只是业余

爱好者的追求。很久以来，世界各地的族群都

在记录他们的日常观察和某些特别的天体现

象，以便从中寻找规律，指导人类的生活。直到

19世纪，西方天文学仍旧是被业余爱好者统治

的，大部分是拥有私人天文台的富裕绅士，或是

因技艺高超而得到皇家津贴或商业赞助的普

通市民。即使到了20世纪，业余爱好者被迅速

成长的专业天文学群体所替代，但他们的光辉

也并没有全部被掩盖，仍有很多贡献。

本书大多章节的写作，分作两个部分，第

一部分侧重对观星成就和天体现象的科学解

释，第二部分是与此有关的人物采访。业余爱

好怎样推动天文学发展？受访者都是些什么

人呢？

杰克·牛顿展示了他的各种设备和观测方

法。两个月后，杰克的一张太阳照片以整版跨

页的形式发表在《新闻周刊》上。英国皇后乐队

的成员布赖恩·梅兴致勃勃地谈论天文学对他

的音乐的影响，他以漫游太空为主题写过歌。

帕特里克·摩尔是天文科普的元老，他和费里斯

愉快地交谈着科普书籍与电视节目对他们的

影响。斯特尔特·威尔伯是贫穷的兼职数学教

师，可他用自己制作的望远镜和自己写的电脑

程序，实现了对土星的观测并发现了白斑。戴

维·列维有着“彗星猎手”的美誉，他从没上过天

文课，也不从事科学相关的工作，可他用“土办

法”已经发现12颗彗星啦……这样的故事非常

多，天文爱好者自发的热情难以表述，就像分散

在浩渺宇宙的亿万颗星星，自在地发着光。

为何业余爱好者在天文学领域如此重

要？英国爱好者杰拉尔德·诺思说，专业人士的

监测程序是有盲区的。天文学家雷塔·毕比说，

她经常依赖爱好者的观测结果，并解释了专业

观测和业余方法存在的差异，两者的结合可以

获得重要的数据，揭示真相。从天文学的发展

历史来看，很多惊人的进步都源自观测者的发

现，理论必须得到观测的支持，观测经常能修正

习以为常的观念和科学成见。而费里斯做出

的解释是：“最重要的是能力，而不是文凭。”

全书的三条主线是相互穿插的，蒂莫西·
费里斯代表了那些从业余爱好者成长起来的

科学家，这本书是讲故事性质的，它书写的对

象未必都能成为天文学大咖，更多的始终只是

挚情执着的业余观测者。普通人，与普通人的

爱，极其少有地成为了一部科普作品的主角。

他们为何在天文学领域如此重要？
——读《望向星空深处》

“秋赏菊，冬扶梅，春种海棠，夏养牵牛”，

夏日的花花草草中，牵牛花娇小玲珑，清新素

雅，是颇受人喜爱的寻常野花。

牵牛花属旋花科，《本草纲目》上说：“此花

始出田野人牵牛系药之用，故以名之。”俗名又

叫喇叭花，因其外形像喇叭。牵牛花因总是清

晨开放，午后至傍晚开始收拢、闭合，很像乡间

那些早起劳作的勤劳村姑，故而乡人也昵称为

“勤娘子”。牵牛花还有一个名字叫“朝颜”，顾

名思义就是有着朝霞一样的美丽容颜，此名听

起来清新雅致，带着浓郁的文艺范儿。牵牛花

品种众多，花朵有大有小，颜色各异。

牵牛花是爬秧草本植物，身敏捷，善攀援，

或者缠在篱笆上，或者爬在墙头上，或者绕在

草丛里，微风过处，摇曳生姿。若是论起牵牛

花最惬意的安身之所，当属乡野篱笆之上。农

人围扎起来的篱笆栅栏，是守护菜园的一道屏

障，也是丝瓜、黄瓜、眉豆等菜蔬的空中家园。

不请自来的牵牛花，一旦将丝丝缕缕的藤蔓搭

上篱笆，便铆足了劲往上攀爬，跻身于青翠蔬

果之间，染绿了长短枯木干枝。随着一场夏雨

的振臂高呼，牵牛花在一个清晨悄然绽放，或

紫或粉，或白或红，清新脱俗，娇艳无比，颜值

丝毫不逊色于丝瓜花、眉豆花。金风送爽，众

花凋零，此时的牵牛花仍在枝头绽放，没有了

“寄人篱下”的卑微和胆怯，俨然成为青青篱笆

上的“美娇娘”，那一抹动人的明艳亮色，在秋

日的无尽萧瑟之中，成为乡村篱园水墨画上的

点睛之笔，让人眼前一亮，怦然心动。

牵牛花是土生土长的乡野之花，是大自

然赐予乡村孩童的珍贵礼物。幼时去山冈上

割草，在地上蹲久了，身上酸困，便直起腰，

抬眼往前看，不远处，几朵顽皮的牵牛花，从

草丛中探出脑袋，嘻嘻地笑。于是，放下镰

刀，伸手摘上一朵，若是含苞欲放的花骨朵，

便衔在口中当喇叭吹着玩，虽然吹奏不出曲

调，却能把半开的花蕾吹得像小伞一样；若是

完全盛开的花朵，便将花蕊蜜管含入嘴中吮

吸，弥漫在齿颊间的点点甜蜜，是用多少钱也

换不来的童年味道……

我国的传统文化之间是相互融会贯通的，

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也是相互对应的，譬如，

丑对应的是牛，故而民间也把深色的牵牛花称

为“黑丑”，把浅色的喇叭花称为“白丑”。牵牛

花可入诗入画，也可入药，牵牛花的种子就是

一味极好的中药，药名为“黑白丑”或“二丑”。

在乡间，牵牛花生长在田畴篱园，也盛开

在民俗艺苑，一头连着人间烟火，一头连着七

夕传说。关于牵牛花一名的由来，民间流传着

多个版本，我唯独喜欢与牛郎织女有关的那一

个，凄婉动人的的七夕传说，像极了婉约唯美

的牵牛花。传说中每年七夕，天上的牵牛星都

要和织女星在鹊桥相会，此时正是喇叭花盛开

的季节，牵牛星就用喇叭花吹奏着乐曲来迎接

织女星，这样一来，牵牛星和喇叭花也就融为

一体，人们又叫它牵牛花。唐代诗人李白曾写

诗赞曰：“素面倚栏钩，娇声出外头。若非是织

女，何得问牵牛。”宋代诗人杨朴的《七夕》一诗

中写道：“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

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

有人唤它“朝颜”，有人叫它“二丑”

茶 属 于 被 子 植 物 中 的 山 茶 科 山 茶

属。在当今世界，茶是与咖啡、啤酒齐名

的最受欢迎的饮料，是中国人献给世界文

明的礼物。

中 国 历 代 文 献 中 都 有 关 于 茶 的 记

载。从称谓上来说，古人也把茶叫做“荼”

或“茗”。公元前 1 世纪的王褒在《僮约》

中有“武都买荼，扬氏担荷”的句子，三国

时期的吴国人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

疏》中说：“蜀人作茶，吴人作茗。”有证据

表明，四川等西南地区是我国历史上最早

栽培茶叶的地方。但茶在长江中下游地

区更为盛行，早在汉代就开始有以茶代酒

的概念了。晋代的张华在《博物志》中说

喝茶可以让人少眠，也就是说当时人们已

经意识到了喝茶可以提神醒脑。到了唐

代，湖北人陆羽撰写了著名的《茶经》，这

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推动了饮

茶的风气，当时茶铺、茶肆遍及各地，有些

地方还要向朝廷进贡，促进了贡茶的产

出。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种茶的热情高

涨，尤其是“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

业”，茶树变成了重要经济作物。据宋代

的地理书《太平寰宇记》，西南的四川、重

庆、贵州，华南的广东、广西、福建，长江中

游的湖北、江西、安徽，长江下游的江苏、

浙江，还有淮河上游的河南信阳等地，都

有茶树栽培和茶叶生产，而这些地区也是

当今中国的茶叶主产区。

关于茶树的栽培，古代的一些农书有

不少记载。唐代的《四时纂要》详细记载了

种茶的技术：二月下旬在树下或背阴面挖

坑，混上粪土，每坑种六七十颗茶籽，覆土

不超过一寸，旱了要用米泔浇灌，第二年可

以浇小便稀粪蚕沙，如果在平地上种茶，要

挖好排水沟防止水浸；三年后就可以收

茶。茶籽熟了以后，要把茶籽混在湿土里

并盖上草防冻，到第二年二月再种。中国

古代一直使用的是有性繁殖技术来种茶。

直到 19 世纪才有福建安溪茶农发明了扦

插技术，这一技术对于延续优良茶品种、提

高茶叶产量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宋

子安的《试茶录》说：“茶宜高山之阴而喜日

阳之早”，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茶

畏水与日，最宜坡地阴处”，这都充分说明

了古人对茶树喜阴的认识。

古人对于采茶的时机和注意事项也都

很有讲究。陆羽在《茶经》中提到，如果采

茶不合时机，又加工不精细，就会导致饮后

成疾。唐宋时期，茶农会在早晨或阴天的

时候采茶，对于不同的茶叶，也会采老嫩不

同的茶叶进行加工，这样同一品级的茶叶

外形也比较整齐。

加工过的茶叶可以分为很多类，如绿

茶、红茶、乌龙茶、黑茶、白茶、黄茶、花茶等，

这些都是将茶树的叶子做不同的加工处理

得到的。其中，绿茶、黄茶、白茶的名称在

历史上出现得比较早，红茶则要到明代，乌

龙茶出现更晚。陆羽引用《广雅》的说法介

绍了茶叶加工的技术：“荆巴间采叶作饼，

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

令赤色，捣入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

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唐代发明

了蒸青法，也就是把茶叶的鲜叶用蒸汽杀

青，然后捣碎、制饼、穿孔、烘干，这样可以消

除茶饼的青臭气味，还便于贮藏和运输。

从宋代到元代，茶叶的加工技术进一步简

化，从蒸青饼茶和团茶改为蒸青散茶，元末

明初又发明了炒青绿茶，明代以后，花茶和

红茶的技术相继问世。明代诗人魏时敏有

“待到春风二三月，石炉敲火试新茶”的诗

句，反映了当时在石炉中炒制新茶的过程。

早在南北朝时期，茶就传入了朝鲜半

岛，唐代经佛教徒传到日本，后来传到阿拉

伯地区。一直到了明代，东南沿海地区的

外国商船才把中国茶叶运到西方，其中荷

兰是当时最大的贩运国。清朝中期，英国

人把茶树和茶种带到印度和西方，经过若

干年以后，实现了成功引种。鸦片战争以

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又来中国学到了茶

树栽培和加工的技术，荷兰等国纷纷效仿，

结果他们的茶叶出口量超过了中国。茶叶

在西方非常受欢迎，在 18 世纪的时候，英

国就已经成为欧洲嗜饮茶叶的国家。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教师）

栽培与加工：茶的历史“苦”程

付 雷

白露首先是一种液体，其次才是一个

节气。

在汉语里，白露泛指秋天的露水。而

露则是指“靠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凝

结成的液态小水球”。通常，露珠只有在晴

朗微风的夜晚才会形成，可谓对气象条件

颇为挑剔。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

水一方。”一滴露水，从三千年前的《诗经》

里滑落，一度落到唐朝，被一个叫白居易的

诗人拾起，他看看露珠又望望月色，感叹

道：“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九月初三，弦月如钩，映照在江边，夜色不

甚分明，幽微的月光却掩不住江边茵茵绿

草上的滴滴清露，好似镶嵌在草叶上的粒

粒珍珠，莹润如玉。

遗憾的是，到了今天，除了农人、秋蝉

和蚂蚁，鲜少有人对露珠感兴趣了，很多年

轻人甚至都没见过它的真实面目。

当然，相比于自然之物，作为节气，白

露则有着更为丰富的含义。

白露是九月的头一个节气。人的排行

中有伯仲叔季之分，四时之序也有孟仲季

之说，而白露的到来，预示着孟秋的结束，

仲秋的开始。白露前后，天气转凉，露寒烟

冷蒹葭老。那些袒腹纳凉和袒腹晒书的人

不约而同地穿起了衣服，以免着凉。

仔细推敲，白露这个节气应该也与露

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月令七十二

候集解》记载：“白露，八月节。秋属金，金色

白，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当秋风吹过原

野，吹过都市，当晨昏间有了些微凉意，白

露也就近了。白露一至，露从天降，北鸟南

归，寒蝉悲鸣。白露当日，有些地方的人有

拜祭大禹的传统，有些地方的人则有喝“白

露茶”的习惯。一朝繁华露，化为千泪丝。

这个时节，闹闹嚷嚷吵了一夏的蚊虫彻底

地消失了，蟋蟀声倒毫无征兆地密了起来。

汉语里有“物候”一词，指植物在一

年的生长中，随着气候的季节性变化而

发 生 萌 芽、抽 枝、展 叶、开 花、结 果 及 落

叶、休眠等规律性变化的现象。白露就

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民间有句谚语：“白

露白迷迷，秋分稻秀齐。”意思是说，白露

前后若有“霏微晓露成珠颗”，则晚稻多

半会有一个好的收成。想来，这也是无

数的农民在经过长期的观察之后方始得

出的经验之谈吧。

白露为霜

岁时记
潘玉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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