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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笔记军旅笔记她用两手各拿起一张白纸，慢慢竖起

来，平行着放在自己的面前，然后把脸渐

渐靠近，用嘴吹气，两张纸迅速靠在了一

起……“同学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讲课的

内容。大家看到了，在空气流动相对静

止的状态下，两张纸是不动的，当我用嘴

吹动空气，使得空气的流速变快，两张纸

便快速贴近了……这个现象告诉我们，

空气流速快的地方，压力变小。”然后，她

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来：流速越快，压

力越小。

她是我们的教员，名字叫楚凤。接下

来，她让我们看飞机机翼结构剖面图，飞

行原理这节课程里，升力是怎么产生的我

们都懂了。

这是北京南苑空军某部队，是我们学

习飞行理论和飞机结构的地方。正值酷

夏时节，教室里四排学员，两排是穿着白

衬衫的空军学员，两排是我们穿海魂衫的

海军学员，而我们的教员楚凤，她依然穿

着绿军装和蓝色的军裤。每次上课我们

起立向她道“教员好”时，她总是回敬我们

标准的军礼！

楚教员是湖北人，入伍后在基层部队

当通讯兵，她是经组织推荐上的北京航空

学院，大学毕业后分到部队当教员。她白

皙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部队女式 2
号军装好像就是为她量身定制的，而女军

官允许的披肩长发，被她用一个蓝色的发

卡固定在了一起。那个年代，在我们眼睛

里，楚教员的美是极致的，我们甚至认为，

电影《春苗》里的女主角也比不上楚教员

美。食堂的钦师傅是南苑本地人，电影

《杜鹃山》他看了500多场，他说，楚教员像

柯湘，但比柯湘更漂亮。

我们课程里的飞机构造和发动机原

理，是请飞行大队的飞行员来讲授的，这

个兼职的教员叫刘建农。他结合自己的

飞行经历，讲课生动易懂。刘教员是陕西

人，他不像文学作品中我们读到过的那种

粗犷的西北人，而是五官端正，牙齿洁白，

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同一个讲台上，两

个年轻的身影是那样俊美，让我们感到十

分亲切！这对于年轻的心是一种震撼，我

们冥冥之中有了一个猜想……是真的，刘

教员和楚教员恋爱了！

因为成功预测了一次美丽的爱情，我

们这批十八九岁的年轻学员心里，是那样

甜蜜，仿佛是自己的初恋，每天都在激动

愉悦的心情里听楚教员和刘教员上课。

由于唐山地震波及北京，我们室内的课程

压缩了，没有毕业典礼的仪式，一辆卡车

把我们接回了自己的部队。这样没有道

别的遗憾，让楚教员刘教员和南苑这里的

一切，更加深刻地记在我们的心里。

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演习，让我们海军

航空兵和空军同行聚集在黄海边缘的LT
机场，几十架同型号的中大型飞机排列在

机场的联络道上，蔚为壮观。意外的是我

们见到了当年在南苑学习时的大队长，他

现在是这支空军部队负责机务保障的副

师长。离开南苑一眨眼12年了，当我们问

起楚教员的时候，首长摇了摇头，说：“她

还没有结婚。”

听了楚教员和刘教员这个爱情故事，

我们都沉默了。是刘建农的老家不同意

这门婚事。刘建农是陕西咸阳人，据说是

汉高祖刘邦的后裔，他们这一脉就住在汉

高祖的墓区，上下几十代，都是汉高祖的

守墓人，作为道义的传承，他们不与项姓

的楚国人通婚。

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互不通婚的姓

氏有很多，如：朱与李，岳与秦，杨与潘，郑

与施等，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楚汉相争的

历史故事，是中华文明有文字以后记录最

为完整的：楚王问鼎，取而代之，破釜沉

舟，以一当十，项庄舞剑，沐猴而冠，四面

楚歌，乌江自刎……两千多年来，这里的

每一个故事，都成了我们汉民族脍炙人口

的成语。就霸王别姬一个故事，全中国所

有的剧种都在反复出演，哪怕是乡间的一

次庙会，也霸占了中国戏台几百年！力量

的美，忠诚的美，宽容的美，甚至包括了失

败的美，总能拽住看戏人的情感，让人心

里泛起阵阵涟漪。项羽成了英雄，相反，

得了天下的刘邦，却成了项羽的反衬。因

此，认为自己是刘邦后人的刘姓，因为热

爱汉高祖而内心憎恨项羽，是情理之中。

还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话，理论

上说，只是针对已经灭亡的秦国——秦国

是被项羽带领的楚军打败的，宏伟的阿房

宫是被项羽手下的楚军烧毁的！汉朝建

立在秦朝的基业之上，建立在项羽的疏忽

和麻痹之上，这是刘邦的汉朝与秦朝和项

羽互相关联的交集地方。汉朝的统治者

让后人保持着对楚人的警惕，同样符合常

理。湖北湖南今天仍被称为楚地，但古代

的楚国很大，从今天的山东河南安徽到湖

南江西福建广东，传说的楚三户，指楚国

的昭、屈、景三个大姓。楚凤是湖北人，但

她的姓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楚”没

有任何关系，百家姓里有解说，楚是周朝

的赐姓，最早在今天的河南，因此，刘建农

他们的刘姓族裔阻止这门婚事，就显得十

分荒唐。

我们在南苑学习的战友聚在一起的

时候，都会为楚教员的遭遇忿忿不平，只

有银东反应平静。银东的老家地处古代

燕国南缘，这个村庄的名字叫褡裢，而山

坡那边是魏家村。银东说，也是秦军席卷

中原大地的那个时期，一个姓魏的将军，

率兵把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几乎都杀了。

家谱记载：逃出去的人在以后的几百年

里，又渐渐回到了褡裢。魏姓的将军因为

看上了这里的景致，死后就埋在了向阳面

湖的山坡上，他的后人也渐渐聚到了这

里。两个村互不往来，从不通婚。魏家村

的将军墓，被我们村里的人掘了无数次，

墓碑也是砸了又立，立了又被我们村的人

砸掉；“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村的人以

“扫四旧”的名义，用汽油把这面山坡都烧

了。现在，魏家村的人只能把墓碑放在自

己的家里。如果我们村的人走进魏家村，

那一定挨打……你们说，像我们褡裢村和

魏家村这个情况，又怎么能通婚呢？

其实，银东讲的这个故事，特别是在

中国北方和中原这片地域内比比皆是。

两千多年来，华夏民族生存的这块土地

上，所有血腥的屠杀，哪怕是打着“替天行

道”旗帜下的战争，都没有给老百姓带来

过真正幸福的生活，改变的只是封建王朝

的名称和他们的领地。吞并燕国的时候，

被杀戮的褡裢村百姓冤比天大，也在他们

后代的心里种下了无法消弭的世仇。刘

建农的无奈和痛楚，是因为他生长在这样

的社会背景里，伤及的不只是无辜的楚

凤，还有他自己。

有时候，自己会去家附近的咖啡馆，

坐在靠窗的位置，用咖啡的香气放牧自己

的心灵，看外面来来往往的女生。她们大

多很平凡普通，但对于那个正握着她的手

或手臂的男人来说，她却是他的整个世

界。因为我相信，日常能够显现出从从容

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状态，那么他

们彼此的感情一定经过了研磨。

所谓研磨，是利用涂敷或压嵌在研具

上的磨料颗粒，通过研具与工件在一定压力

下的相对运动对加工表面进行的精整加工。

据馆内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咖啡豆在

经过烘焙后，细胞壁会变得又硬又脆，而

经过研磨之后，是让咖啡呈现类似细砂糖

般的颗粒状再进行萃取。萃取时，这些可

溶性芳香物质会与热水接触，使得咖啡的

香气和油脂被充分溶出，就构成了咖啡的

风味和口感。咖啡豆经过研磨后，虽然更

容易被萃取，但也会让香气飘散或加快咖

啡粉的氧化速度，尤其在磨成粉之后，咖

啡粉的氧化速度会比咖啡豆快上数十倍，

因此，在众多咖啡萃取的诀窍中，尽可能

在萃取前开始研磨，更好地保留香气，是

重中之重的事情。

看来，研磨是需要花费心思和时间的，

想起著名的奥地利作家卡夫卡说过一句名

言：人类有两大缺点，一是漫不经心，二是没

有耐心。而研磨恰好克服了这两大缺点。

一方好砚，端庄厚重，石质细腻，同时

也要有锋芒，多像有态度的人生。可是这

样还不够，需要墨锭的研磨。注意力度把

握上，要轻重、快慢适中，还要保持持墨的

垂直平正。或是前后推拉，或是画圈，都

要做到纹丝不乱。其间，清凉水加入，宁

少勿多，依据墨的浓淡来确定加水的次

数，不能将墨浸软，还要防止墨汁四溅。

研墨讲究“指按推用力”，要做到轻重有

节，切莫太急。看来，研磨也是一种智慧。

滚滚红尘，三餐四季，咖啡需要研磨，

豆浆也需要研磨；时光里，最深情，莫过于

安静的陪伴，心心相通中彼此共述韵味悠

长的诗章。美，不但只是阳光明媚，花开

正好，更是一颗心与一颗心彼此碰撞、研

磨的过程。

就这样相遇、相知、相携——走着走

着，穿越了风雨，走进水墨晕染的诗笺里，

走进彼此的故事，走成厚厚的一本书。寻

常光阴，与爱相视，于是烦扰无足轻重，心

里有的只是诗词的婉约，春水的纯情，烟

火的清欢，尘缘的珍惜。

用研磨的眉粉看你青山如黛醉了眉

弯，最香最暖，沁入心脾，研磨光阴不老，

于是生命里蕴含微笑的芬芳，相安流年。

年纪大了，心态平和了，好

多事情也看淡了，身处此中也会

泰然处置了。

事情还起始于多年前，大家

疯迷《神雕侠侣》，被里面的杨

过、小龙女迷得一塌糊涂，好多

人都能声情并茂地跟唱“问世

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都在赞许大文豪金庸文笔了得，

把李莫愁的死写得那么凄惨。

我对他们说，这诗是宋元时代一

个叫元好问写的，是写一对飞雁

死了一只，另一只哀嚎着坠地自

杀的事。别人都不信。我想想

也算了，只怪金庸写得太贴切

了，人们已把此诗与故事情节完

全融为一体了，我这时候再纠缠

着诗的出处，真有点不领风情。

且由它去。

那天周六，松江地中海广场

上，灯光璀璨，人头攒动。一男

青年设计好了在此时此地邂逅

女青年，只见他突然单腿下跪，

向女青年奉上 99 朵玫瑰，周边

好多人鼓掌起哄。我正好在近

旁，看到年轻人这样幸福的举动

我也由此祝福。但，不对呀，这

99 朵怎么不是玫瑰而是月季？

他们这样的邂逅，肯定是男女双

方不少策划者共同策划的，绝不

会在“核心道具”上用替代品。

我朋友在旁分析，现在的年轻

人，可能玫瑰与红月季根本分

不清，何况都是花苞，看不清

楚，唯一知情的是花店老板，这

99 朵差价不小啊。后来我们意

见一致，他们双方都沉浸在这

美 好 的 爱 情 中 和 成 功 的 策 划

中，我们的提醒可能带来不良

后果。算了，且由它去，祝有情

人终成眷属。

电视里看“好声音”节目，紧

张得不行。唱得好好的，而且快

唱完了，怎么导师们一个都不转

身？有的导师怎么一听摇滚就

兴奋，一听民族的传统的就没有

激情？这种状况如果李谷一唱

“乡恋”也会被淘汰的。急呀，鸣

不平呀。老婆在一旁敲打我：这

是节目，不是比赛；参赛的，评委

的，观众席的，都是演员，用不着

你 在 下 面 当 评 委 的 。 这 样 一

想，释然了。我再看节目，好笑

的，好看的，动听的，漂亮的，享

受就是了，哪个上，哪个落选，

且由它去。

好多青年诗人喜欢用“阡

陌”作笔名，什么“阡陌云间”“无

言阡陌”等，很有诗情画意的。

阡陌，是指纵横交错的田埂小

道，日月星辰下的田埂小道，自

己的位置放得多好，所以，好多

人喜欢用“阡陌红尘，岁月静

好”等句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但，事有偶然，一青年在诗中写

到“ 我 在 阡 陌 云 间 的 那 头 等

你”，我说不妥。因为阡字还有

另 一 解 释 ，指 通 向 墓 地 的 小

路。那青年疑惑地看着我，不置

可否，弄得我像做错事一样。

我想想，算了，信不信由你，反

正那解释如今也不大用了，且

由它去。

驾驶车辆常会碰到一个潜

在的危险场景：车子右拐，打右

闪灯，减速，反光镜里看到好多

电瓶车依然毫不减速地一往无

前。我已经碰到不止一次了，我

先等电瓶车潮流过去，再一点点

拐入，车子处在蚂蚁状态，还会

有电瓶车义无反顾地撞上我轮

胎，轻量级的，瞪大眼睛定定地

盯着我，然后无语地离开；稍重

的：“你车子开得来吗？”再厉害

的，是厉声要我下车评理：“你有

辆汽车就了不起啦？就不顾电

瓶车啦？出事故你有得是钱赔

是吗？”我是个从没有交通事故

违章行为的好司机，碰到这种情

况我也只能无语，不去争论，说

理争论有用吗，大家都为生计，

且由它去吧。只是担心那么多

的交通事故与电瓶车不当行驶

有关，这该怎么解决？

老灶间
这里的每一个物品，都存着爷爷的气

息，留着奶奶的印迹；这里的每一件家什，

都依附着爸爸的手艺，承载着妈妈的记忆。

祖祖辈辈的探究，年年月月的寻觅，

普普通通的食材，简简单单的厨具，莫道

在这里烹饪出的只是淡饭粗茶。

一盆盆，它诱人口水欲滴；一碗碗，它

叫人筷子难歇；一只只，它让人回到梦里；

一桌桌，它使人意醉神迷；一席席，它令人

再三回味；一道道，它给人充满温馨。

老宅的灶间啊，一望见你，屋顶好像

又炊烟袅袅；一走进你，眼前似乎就蒸汽

氤氲……

一提起你，我就口内生津；一瞧见你，

我就充满欢欣。

这里刻着江海的风韵，这里有着沙洲

的印记。

老堂屋
见到你，我就忆起了那当年织布的场景。

是妹妹在这里的擀板下擀出了棉条，

是奶奶在这里的纺车上转出了棉纱。那一

线线，那一锭锭，经经纬纬曾使我两眼迷离。

是姐姐在这里的筘夹上推出了间布，

是妈妈在这里的布机上织出了小布。那一

梭梭，那一下下，匹匹段段曾使我魂牵梦萦。

这里，遗存着嫁娶的记忆，这里，传承

着先人的技艺。

民间的衣被，得以在你这里维系；农

家的生计，得以在你这里托举。

走南北，闯东西；行千里，步万里，想

起了家乡就想起了你！

老房头
记忆中在小时候，母亲每天都会在你

这里忙个不停。

在那昏黄如豆的油灯下，她穿针引

线，墙上，晃动着她的身影。

腿上或搁着一件衣服，一线一线地缝

补；台上或摊着一段布料，一剪一剪地丈

量裁剪；手里或拿着一只鞋底，一下一下

地扯着长线。

因了母亲在你那里的忙碌，日子一直

过得紧巴巴的我们，寒冷的冬天从来不会瑟

瑟发抖；上学的路上，鞋子从来不会露着脚

趾；走亲戚的时候，衣服从来不会现出破洞。

时至今日，还依稀记得，在架着的夏

布蚊帐内，母亲为我们用灯盏在“烫蚊

子”；还依旧可看到，在三腰花大橱内，有

着当年母亲为我缝制的布鞋。

面对着她老人家留在你那里的女红

物件，我似乎感受到了母亲当年的手温，

当年的气韵……

这是岁月沉淀的记忆；这是时光留下

的印迹。

这里，它镌刻着母亲一生的辛劳；这

里，它承载了女性终年的忙碌；这里，它书

写满家庭度日的温馨。

老井
你在老宅的一隅，用一个没底的缸倒

扣着做圈围。

谁也不知你存在了有多少年份，或许

井壁上斑驳的青苔可以说明你的年岁。平

时，似乎很少有人关注你，但又都离不开

你。炎炎夏日，你为宅上的人送过多少清

凉；酷冷严寒，你又为他们带来多少温暖。

早年时，倒是我对它关注得多一点。

记得我常常伏在井圈上，捕捉一只只

盯立在井圈壁上的长脚蚊子，它们虽不叮

人，但是十分讨厌。我还喜欢对着井中自

己的倒影，扮演一个个鬼脸，有龇牙咧嘴

的，有笑歪嘴巴的，有痛苦不堪的，有愁眉

苦脸的，有愤怒至极的……

进入老年后，见到你，我还会记起当

年那个调皮的我。还会想再扮一回鬼脸，

可是，有点不好意思，已没了那勇气。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

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

日，还来就菊花。”伴着浓浓的菊香，又一个重阳

节如期而至。

菊花和重阳自古就是亲密一家，正如宋人晁

补之所言“中秋不见月，重阳不见菊”。而原本草

药出身的菊花，之所以能在重阳节中获得如此不

可取代的地位，是因为偶遇了知己陶渊明。

作为一种植物，菊花最初引起古人的重视并

非因为它的美貌，而是出于它的药用价值。成书

于秦汉之际的《神农本草经》，就将菊花列为百药

上品，认为服用菊花可以延年益寿。诗人屈原也

曾“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加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中，关于因食菊花而成仙

长寿的故事又频频出现，使得当时的人们对菊花

能延年益寿的功用深信不疑。

如果没有陶渊明，菊花很可能就会在草药的

泱泱大军中默默无闻一辈子。可有时候命运的

转折就在瞬间，人如此，植物亦如此。陶渊明辞

官归隐乡间后，为了能延年益寿，便在院子里种

上了菊花，以便随时服用。与菊花朝夕相处，本为

诗人的他又怎能不文思泉涌！于是便有了“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佳句。仅此一句，就彻底

改变了菊花的“花”生轨迹。后来，陶渊明又渐渐

发现这菊花竟然跟自己很像：不争春光，独自在寒

秋盛开，隐逸、清高。于是又抒怀道“秋菊有佳色，

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并发出

了“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的感慨。自此，菊花

也就拥有了自己的品格——超然物外，恬淡悠闲，

并逐渐升华到了人品如菊品的高度。

陶渊明种菊除了食用和观赏，每逢中秋，当

菊花盛开的时候，他还会特别邀请附近的乡亲、

远处的朋友，来他家做客赏菊。热情的他，每每

都摊煎饼、烧菊茶款待亲朋，大家走时还采菊相

送。“今日送走西方客，明日又迎东方朋”忙得不亦

乐乎。可是由于来赏菊的人川流不息，常使他不

能按时去田园耕作，这让他有点小苦恼。有一天，

他灌园浇菊时，便自言自语道：“菊花如我心，九月

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日来。”果然菊花有

情，不负陶公心，到了九月九日那天，果真争奇斗

艳地一齐盛开了。客人们也不约而同地都在那天

来到他家，望着满园菊花，吟诗作赋，令人心醉。

此后，亲朋好友相约，年年重阳一日来此赏菊。于

是乎，重阳赏菊的习俗便由此形成，流传至今。

如果说菊花之于重阳，陶渊明有知遇之恩，

那将此发扬光大，唐诗宋词则功不可没。唐代诗

人们所作的重阳诗中，一半以上都提到了菊花。

“今日陶家野兴偏，东篱黄菊映秋田。浮云暝鸟

飞将尽，始达青山新月前。”钱起的这首《九日田

舍》，堪称佳作。又如王勃：“九日重阳节，开门有

菊花”；王绩“忽见黄花吐，方知素节回”；刘昚虚

“从来菊花节，早已醉东篱”等等。尤其主张“文

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白居易，更是

对菊花情有独钟。有一年重阳节参加朋友的宴

饮，在酒席上即兴写了一首《重阳席上赋白菊》：

“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还似今朝

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场。”把白色的菊花比作是

参加“歌舞席”的老人，和黄色的菊花“少年”一起

载歌载舞。白翁突发奇想，以花喻人，这“醉吟先

生”的雅号，果然名不虚传。晚年闲居洛阳后，白

居易对陶渊明悠然自适的人生态度又产生了强

烈共鸣，遂欣然写道：“霜蓬旧鬓三分白，露菊新

花一半黄。惆怅东篱不同醉，陶家明日是重阳。”

到了宋代，菊花不仅频频出现在诗词歌赋

中，而且作为重阳节的代名词，菊花已然稳坐头

把交椅。重阳日，宫廷里会点菊灯，并专门摆放

上万盆菊花珍品供皇亲国戚们观赏。民间也不

含糊，邻里亲朋会特意制作菊花糕相互赠送，家

境再怎么拮据，也会买上一两株菊花回家赏玩。

而且还要一边赏花一边喝菊花酒，取其“三‘九’

（即，九月初九和酒的谐音）重叠，意喻命久”的长

寿之意，既是对千年习俗的敬畏，又饱含对生命

的无比热爱，自此更加巩固了菊在重阳文化中无

可替代的地位，正所谓“无菊无酒不重阳”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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