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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外公当年读师范时，有同学约他去参加
八路军，外公连夜跑回家和家里商量，却被
曾外婆锁在家中，逼其结婚。曾外婆的意思
是，外公高度近视，扛不了枪，打不了仗。当
年曾外婆的这个决定，却让外公后悔了一辈
子。

舅舅年轻时也想当兵，却因外公的成
分问题，被挡在了军营之外。大姨年轻时很
漂亮，是十里八村数得着的好姑娘，那时流
行一句话：一等人找军人。可外公的右派帽
子，让大姨的军嫂梦终未如愿。大姨后来嫁
给了一位乡村教师，大姨结婚一年后生了一
个男娃，大姨给儿子买了一支木头枪让他
玩，被婆婆发现后，抛下一句酸溜溜的话，
“娃这辈子也就能玩玩木头枪了。”言外之
意，暗讽大姨，外公的成分不仅拖累了子女，
还会殃及外孙，这辈子想当兵，无望！

大姨暗下决心，将来政策改变，不再成
分论了，一定让儿子去当兵。可惜大姨家表
哥学习太用功，早早戴上了眼镜，虽然考上
了大学，但却因视力问题无缘军校。

大姨的婚恋观也影响了她的女儿，表
姐中专毕业在镇医院当护士，工作好，模样
长得俊俏，给她说媒的人络绎不绝，可表姐
一个也看不上。后来，表姐通过同学介绍，认
识了一位外省部队的连长，两人书信来往，

颇为投缘。大家都劝表姐，别找军人，想象中
的浪漫不能当饭吃，等结婚后就会明白，长
期两地分居，各种艰辛各种苦，都只能自己
担。但大姨却支持表姐，表姐和连长通信一年
后，表姐去部队探亲，半年后，两人的婚礼按
表姐的意图在部队举行。婚后，表姐把公婆接
到了自己家，上班、带孩子、伺候公婆，家里家
外都是她一个人，但她从未有一句怨言。

结婚十几年后，姐夫才从部队转业，回
到地方上工作。要不是部队要求姐夫转业，
表姐想让姐夫在部队上当一辈子兵，她一人
维持着家，再苦再累也欣慰，因为她头上有
个响当当的名号叫“军嫂”。作为军人的妻
子，替军人照顾好家庭，往小了说是为军人
解忧，往大了说是为国家做贡献，她付出，她
光荣。

今年，表哥家的儿子顺利考入航空航天
大学，成为一名空军，大姨得知后笑得合不
拢嘴，她说让表姐的儿子长大后也考军校，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她希望他们一家人当
兵，几代人光荣。大姨说，过去外公成分不
好，她没能继续读书考学，一辈子和土地打
交道，和她一般大的小伙伴们，有的考了学，
有的复了工，日子个个过得都不错，以前她
感觉到在她们面前挺自卑的，现在好了，她
也有了值得骄傲的身份：军奶奶。

三代人的军营梦
□马海霞

小时候，时常看到人家大门上悬挂着
“烈士之家”、“军属光荣” 的精致小木牌，
总会驻足凝望。每逢春节前夕，家乡各级政
府和人武部的领导同志总会来到这样的家
庭慰问，街坊邻居们总会投去羡慕的目光。

当时虽年幼，心头却不自觉升起一股庄
重肃穆之意，进而对这样的家庭怀有一份别
样的敬意。皆因，他们的亲人远离故土，保家
卫国，或牺牲在异地他乡，或奉献在万里边
疆。他们，无愧于英雄的称号。他们的家人，
理应受到政府部门的关怀，更应受到乡邻的
尊重。

正因如此，我们对于那些来自军人家庭
的小伙伴分外友善，他们也在无形之中鼓舞
着我们，崇尚英雄，致敬英雄。

当时，铁蛋的爸爸是南京军区某部八连
指导员，曾徒手擒获三名杀人犯，常年带领
官兵奋战在抢险救灾第一线，多次立功受
奖。每回到铁蛋家里，我们总会盯着他爸爸
佩戴军功章、光荣花的照片长久地凝视。

记得十岁那年秋天，我们几个伙伴相约
到地里偷核桃。谁知，铁蛋坚决不去，理由
是：“我爸爸说过，当兵的不拿群众一针一
线，坚决不能偷东西，你们也不要偷，这样不
好！”最终，我们的计划夭折了。

在学校里，铁蛋学习成绩并不是很好，
但他很勤奋。他常说：“我爸爸刚当兵的时
候，投手榴弹得了倒数第一。可我爸爸咬着
牙一个人练习，别人吃饭，他在练习，别人睡
觉，他还在练习，苦练了几个月，他拿了正数
第一。我爸爸来信说，不要害怕脑子笨，多学
几遍，一定能学会的！”到小学五年级时，铁
蛋的学习成绩一下子提上来了，每回考试，
都能进入前三名。

那些年，铁蛋的母亲是街道副食店的售
货员。每到年节，猪肉短缺，供不应求。有一
回，副食店管理员授意她把优质猪肉卖给一

些“关系户”，并许诺“提高奖金”。谁知，这
位军人的妻子坚决不干，还跟管理员吵了一
架。最终，管理员向她妥协了。

在日常生活中，铁蛋时常在母亲的带领
下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院子扫完了，又把
街门前的路打扫得井井有条。街坊邻居们有
了难处，铁蛋和他的家人也会伸出援助之手。

谈起这些小事，铁蛋告诉我：“我爸爸在
部队天天整理内务，把营房打扫得干干净
净。我爸爸对连队的叔叔们非常好，就像亲
哥哥一样……”

长大之后，明了事理，我时常想起铁蛋
和他母亲的所作所为。透过那些毫不起眼的
小事，我觉得，军人的家庭与普通家庭是不
一样的，他们严守道德，文明守纪，刻苦勤
奋，意志顽韧，关爱他人，敢和歪风邪气作斗
争……这些随处可见的正能量词汇，似乎成
了一份别样的信仰，融入到他们的血脉里，
闪现在一点一滴的为人处世中，进而形成了
军人家庭特有的家风。

我时常在想，当一个家庭没有出现军人
之前，他们的家风或许是平凡无奇的。但，在
那样一个崇尚英雄的年代，家里出了一名军
人，比考上名牌大学更光荣，“军人”、“军
属”，成了这个家庭的招牌，家人的精神风貌
一下子刷新了，同时也向社会作出这样一份
无声的宣示：一人当兵，全家光荣，作为军人
的亲属，不仅要享受这份光荣，更要身体力
行，坚决不给军人抹黑，像军人那样严格要
求自己，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最为奇妙的是，军人常年戍边，难得回
家，对爱人，对子女，对兄弟姐妹，并未进行
长时间的教导，但这份家风却实实在在地形
成了。

军人的家风，涌动着浓浓的家国情怀。
军人的家风，硬朗，拙朴，铿锵，像璀璨

的星光，照耀大地，温暖人间。

军人的家风
□江志强

转眼间，距离脱下军装的日子已近三十
个年头过去，可每当听到军旅歌曲，尤其是
在电视上看到，已经久违了的飒爽英姿仿佛
在用生命吼唱的时候，我的身板又挺直了起
来，我的嘴巴同步着一张一翕，我的脑海里
又满是清晰的军旅生活的影像……

我本是个胆小如鼠的人，岂止如鼠，
连鼠都不如，因为我连老鼠都怕。晚上不
敢出门，就连上厕所都要先哄弟弟半天，
好让他陪我……来到部队，我是新兵当中
话最少也最沉默的一个。可我发现，战友
们一个个能说会道，而且能唱会跳，不存
在胆小这么回事。不说别的，光每次饭前
集合站队时的唱歌，那份嘹亮和豪迈，就
让我惊叹不已。从小我就喜欢文艺，这一
天里三番五次唱歌的生活，让我打心眼里
乐不可支。

可紧接着，我又发现不妙了。每次唱
歌，都是随意点一个战士上去指挥，且不说
我不会，光那站上去的勇气，我就没有啊。
也许，歌子唱得熟练些，私下里将指挥练一
练，我会应付下来的。可想归想，临到现场，
我的嗓子压根就发不出声，轰然而起的哄
笑声里，更不用说抬起手臂指挥了。饭后，
就在我发呆的当儿，班长坐到了我的身边，
像一个老朋友似的，一拍我的肩膀，说：不
就唱歌吗？有什么好怕的？多练练就行了。
其实，我早就注意到王班长了，不仅仅因为
他也是安徽人，自然而然地多了份亲切感，
更因为他的歌声简直与歌星不相上下。听
说，他参加过多次军内外的歌唱比赛，还获

过不少奖。早就想请教请教他，可由于是新
兵，压根不敢轻易接近了他。这下好，机会来
了。

我大着胆子，把一个又一个问题抛给了
他。王班长又是讲解，又是唱，又是指手画
脚，耐心地，一个一个解答着。我专注极了，
用心极了，满面的笑，一扫固有的压抑和不
安。在王班长的安排下，我成为集合站队时
屡屡上场的指挥唱歌者，从闭着眼乱划一
气，到红着脸僵硬着上下，再到有了韵味和
节奏，我自始至终在王班长鼓励和打气的目
光里。随着胆量的增大，我的训练成绩和其
它方面的表现都同步大有提高，到教导队集
训，回连队当班长，我跟王班长一样，也成为
带兵的“兵头将尾”。

王班长还没回来，他家乡的电报却来
了。原来，王班长家乡发洪水，他的父亲原本
就有病，一年里，大多时间躺在床上，神经
不很正常的母亲竟不知所终，怎么找也找
不到。消息传递到王班长，他刚准备回家，
又一个大比武的任务来了，同样是训练尖
子的王班长再一次放弃了回家。

在军营的日子是短暂的，但我永远也
忘不了他的这样一句话：有歌声，才有士气；
有士气，才有战斗力。在某些时候，歌声的力
量，甚至胜过枪炮。

我似乎明了了军营之中，永远歌声嘹亮
的原因了。我的军旅生涯，虽然短暂得只有
三年时光，但对军旅歌曲的感情，却远非其
它东西可以相提并论。其实，人生也应该歌
声嘹亮的！

军歌嘹亮
□丁迎新

荷是夏的心情，是池塘的精灵，
是阳光的宠儿，是鱼儿放飞的风筝。
荷的舞蹈袅袅婷婷、情韵悠长，不管
是独舞也好，群舞也罢，那优雅而略
带羞涩的舞姿，不仅醉了满池绿水，
更醉了池塘里的鱼，醉了塘边的柳
树，更醉了岸上的看客。

想看荷的舞蹈吗？请在月下去。不
眠的荷身披银辉，轻轻摇曳，细小整齐
的舞步踏着虫鸣的节奏，避让着脚下
自由自在的游鱼。水声轻响，脆而纯
净。萤火虫忽远忽近地伴舞，像是一群
下凡的星星，禁不住让人想起美丽的

仙女，大概只有荷花才有这样的魅力，
才能引得仙女们前来拜访，于是荷便
舞得更加带劲，表示出热忱的待客之
道。也有聚在一起的萤火虫，它们用自
己的光亮把月亮洒下的光幕撕开，想
看看里面到底藏些什么？尔后又很快
地合上，月光对大地的思念便没有留
下一丝伤痕。荷舞或快或慢，天际边一
粒流星飞逝不见，荷心中默然许下的
愿望，到天明时就会悄悄地盛开。

想看荷的舞蹈吗？请在雨中去。
那是一出悲怆的舞剧，天与地正在
通过泪水交流。荷脚下的舞台，似乎

在释放着无尽的欲望，瞬间飞涨了
许多，鱼儿已经躲了起来，太阳也躲
了起来。然而荷不能躲，她正有力地
摇摆着自己的身躯，一会如万马奔
腾，一会又风平浪静，如悲呼、如泣
诉、如高歌、如浅唱，一波接着一波
诉说着自己的心情。古来多少巾帼
英雄顶起保家卫国的责任，荷便是
这其中最美丽的一个，她的飒爽英
姿，她的战斗精神令天地也为之动
容。荷叶破了，花瓣残落，晶莹的水
珠分分合合，似乎演绎不尽人间的
悲欢离合。满池都是触目惊心的狼

藉，然而荷并不悲观，在残破的花朵里，
一只莲蓬顽强地绽开了笑脸。

去看荷的舞蹈吧，与风一起去，带
着笑容，带着最好的心情。别理会树上
鸹噪的蝉声，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哪里
懂得荷舞的轻盈，哪里懂得轻盈舞步中
流露出生命的精彩与渴求。有三三两两
的孩子来到池塘边，他们脸若荷花，追逐
蜻蜓而来，而那些总在空中旋舞的蜻蜓，
早已落于荷尖之上，与其一起在风中舞
动。那高难度动作让孩子们看得忘记了
嬉戏，悄悄地折起圆圆的荷叶，顶在头
上，像打着绿色的伞，相继离去。于是荷
的舞蹈便舞到了岸上，荷的芳香满世界
扩散，跟随孩子们一路欢欣远去。

荷的舞蹈让我看得呆了痴了。待荷
累了歇了，我也想情不自禁舞动起来，
给荷看。

荷 之 舞
□谢观荣

近日，笔者在铜陵市义安区钟
鸣镇九榔村采风时，听说秀美太阳
冲至今保存有一处石洞屋，传说
900 多年前，陈翥在此石洞屋撰写
《桐谱》一书。于是，我和摄影师刘
荣胜、江积富二位先生商定，披着七
月的流火，去探访这处“藏在深山
人不识，恰似闺秀待深院”的石洞
屋。

据史料记载，陈翥 （982～
1061 年），字风翔，号虚斋，咸聱
子，桐竹君，安徽省铜陵县贵上耆土
桥（今铜陵市义安区钟鸣镇）人。陈
翥 5岁读书，14 岁入县学，曾有悬
梁苦读跻身科举的愿望。后因父亲
早逝、兄弟不和兼自身患病十余年
之故，至 40岁时，方“志愿相畔，甘
为布衣，乐道安贫”，一面闭门苦
读，一面参与耕作，坚持不辍。60岁
时，他在家中数亩山地植桐树（泡
桐）数百株专事研究，除悉心钻研
前人有关著作外，还“召山叟，访场
师”，尤注重实践经验的总结，北宋
皇佑年间（1049～1053 年），陈翥
就是隐居在太阳冲石洞屋里，撰写
成约 1.6 万字《桐谱》书稿。《桐
谱》一书是陈翥一生中留给后人植
桐技术专论，称得上是宋代众多动
植物专谱中的上乘之作，有较高的
科学价值，系世界上最早记述桐树
栽培的科学技专著。

7 月上旬的一天，我们在村佘
宏光书记和叶寿荣主任的引领下，
走进了秀美的太阳冲。为了我们 3
个人的安全，佘书记带着一把砍刀
和一根木棍，走在前面为我们开路，
叶主任拎着矿泉水走在最后为我们

断后。我们沿着佘书记砍出的一条
小路一步一步向太阳冲深处走去。
我们首先来到太阳冲水库，清澈的
水面倒映着太阳冲秀美的山峰，好
美啊！“只是柴草太深了，淹没了太
阳冲景区的第一道美景”。我一声
叹息地说。

接着，我们又沿着太阳冲水库
旁边的一条小路，穿过一片板栗树
林，佘书记指着这片板栗树林对我
说，“这片板栗树林至少有 100 多
年的树龄了”。“石洞屋还有多
远？”我问。“石洞屋不远了，就在这
个山涝上面的一片竹林上面。”佘
书记回答说。

我们这次探访石洞屋最辛苦的
是佘书记。他既要在前面为我们探
路，遇到拦路的树枝、剌条等，他就
用砍刀把它消灭掉，又要辨别石洞
屋的方位。当我们走到一片竹林时，

佘书记高兴地说，到了到了。不是这
里，还在上面一点，你们不要着急，等
我找到后再叫你们。不一会儿，只听佘
书记说，大师，这就是石洞屋。我们顺
着佘书记手指的方向，沿着竹林的空
隙间的山坡攀登上去。

我们来到石洞屋门口，有一条石
阶小路通往石洞屋里，门口边有一片
青绿色的果子。“这是什么果子？”我
问。“这个果子不但能吃，还能做成凉
粉皮，我们山民称之凉粉果。”佘书记
说。接着，我们先后走进石洞屋。我用
双目扫了一眼，这是自然形成的洞屋，
地面上有些杂草，洞屋内三面是岩石，
在一面洞壁上还挂有两副绸缎。佘书
记指着石洞屋说：“这个石洞屋还不
小呢，高度约有三四米，长度约有六七
米，宽度约有三米，面积至少有 20 多
个平方米”。“这个不起眼的石洞屋，
不仅在 900 多年前，陈翥先生在此洞

屋撰写了传世作品《桐谱》一书，而且
从我们九榔村走出去的原省民政厅厅
长肖尚忠等一批学子，也曾在这个石
洞屋读过私塾。”佘书记继续介绍说。

我一边听佘书记介绍，一边注视
着这石洞屋：在那个时代，这里真是一
块非常幽静的仙境，前面有一片让人
心静的翠竹林，洞口边还生长有翠生
生的，既能充饥，又能解渴的薜荔，又
名凉粉了。难怪陈翥先生会选择这石
洞屋来完成自己的《桐谱》一书，不愧
为聪明之举。

离开石洞屋，在返程的路上，我
在想：太阳冲是大自然恩赐给铜陵
人的一方宝地，石洞屋则是陈翥留
给铜陵人有着传奇色彩的历史印
记。笔者深信，在不久的将来，藏在
深山的陈翥石洞屋，定会成为太阳
冲风景区有着深厚历史记忆的一个
最佳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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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娇俏任性的山丫，她
总想攀得高些、再高些，总想看到
更高更远的风景，为此她任性地
缠住了玉米，或是辗转盘绕在高
大的葵花的茎上，然后凌空飞起，
越过木篱爬到邻家的梨树上，山
楂树上。

她喜欢和芸豆鱼龙混杂，等
到芸豆衰黄时，她仍然青枝绿叶，
继续做攀爬的梦；她也不会放过
高大威武的黄瓜架，总愿意在黄
瓜架上做柔媚妖娆的舞蹈。有时
还会绑架一根黄瓜，似乎想尝一
尝黄瓜的味道。

乡下人喜欢用又丑又狠的荆棘
做篱笆，她就细致地在篱笆上织锦；
乡下人又用水泥筑起阴暗冰冷的院
墙，她就在灰霾的泥墙上描画：“晓
雨微微洒物华，牵牛初发傍墙花”。

有时，她还和伙伴们拧成一股
花绳，相约攀爬到高高的电线杆上。

无论离得多远，她都会一路匍
匐着，找到她想要的高处、更高处，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她追梦的脚步，
她永远阳光、率性、一往无前，因此，
当她把能量积聚在种子之中，就可
以帮助人们治疗壅堵的病、滞塞的
病，郁结的病。

她的名字叫牵牛花，又叫喇叭
花。乡下，永远少不了爱热闹的她。

牵牛花的种子似橘瓣状，略具
三棱，表面灰黑色（黑丑）或淡黄色
（白丑），背面有一条浅纵沟，腹面
棱线的下端有一种脐。黑丑白丑质
硬，横切面淡黄绿色，子叶皱缩折
叠，显油性，有明显黏液，气微，味
辛、苦，有麻舌感。炮制后配大黄则
导湿利水，泄泻热毒，破积通滞；配
木香可用于水饮内停，胸腹积水，腹
大胀满，小便不利；配槟榔可消积破
滞，排除虫体……

本草注云，“此药始出于田野
人牵牛谢药，故名之谓牵牛，其种子
有黑白两种，分别称黑丑白丑。”
“盖以丑属牛也。”

有人牵牛谢药，足见这小小的

喇叭花身价不菲。“素罗笠顶碧罗檐，
脱卸蓝裳著茜衫。望见竹篱心独喜，翩
然飞上翠琼簪。”

小小的喇叭花，看起来极为纤弱，
线一样细小青翠的藤蔓里游走的却是
顽强不息的生命，沿着崎岖的时光之
旅，穿过历史的高墙一路走来。在属于
她的季节里，每一弯花藤上都会开出
数不清的花朵。

只是，在热闹和喧哗中她是羞怯
的，总要等到夕阳西下，等到夜晚，等
到黎明，等到那些岑寂的时刻，她才安
静从容地打开粉粉紫紫薄如蝉翼的花
绸，张开小喇叭，举起纤秀的小金铃
来。《本草纲目》说她又叫草金铃、盆
甑草、狗耳草，诗人们却喜欢叫她朝
颜、夕颜———一个绝色的寂寞女子，她
属于夜晚，属于清寂，属于玲珑剔透的
古典美人。

不过乡下人还是喜欢叫她喇叭
花，这名字俗却让人易于接近，就像乡
下的孩子，既不挑剔环境，也不会把别
人的毁誉放在心上。那时候总嫌她开

得太过单薄，不够繁复，不够美艳，常
常会一次采下十几朵花儿把她们捆扎
在一起，扎成牡丹一样富丽堂皇、有着
重复花瓣的大朵，握在手心里到处炫
耀，不久那些轻巧的花瓣便失去了水
分，变得柔弱、萎靡，此时就被没心没
肺的孩子们随手丢弃。

没有一茎细藤会因孩子们的采
摘而拒绝绽放花朵，总是在一夜之
间，那些笔尖一样的花骨朵蜂拥而
至，举着绿叶的团扇笑嘻嘻地与人们
捉迷藏。

只是，乡下的花儿难免会有些
倔———喇叭花无需别人刻意播种，也
不必除草捉虫去伺候她，不过倘若要
挖了她的根茎，请她移居到肥沃宽敞
的家园，却是万万不可的。

她们不是花中的名角，由不得别
人抢来捧去地折腾，只要选择了落脚
的那一隅，她就有了家，有了希望，有
了点缀与奉献的责任。从此之后就要
开枝散叶，一任蜂缠蝶弄，一任雨润风
揉。在阳光下尽情舒展，也在黯淡中瑟
缩徘徊———在幸与不幸之中，体会生
命百味，感悟自然真谛。

再鄙陋的环境，再卑微的生命，都
可以像喇叭花一样倾情绽放———只要
活过，就不后悔。

牵牛初发傍墙花
□卢海娟

石阶小路

陈翥石洞屋

凉粉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