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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月某一天，突然接一个电话，对
方问知道不知道父亲节，问父亲节到了，会
有什么样的怀念。不说不知道，说了心生惭
愧，自然而然想到了父亲，想到父亲生前喝
酒的模样。

父亲爱喝酒，但从来不贪酒。喝酒对他
来说是休息，是聊天，是说东道西。有点花
生米，有一盘油爆虾，话题便会源源不断。
父亲喝得并不多，非常慢，平时好像也没工
夫说话，很多事，都是喝酒时随口道出，他跟
我谈祖父，谈自己小时候，谈文学，谈中国小
说和外国小说。

父亲常喝本省的洋河和双沟。过去的
人，基本上都喝本地酒，本地酒价廉物美。
其实有酒喝就行，仿佛诗人李白一生纠结的
不是好酒坏酒，而是有没有酒。“莫笑农家
腊酒浑”，有酒喝一切都OK。

不过在父亲的记忆中，确实还存在对好
酒的认知，那就是只要是四川的酒，只要敢
拿出来，都会是好酒。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父亲的少年时代，
也就是抗战那些年，是在大后方四川度过
的。童年记忆往往最深刻，最难忘，当然，
这些酒文化，也是祖父给灌输的。父亲很喜
欢说祖父在四川怎么喝酒，一边慢慢地喝，
一边教他和哥哥姐姐写作文，改病句。

说起四川，父亲情不自禁地有些自豪。

父亲是苏州人，苏州人不吃辣，但在四川待
了8年，他不仅能够吃辣，还喜欢讥笑苏州
人的怕辣。美食家陆文夫是父亲的好朋友，
当年曾经一起被打成右派，他不吃辣，于是
父亲背后总是在笑，说陆文夫这美食家头衔有
问题，天下美食怎么能够离开辣呢。

父亲酒量不大，却喜欢浓烈的白酒，并
且认为要喝就喝高粱酒。他觉得江南的黄
酒，那是温润的糯米酿造，劲不够足。这仍
然与他的四川经历有关，曾跟父母逃难去大
后方当了8年义民。

父亲屡屡要强调川酒能够好的关键——
说到底两个字，水好。好酒必有好水，“为有
源头活水来”。有没有优质水源，几乎是所有
名酒的宣传招牌。贵州的茅台，四川的五粮
液、剑南春、水井坊，父亲都津津乐道。泸
州老窖当然也不例外，可惜父亲逝世多年，
物是人非，我没法问他究竟是哪种川酒好
喝，他最喜欢的川酒又是什么。因此，泸州
老窖发出邀请，希望我们都能去看上一眼，
我首先想到这是父亲少年时曾经待过的地方。

过去一段日子，一直在外面奔波。以 7
月为例，去了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然后是
云南，在曲靖境内转了一圈。没想到这个地
级市，竟然会那么大，与江苏的苏南差不
多，也就是说，比南京加上镇江苏州无锡常
州的面积还大。再去北京，参加 《新世相》
的线下活动，与书友互动交流。后来去了南
京。7月南京很热，很难熬，我基本上在外
面转悠。然而问题还是存在，失眠症并没有
因为车马劳顿得到有效改善，已离开不了安
眠药，今年上半年，总是被失眠困扰，睡不
好，长夜难眠心思忡忡，已开始影响写作，
或许这也是决定要出去多走走的原因。

泸州老窖名头很响亮，我有个同学在泸
州做过市领导，重庆去泸州的途中，用微信
联系了他，说自己到了泸州，要去酒厂参
观。立刻得到回复，问去哪一家，说泸州有
几百家酒厂。听他一说，吓一跳，没想到这
么大的一个数目，以为只有一家泸州老窖。
当地一位领导后来告诉我，最多的时候，泸
州有近2000家酒厂，这里绝对是个“酒城”。

此行目的地是泸州老窖，一切行动听从
主人安排。作家都会有些好玩之心，都会有
一醉的冲动，遇上酒厂笔会，只要时间允
许，似乎都愿意去。譬如在下，有名酒厂去
过好多家，有的酒厂去过好多次。泸州老窖
也像别的酒厂那样，向我们展示它的优质水
源，介绍它的特殊地理环境。宣传广告上的
词，比如“浓香鼻主，酒中泰斗”、“非物质
文化遗产”，照例免不了。泸州地处“中国
白酒金三角”，看地图，离五粮液，离郞
酒，离茅台，都不是很远。

泸州有最古老的酿酒窖池群，有最古老
的酿酒作坊，却偏要独出心裁，让大家去参
观自己的高粱地，又是大出意外。此次活动
主题是“泸州高粱红了”，一个很有诗趣的
创意。说起来让人惭愧，我竟然第一次见到
成熟的红高粱，真是第一次。大片大片的红
高粱，那么红，那么高，那么沉甸甸。也许
是季节缘故，以往出门在外，只见过小时候
的高粱和玉米，弄不明白它们的区别，叶子
差不多，矮矮的，绿油油的，这次终于开了
眼，长了见识。

酒是高粱做的，同行有诗人在，于是便
有了“酒是高粱写的诗”。没有此行，我大
约永远也不会知道好酒必须有好高粱才行。
父亲当年给我的教诲，好酒要好水，“白酒
金三角”驰誉天下，靠的就是好水。现在又

多一条知识，好酒还必须得有自己不被污染
的高粱基地。这是个新概念，父亲小时候在
四川，显然还没有“污染”这词。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起来都是老话
套话。没有这次泸州之行，我大约永远只能
在电视上看红高粱。同行作家朋友不相信我
没看过电影 《红高粱》，还确实没看过，只
看过小说。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是青纱
帐和神出鬼没的游击队，难怪自己写不出莫
言那样的好小说。

酒不仅是粮食做，而且最好是高粱，是
红高粱，那种能够高达3米的红高粱。父亲
凭借少年记忆，在一系列的怀念文章中，不
止一次提到四川的黄桷树，提到川人的嗜辣
和幽默，提到当年下酒的佐料花生如何便
宜，当然，也多次提到美味的高粱酒。现
在，浮光掠影地到了一趟泸州，在对父亲的
回忆中，终于又增加一层了解。我弄明白了
红高粱，终于弄明白，好酒原来是红红的高
粱写的诗。

（叶兆言，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
创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
系列》，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长
篇小说有《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
散文集有《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
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等。）

酒是红高粱写的诗
叶兆言

行天下

泸州城一角 来自网络

泸州老窖高粱地 来自网络

初秋，我应保定几位老战友之约
来到保定，与战友相聚商议游览“保
定军校纪念馆”。我们几位都当过兵，
对保定军校早有耳闻。

前往军校纪念馆的路上，战友老
范介绍军校纪念馆有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成立最
早、规模最大、设施最完整、学制最
正规的军事学府，被誉为“中国近代
军事将领的摇篮”。二是彰显了当年走
强兵富国变革的道路，即由创办初期
的“忠君爱国”逐步发展到以西方先
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和装备替代大刀长
茅的“辫子军”，以国人的枪炮对付洋
人的枪炮。

原保定军校占地 3000 余亩。1995
年，保定市在军校旧址 （东风路 585
号） 投资 200 余万元新建保定军校纪
念馆。纪念馆占地 12 亩，建筑面积
3000 多平方米。军校正门上方“陆军
军官学校”牌匾高悬，右侧“保定军
校纪念馆”竖立；馆内主要建筑物均
仿照原军校式样为青砖灰瓦。步入展
厅，军校校训“守信、守时、苦练、
勤练、爱校、爱国”及开国中将孙毅

题写的“中国近代军事将领的摇篮”，
赫然入目。

据介绍，1912 年，袁世凯在保定
陆军预备大学堂旧址另建陆军军官学
校——保定军校，设步兵、骑兵、炮
兵、工兵、辎重 5科。从 1912年 10月
正式开办，到 1923 年 8 月停办，军校
前后共办9期，历任8位校长主持，为
近代中国培养了各类军事人才 6500余
名。他们中的一些毕业生 （含肄业）
其后成为国共两党中的著名军事将领
和军政要人，如杰出的民主革命家李
济深，和平将军张治中，国民党左派
旗帜邓演达，兵学泰斗蒋百里。

追溯历史，保定军校上乘“天津
武备”，下启“广州黄埔”，在中国近
代军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广
州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学堂、东北讲
武堂并称“民国四大军校”。先起步的
保定军校则为后者三大军校输送了大
批教官，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被后
来者效仿或借鉴，是中国近代军事教
育的摇篮，仅为黄埔军校就输送了教
官861人。

展示资料显示，保定军校自创办

之日起，即以“军人以保家卫国、服
从命令为天职”，深入开展军人应具
备的素质教育。保定军校学生参与了
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发挥了重要
作用。

抗日战争中，保定军校生为捍卫
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做出了贡献。在正
面战场，保定军校生几乎参与指挥了
所有的重大战役，他们中的一些将领
所撰写的军事论著，推动了中国近代
军事学发展。

保定军校培养出的不都是新旧军
人，从这里走出的更多是热血男儿。
军校六期毕业生叶挺将军就是其中的
杰出代表。叶挺将军 1924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6 年 5 月率北伐先遣队挺
进湖南，奋战两湖战场；尔后，参与
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广州起义；
1937年10月出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
军军长，与副军长项英率部向华中挺
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另两位军校生，中共地下党员、
原国民党第 33 集团军副司令长官张
克侠和何基沣，在淮海战役紧要关
头 ， 分 别 率 领 59 军 、 77 军火线起
义，为顺利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
了重大贡献。

保定军校纪念馆遵循“客观公
正，尊重历史”的理念，将这些保家
卫国将领的功德昭示于众，获得社会
各界好评。

纪念馆自 1993 年对外开放以来，
共接待国内外观众 200 余万人次，现
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革和农
工民主党史教育基地。“树高千丈总有
根，天下华人是一家”，保定军校纪念
馆也是沟通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纽
带与桥梁。

2002 年 5 月 20 日，开国上将杨成
武为纪念保定军事学堂开设一百周年
撰文表达道：“我出生在福建，少小投
身革命，参加工农红军，没有机会进
保定军校就读，但对这所闻名中外的
中国早期军事学府并不陌生。抗日战
争期间，我在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
反击日寇进攻时，久闻其名；建国后
又多次去保定，参观过这所学校旧
址，颇多感慨；是一所值得纪念的学
校，开展军事研究意义深远。”

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
赵兴林 文/图

上图：保定军校纪念馆上图：保定军校纪念馆会理石榴树 刘 飞摄

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会
理县气候温和，日照充足，昼夜温
差大，干湿季分明，因此水果众
多，其中以会理石榴最为著名。初
秋时节，从会理古城往南，进入鹿厂、
彰冠境内，连绵起伏的石榴园里，大
大的红石榴挂满枝头，绘就了蜿蜒
数十公里石榴丰收的雄阔画卷。

石榴原产于西域，早在汉武帝
时代，汉王朝使臣张骞出使西域，
把石榴引入了华夏大地。石榴花红
似火，奔放热烈；石榴籽粒晶莹透
明，甘甜可口。石榴容易栽培，除
特别寒冷的地区外，在祖国的大江
南北都能看到石榴的身影。

历代诗人吟颂石榴的诗词甚
多，杜牧的《山石榴》写出了石榴
花的娇艳可爱，“似火山榴映小
山，繁中能薄艳中闲”，生动传
神；而李商隐的《石榴》从石榴的
花、叶、枝果、籽粒入手，歌颂石
榴的纯洁美丽，道出了隐藏于心底
的美好情感，一句“榴枝婀娜榴实
繁，榴膜轻明榴子鲜”把石榴描绘
得千娇百媚。

石榴是“九州奇果”，全身都
是宝，果皮、根、花、叶皆可入
药，具有清凉止渴、消食止泻、止
咳化痰等功效。在我们老家一带，
遇上腹胀腹疼或跑肚拉稀一类的小
毛病，只要抓一把晾干的石榴皮，
煎水一喝，保管药到病除。

会理石榴成熟早，每年 8 至 9
月上市，好似上天特意为中秋佳节
举家团圆精心准备的水果。会理石
榴果大皮薄，颜色鲜艳，粒大核
软，汁多味甜。个头大的会理石榴
赛过足球，小的可以和碗比大小，
少了几分雅致和矜持，多了几分质
朴和憨实，显得更为圆润饱满。石
榴籽粒多而紧实，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被视为“多子多福”的吉祥物。
会理当地的老百姓把石榴归纳为多
宝果、五彩果、吉祥果、幸福果、

致富果。石榴是会理果农致富增收
的支柱产业，截止 2018 年，会理
石榴种植面积达 40 万亩，石榴果
品产量将超过 70 万吨，产值达到
56亿元。

会理石榴占四川省石榴种植面
积的 92%、全国石榴种植面积的
26%，面积、产量和产值都居全国
八大石榴主产区之首。这个名副其
实的“中国石榴之乡”，以30万亩
集中连片石榴产业基地，形成了国
内最大的石榴产业园和石榴观光
园。会理的乡村是石榴的世界，山
上山下、田里地里、房前屋后，到
处都是石榴。登高远眺，山连着
山，树挨着树，墨绿的石榴海洋一
眼望不到尽头。极目纵览，枝头的
累累硕果，如镶嵌在夜幕中的繁
星，密密匝匝，给人一种难以名状
的震撼。

太阳收敛了夏日的焦躁，明媚
的阳光照在石榴树上，金鱼一样在
树叶间快活地游来游去，在柔柔秋
风中筛下一地的碎响。走进石榴
园，红红的石榴挂满枝头，紧紧实
实挨挤在一起，生怕落了后。那一
个个悬挂在树上的石榴，就像少女

的脸庞，粉里带红，红里透亮，在
娇羞里透着山里人的质朴，看上去
生机勃勃。

这样的时节，最开心的是果
农。石榴开园了，满园的石榴，不
是三两个人就能把果子摘下来的。
今年石榴丰产，价格虽然没有往年
好，总体收入却不会少。杀猪，宰
羊，炖火腿，磨豆花……不管是帮
忙摘石榴的乡邻，还是来收石榴的
客商，来的都是客，得热热闹闹
地把客人招待好。当然，他们最
关 心 的 是 入 冬 后 石 榴 的 品 种 改
良、水肥管理，盘算着怎样把果
树种好。他们知道，种果树是良心
活，种出了好石榴，才能卖上好价
钱，也才心安。

一业兴，百业旺。石榴上市时
节，会理城里乡下，车水马龙，熙
熙攘攘，好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
开往石榴园的路并不宽，两车相
向，得小心才能让行。往往不等你
的车开过去，那满载石榴的农用车
就缓缓停下来，开车的汉子探出汗
涔涔的头，露出真诚质朴的笑容：

“来来来，吃石榴！不要客气，你
们照着大的捡嘛！”

会理石榴入画来
李美桦

凡游览过台湾新北市野
柳地质公园的人都有一种仿
佛身临外星世界的感受。在
这条 1700 米的狭长海岬上，
你会见到通常只有童话里才
出现的各种石貌奇观。

从西向东望去，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沙滩上丛生着两
人多高的巨型“石蘑菇”。然
而走近才发现，与菇脚相连
的根本不是什么沙粒，而是
成片的坚硬黄石。直立其上
的“菇群”属于一种天然形
成的蕈状石，历经海浪侵蚀
和风吹日晒。中间弓形突出
的一株“石蘑菇”好似发怒
的眼镜王蛇，正欲向敌方发
起攻击。穿过菇群，海岸上
麇集着遍体铠甲的鳄鱼，仿
佛正觊觎海中的游鱼。侧后方
有一排背饰斑纹的卧虎列阵，
警觉地注视着水面，随时准备
抗击突然冒出来的海怪。

沿路的岩石千姿百态，
栩栩如生。沿岸弯曲西行，
经 过 像 烂 蜂 巢 一 样 的 黑 石
坡，岸边低处的礁石上陈列
着一盏盏似乎尚未燃尽的烛
台。与之相伴的是仙人对弈
过的棋盘以及遗留的一只石屐。回转身，一
幕龟蜥相斗的场景赫然在目：缩头的大海龟
正与刺出尖吻的巨蜥纠缠、对峙。

俯首水塘，青铜狮子探出了威严的头
颅。再抬头看，远处正栖息着一只敛羽的秃
鹫。随着移步换景，秃鹫的上半身神奇地化
做了活蹦乱跳的小兔子，羽翼则变成了仰面
朝天的笑罗汉……以上千奇百怪的景物皆缘
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蜂窝石、蕈状石、豆
腐石、烛壮石……千百万年海浪的侵蚀和岩
石的风化，加上地壳的运动，犹如艺术大师
之手雕琢出了这些惊世杰作。

在公园的中部，众多石像群星捧月般拱
卫着一尊半身的女人像。她的颈项细腻修
长，脸部线条优美，脑后螺髻高耸，神态极
像静坐的雍容女王。这就是野柳地质公园的
镇园之宝——“女王头”。

她究竟像谁？是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
还是英国“童贞女王”伊丽莎白·都铎，抑或
是我国唐代的武则天？众说纷纭，难以判
定。“女王头”也是一个蕈状石，和其他蕈状
石的形成原因大致相同。不过由于潮水及风
雨的长年摧残，女王头的脖子越来越细，从
2006 年的 144 厘米缩为了 2013 年的 126 厘米，
有研究预计她将在 2040年前后折断。这么美
丽的头像断掉实在是太可惜了，我问一些当
地人，为什么不采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加
固？他们回答道：生成和毁坏都是大自然的
安排，我们顺其自然。

听来使人不免感到遗憾，但我相信，大
自然不是只会破坏，更善于创造，它带给我
们想象不到的惊喜和奇观。也许若干年后，
这里还会出现新的女王头、女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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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 郭红松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