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我走出小区
门口，见对面一女孩明眸

皓齿、细致高挑。她穿一白
色的休闲体恤衫，下摆随意在裤

腰处系一扣儿，便在藏青褪色的牛
仔裤上形成一个好看的结儿；黑黑长

长的马尾，在脑后左右舞蹈，上下跳跃；浅
蓝色的包包，恰到好处地斜跨在腰际，随意，

闲适。她脚步轻盈，从我身边飘过。我忍不住，
回头，看了又看，满眼的羡慕。
曾几何时，我也如此年轻过，青春过。如今，几近

半百，芳华不再。对镜自顾，口齿摇落，肤色暗黄，华发已
生，深深浅浅的皱纹爬

上眼角眉梢，不可阻挡的
老态，让人不忍直视。“时间
都去哪了，还没好好感受年
轻就老了……柴米油盐半
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
皱纹了……”单曲循环着
这首歌儿，几多感慨，几多
苍凉，满心的惆怅和不甘涌
上心头。人，不争岁月，不
是不争，是争不过啊。

却原来，跟我同感的还不在少数。
那天，接一电话。是年长我十几岁的大姑姐打来的，“小姜啊，

老姐真不中用了。今儿晌午，本打算做一顿手擀面，奔着米缸就去
了，挖了米，放进盆。唉，不对，转身就又冲着面袋子去了，舀了瓢
面，又倒进放了米的盆里去了。哎呀，你说说，这破记性！”这边，我
早已笑得直不起腰。笑过之后，我却感受到了大姐的无奈和郁闷。

想起来了，还有一件事得说道说道。一天中午，表哥的修理
店里来了一个老哥，身穿一条褪色的军裤，一件棉衬衣扎在腰

间。他说话声音洪亮，走路生风，气宇轩昂，一看就是经过
专业训练的人。老哥很健谈，他说，他70多岁了，辗转几

十里路，从福山倒了好几趟公交车，才打听到牟平这
唯一一家、至今还维修小收音机的师傅。我说，大

哥顶多60露头的模样。老哥苦笑。他说，幸亏
年轻时候当兵，练就了一个好身板。虽然外

观上看不像七十多岁的老人，可真是不
服老不行了。时不时睡意昏沉，看着

电视，守着炉火，就打起了盹儿。
等真的躺炕上了，又翻来覆去睡

不着，离开这随身听的小收
音机，想睡点觉，是一点门

儿 没 有 。
哎！你们还
年轻，抓紧时
间，想吃啥就吃点
啥，想干啥就干点啥，人这一辈子可
不能浪滔滔……

呵，我羡慕着那女孩的芳华，老哥又羡
慕着我的年轻。好吧，我总不能辜负了老哥
的期待和自己的不甘。也许，成长是每个人一辈
子的事情，它无关年纪。年龄只是一个数字，不是
标尺。只要保持年轻心态，不服老，不畏老，任何阶段
都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精彩。

为消遣大把的
时间，也为了充实
自己的日常，我
报名参加了县文
化馆的公益课程
班。在挤满了老
大哥、老大姐、老阿
姨、老大叔的国画花鸟
班的课堂上，年纪最小的
我好奇地看着他们，听课、
提问、临摹、调色、运笔，有

板有眼，有模有样。那认真的态度，那好学的眼神，那别出心裁的
画作，都深深感染着我。活到老，学到老，真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情。也许，真正的衰老，不是容颜的逝去，而是心的妥协吧。

前阵子看一文章，说的是好奇心旺盛的“女孩”，说的是日本
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老人——屉本恒子的故事。恒子老人生于
1914年，她一生历经坎坷，感受颇丰。可贵的是她有一颗好奇的
心。她说她71岁工作，86岁谈恋爱，102岁获得露西奖，是全球
最具分量的摄影大奖。她没有功夫去死，如果你老是想着，我
都这个年龄了，还能做这个事吗？那你的生命就完蛋了。年
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重新开始的勇气。

形态的衰老，无损于生命的尊严。我们不见得非要
活出恒子老人的精彩和精致人生。只要我们内心不
荒芜，总还可以在变老的路上，慢慢变好的。我们
何苦去跟岁月争高低，又何苦跟自己过不去？

人生走过大半，笑笑地走来，笑笑地
走去，天依旧蓝，阳光依旧灿烂。生老
病亡从来都是自自然然的事情，让
我们像花儿一样，把芬芳尽情绽
放吧。至少，不枉来人世间走
一遭。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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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到过许多地方，大地方小地方，林林总总，不计
其数。要是有人来问我，你对哪个地方印象最深刻，哪里最
值得你回忆和留恋，我会发自内心地说——最忆是莱阳。是
的，我要大声说，莱阳我曾来过。这里，留下了我对军营的最
初记忆。

1984年孟冬时节，11月2日清晨9时许，一辆闷罐车载着
一群新兵蛋子，从千里之外的沂蒙老区，经过两天两夜的走走
停停，一路颠簸，来到了位于胶东半岛腹地的莱阳。一下车，
我看到初升的太阳挂在西天上。原来，经过两昼夜的
漫长煎熬，又是闷罐车，第一次出远门的我，早已在不
知不觉中掉了向了，实在憋闷得不行。

前些日子，我整理小棚里不用的零碎东西，发现
角落里一个老书柜里，塞满了早年我学习、工作时用
过的各种旧书报，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五花八
门。我随手打开了书柜的抽屉，一个布满灰尘的笔记
本，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如遇故人，一阵窃喜，轻
轻地拿起来弹去封面上的灰尘。在打开它的那一刻，
那些渐行渐远的往事，渐渐清晰了起来。

这不是一个平常的笔记本。这是36年前我参军
时，村里给我买的纪念品，它承载着家乡人对我的美好
祝愿。记得临行前，村民兵连长对我说：“小康，今儿你
光荣入伍了，是咱村的光荣，你有文化，希望你到部队后好好干，
为家乡争光！”这个笔记本，清晰地记录着我的“兵之初”。

是啊，人生是由许多巧合组成的串串珍珠，让人留恋，让
人回味，有些事情随着岁月的更替，如一坛陈年老酒，愈久愈
浓，让人怦然心动。在我的人生历程里，我曾两次因缘际会莱
阳，且次次让我记忆深刻。

上世纪80年代初，南疆自卫反击作战正如火如荼。这年
冬季征兵开始后，我毅然报名应征入伍，并如愿以偿穿上了绿
军装，来到了位于莱阳城北的军营。这里是我的“兵之初”，也
是我人生梦想起航的地方。

在新兵连里，我和新战友们一起走正步，练器械，开展单
兵战术训练、400米障碍和手榴弹实投实掷训练，进行轻武器

实弹射击、战场急救等科目训练。在火热的军营里，战友们操
着南腔北调，同吃同住同训练，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那时物质文化生活单调。一周能看上一场电影，便是一
件让人高兴的事。每当夜幕降临时，新兵都按要求打起背包，
列队集合，到空旷的露天场地里看电影，尽管寒风刺骨，但坐
在背包上看电影，既柔软又舒服，让人忘却了寒冷。

周末，班长还会带领我们到莱阳城，让大家理个发、洗个
热水澡，或是到百货大楼购买香皂、牙膏、洗衣粉等生活日用

品。到了城里，有的战友还跑到照相馆里，照一张军装照，待
相片取出来以后，便急忙跑到邮局里，将照片连同写好的家
信，装进信封里寄给远方的亲人，或是心爱的姑娘。

平时训练衣服脏了，新兵们用镐头、或大石块砸开结了
冰的小河面，用脸盆取水洗衣服，双手冻得通红，一会就僵
了；洗好的军装，晾在操场上一会就冻干了，结了冰凌子。过
新年的时候，大家动手剁肉馅，自己和面、擀皮子包饺子，尽
管包的饺子大小不一，也不美观，但吃着自己动手包的饺子，
心中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想家的念头，随之一扫而光
了。我就是从那时起学会包饺子、擀皮子的。在军营里，大
家学会了吃苦耐劳，拼搏进取，团结互助，学会了生活必需的
一切，让人受益终生。

说起莱阳，人们自然会想起莱阳梨。然而，在莱阳当地，
最出名的莫过于冬天的风。“后娘的拳头，云里的日头，比不过
莱阳冬天的风”，当地人这样形容冬季莱阳风的厉害。的确在
冬季，“莱阳的风九点钟，一阵更比一阵凶”，每一次在战术训
练场遇上刮风天气，细沙打在脸上，像针扎般钻心疼；刺骨的
寒风，吹裂了我们的手。

但是，那年冬天莱阳的大风，不仅没阻碍我们如期完成训
练任务，反而还锻炼了大家的意志。三个月的训练结束后，大

家各自走向新的战位，成了一名响当当的兵。
当时南方战事正紧。新训结束后，有许多新战友

就是从这里出发，经过短暂的战前训练，直接开赴南
疆的。犹记得，战友陈某勇在一次突袭战斗中，被敌
人的炮弹掀翻了，血洒疆场，他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
在了18岁；战友范某义的母亲，因过度思念在南方打
仗的儿子，日夜以泪洗面，眼睛哭坏了，后来失明了，
当儿子从战场凯旋归来时，她只能用手抚摸儿子的脸
庞，听一听儿叫娘的声音……

我第二次邂逅莱阳，是2005年。这一次，我是以
“官”的身份出现的，随着一纸任职命令，我被上级任
命为山东莱阳市人武部副部长（兼军事科长）。后来，
由于爱人和孩子在烟台，我一个人在莱阳工作，“独在

异乡为异客”，生活上有诸多不便。于是，我向上级提出了回
烟台的想法。

2006年年底，我在莱阳脱下穿了22年的军装。这一次，成
了我永远挥别军营的时刻。

不得不说，在人生最美好的季节里，我有幸两次邂逅美丽
的梨乡莱阳。第一次是初见，“人生若只如初见”，一切都那么
美好和新鲜；第二次是离别，“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人生无非生离与死别。这两种情感和滋味，在莱阳我都
经历过，品尝过，刻骨铭心。这些年来，无论是乘汽车，还是坐
火车，只要经过莱阳，我的心头都会一热，都会情不自禁地向
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深情回眸，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敬意。

我祈祷，莱阳的明天更美好。

□康勤修心香一瓣

最忆是莱阳最忆是莱阳

巍峨芝罘巍峨芝罘

□战军街谈物语

1996年之前，评价一个人是否有才，除了一直以来的琴
棋书画，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是否会写美术字。美术字，
当年美术课本上有此教学内容，记得就是黑体和仿宋两
种。其用途十分广泛:宣传标语、广告牌、室内外装饰
刊板、企事业单位门牌、商场店铺广告、街面门头、
企业文化、各类产品展销等。可以说，生活中
的美术字无处不在。

1989年在师范就读时，美术老师反复
叮嘱:美术字的实用价值非凡，大家一定
重视并用心学好。我是班级中的听
话男生，自然努力把老师的话落
到实处。最初练习最多的是仿
宋体、黑体，这两种字体掌
握熟练后，其他的圆头黑
体、综艺体、琥珀体甚至各
种变体美术字，皆能迎刃
而解。每天无论上什么
课，高兴了就听，不高兴就
拿出几十个汉字就开练。
美术字笔画简单，结构上
多是罗列，比较好掌握，弄
不准的找报纸或课本一看
即可。闲暇之余，还经常
到书店买关于美术字的书
籍反复研习。渐渐地，我
在学校小有名气，班级和

校园板报，教学楼大厅的厨窗内容更换，都有我忙碌的
身影，有我流下的汗水，也有我的进步和成长。

1992年毕业，我被分配到一所中学，学校的活动
较多:校园和班级文化、运动会横幅、各种厨窗标牌、宣
传栏、外墙标语、团队室布展、教学现场会承办等等，让
我一度成为学校最忙的人。与此同时，我在美术字的
书写上进一步成熟。仅说运动会横幅那十来个字，按
照熟知的尺寸裁出大板纸，每个字用铅笔一勾，用刀子
快速裁出，粘到横幅上即可，熟练到如削瓜切菜一般。

而悄悄地，让我没想到的，利益随之而来。
今天，朋友要开个小店，让帮忙写店面和主营。

带上尺笔，提着油漆桶，半上午搞定，就来了收入。
明天，又有朋友让做个好点的门头(后来已经开

始出现彩色即时帖，反面带胶，写好了字，刻出来，扒
掉后面保护胶的纸，贴上就行)，要立体的就贴上厚度
不一的泡沫板材，粘墙上即可，又小有收益。

第三天，企业送来一个刷好白油漆的长木牌，这是
企业的门面，需要认真对待。先量好总尺寸，减掉四周
边距，再减字距，除以字数得到字高，仔细打好格，一个
个用铅笔写好，反复对照修改后，用黑色油漆一丝不苟
地描出来。大约一天的功夫，崭新的、雪白黑亮的门牌
完成，太阳底下一晒，一个个的字闪着光芒，那成就感
别提了。让同事眼红的是，这样的牌子一个字十元，一
个牌子一般就是一百元左右。那时的一百元，可是我
月工资的三分之二（我毕业月工资152元）！

为了照顾大家的情绪，我隔三差五拿出二三十元
请大家喝一顿羊汤。记得那爽滑鲜美的溜羊血，三元
钱一盘，拌羊肉五元，溜羊肝四元，炒羊肚六元。两瓶
两元钱的八仙胡芦醇，让大家尽兴个底朝天。

后来承揽到大的广告牌。焊好后的铁板刷好防锈
漆，打好底色，用油漆一笔一画地练。大字简单，打格
写好涂色即可。最让人犯怵的是产品介绍的大篇幅小
字，需要量出总面积，再数出总字数，比量行距字距的
美观，反复比对，通篇打格，一个个地写，属于慢活。但
那时我的熟练程度已经到了不打草稿，用大小适中的
油画笔一次性完成，且没有笔误。

再后来，为朋友农庄的十七米墙面写过美术字，为
啤酒厂做过104平方米的墙面文化，还为企业做过产
品包装参加展销会等，一切都是得益于美术字的熟练
掌握和灵活运用……

当时，蓬莱有一批美术字高手，其中最出色的就是
教育书画部的李克民老师，出自李老先生手的字、图、刊
板，那绝对不会有一点瑕疵。有人评价他的美术字比报
纸上的都美，他培养的刘世波、孙建新等都非常优秀，也
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展示和奉献自我，服务社会。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正当我要用自己的
特长飞向更高更远时，1996年电脑刻字机问世，长宽高，
字行距，字的大小、颜色、字体输入电脑，刻字机便按要
求刻制完成。虽仍需要人工逐个粘贴，但其工整规范美
观均无可挑剔。再后来，电脑喷绘出现，无论多大的尺
寸、多繁琐的字图，均可一次性喷绘完成，人需要做的，
只是蒙上整张喷绘布即可，又节省无数人力物力。

美术字，在建国后的几十年中，作为一种艺术门
类，曾经在多个方面展示；写美术字的人，做为从艺者
或是从业者，为社会发展也辛勤付出过。但目前这些
都已尽皆逝去，正如一手好字被电脑废了，取而代之
的是效率更高、节奏更快、效果更好的电脑刻字。

以后的岁月，随着社会快速发展，一定还会有更
多的行业、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被淘汰和取代，我相
信，与此同时所出现的，一定是科技更进步，生活更美
好，祖国更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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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远娜心灵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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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无数名山大川，高如剑阁峥嵘而崔嵬，壮如昆仑
顶上定乾坤，险如帕米尔壁立万仞，奇如庐山日照香炉生紫
烟，这些中国奇观我不知梦中去过多少回，但梦醒后依然是斗
室一间，书柜一橱，无缘与这些高山峻岭谋面，实在是人生一
大憾事。

我们的芝罘也有很多山，有小黄山，有南山，有塔山，有大
南山，再往东有岱王山。站在烟台山上往南看，这些群山一字
排开，横亘在芝罘区中段，它们青黛含烟，鹰隼试
翼，如一张巨大的水墨画隆起在地平线上，遮挡
住人们的视线，又如一条蜿蜒曲折的巨龙，追逐
着太阳而去。

虽然不能像徐霞客那样遍访名山大川，但到
眼前的大山看看也是一件美事。仲秋时节，天气
正好适宜爬山，这天恰逢周末，小雨淅淅沥沥下
个不停，天空忽晴忽阴，不冷不热，正是良辰吉
日，我稍作准备就出发了。来到南山公园，循着
三百六十五级台阶攀援而上，每个台阶上都写着
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大事件，两旁的针叶松、
刺槐密密匝匝，层层叠叠，森林氧吧的浓度越来越大，楼房越
来越渺小，越往上走越能感受到天空的浩瀚无垠，不到半个小
时来到南山顶上，站在裸露的岩石上，我发现芝罘比以前更高
更壮大了，也更加美丽多姿。

来不及多看，也无瑕喘息，我循着崎岖的山脊继续往东
走，针叶松的虬根像蜘蛛网一样暴露在地面上，粗糙的树皮不
知经受多少风霜雨雪的历练显得斑驳陆离，这一切原始的景
象简直美妙极了。我拨开树枝往两旁看，一看就魂飞九霄，那
山壑真不知有多么险峻，山脊南北偶尔露出来的楼房也更多，
真是一眼望不到尽头，就像神话小说里的琼楼玉宇一般。来
到电视塔旁，视野更加开阔了，远处的丘陵出没其中，星星点
点的楼群在这些丘陵中若隐若现，这是不是有点“日照香炉生
紫烟”的味道？

离开电视塔，小路也变得宽阔了，山脊南的景色不断切入
我的眼帘，这种景色不断变幻它的容颜，原来隐约可见的楼群
露出了真容。这里曾是一个个小小村落，现在新建成连片的
红顶楼群，占了好大一片区域。农民已经住进了宽敞明亮的
楼房，他们改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方式，正在变身
为蓝领阶层白领阶层，完全融入到了现代化潮流中去。

沿着山脊继续往东走，一条巨大的沟壑完整的暴露在眼

前，沟壑被茂密的树林填满，山雀在丛林中飞来飞去，鸣叫不
停，沟壑中星星点点坐落着一些低矮的小房子，公路在两山之
间穿行而过，我不时回头望一望，刚才走过的高山在依依不舍
地向我挥手作别，是不是有点“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
应如是”吧。

继续沿着山脊向东走，这时脚下的沟壑连绵起伏，满目的
葱绿如波浪翻滚，就像濡染墨迹的国画，张扬出无限的盎然生
机。远处的山岚恰如对望的情侣，拖曳出一袭红绿相间的裙
袂，在云霭缭绕下翩然起舞，我在与山的对视中，分明能感觉
到它的明眸像一汪清泉闪烁出涟漪波光。

就这样边看边回味，又跋涉了很长的路来到塔山之巅。
这时天又阴沉下去，厚重的积雨云压向大地，远处的楼房顿时
处于朦胧缥缈中，山岚更加郁郁葱葱，索道沿着山腰穿梭往

来，塔山的北侧一条玉带蜿蜒飘向大海。塔山南侧的楼群因
为云雾顿时又幻化成了海市蜃楼，沟壑在这里显得更加深邃，
随时能够感觉到一条巨龙会从深渊中腾空而起，与我摆宴对
饮，这是不是有点“剑阁峥嵘而崔嵬”的感觉？

离开塔山，我沿着小路继续往东走，两旁茂密的森林绵延
不绝，远处的山岚越来越多，楼群已经完全淹没在群山怀抱之
中了。眼前的树木和远处的山林此时完全叠压在一起，再也

没有层次感了，它们之间互相辉映着，槐树、针
叶松等高大树木流淌成了一条绿色的河向山下
俯冲而去，它们与苍茫大地完全融合在一起，这
哪里像丘陵？简直就是一个烟台版的“帕米尔
高原”。

离开塔山峰巅，又一下闯入了一个由悬崖
和沟壑交织在一起的迷宫，合用李白的诗最合
适：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
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此时天又开始舒
朗起来，经过霏霏细雨清洗后的高山，更加明媚
夺目了，往上看是万仞陡峭的悬崖，巉牙怪石嵌

进了林海中，真有泰山那种“阴阳割昏晓”的气势。越往下走，
依然是山岚旖旎，雄奇迤逦，十里长的绿色曲廊，让我尽情享
受着这青山绿水，这诗情画意。我仿佛成了梦中人，能够畅游
在神仙一般的世界里，真是不觉一丝疲劳而福气满满。

离开了塔山，又到了大南山，一座座高耸的输变电铁塔引
起我的兴趣。这条220KV输变电线路穿过重重林海，在山涧之
间匍匐穿行，就像琼枝玉树为绿色世界增添了温暖的色彩，为
仲秋的大地凭添了一份诗意。此时我深深体会到，在这深山
丛林中，架起这样无数个铁塔，那需要多少时间和耗费多大的
人力，背后的艰辛很难用数字表达清楚。输变电线路，不仅仅
为芝罘送来光明，而且还为芝罘人送来多姿多彩的幸福生活。

循着大南山小路继续往前走，又走进了曲曲折折的泥土
路，这条小路曲径通幽，两旁的瓜果树木结出丰硕的果实，低

矮的松树，红扑扑的山枣，开满路旁的喇叭花，泥土的芳香扑
鼻而来，一条车辙通往不远处的楼群，这时我已经彻底不知道
到哪了，后来打听一下才知道，我怎么到了天籁花园？

我停下脚步，望望我爬过的群山，惊诧自己哪里来的动力
能走完这么漫长的路程。此时我的手心已经攥满了风光和喜
悦，欣喜我们芝罘有如此巍峨的群山，有如此壮丽的风光让我
心生无限的幸福感。不是吗？在芝罘无论走到那
里，都是充盈着绵长的幸
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