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稼轩词笺注》，我不止一
次在历城的大地上游走，寻找一
个叫四风闸的地方。那是辛弃疾
的故乡。《历城县志》载：历城北十
里有华不注山，小清河流经其下。
山之东依次为柳林闸、五家闸、霸
子闸、船柳渡、四风闸。当年的地
标早已消失，青苍的原野和漂在
原野上的村庄自有齐鲁大地的豪
放。我叩问大地：辛弃疾当年是怎
样走出去的？走向抗金的战场，走
向词坛，引吭高歌一发而不可收，
至今仍然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出生在这个地方的辛弃疾还
不叫辛稼轩，稼轩是他退居江西
带湖以后给自己取的名号。辛弃
疾字幼安。查《济南辛氏宗图》，幼
安在这里出生时，北宋已经灭亡
十三年，他睁开眼睛看到的是金
国的旗帜。不久他的父亲辛文郁
就过世了，幼年的幼安一直跟在
祖父辛赞身边，他称祖父为大父。
历史人物的一举一动只能在历史
资料中查找。当他再次出现在我
们的视野里已经在安徽亳州，那
年他七岁。亳州也和历城一样沦
陷于金人的铁骑之下，辛赞是亳
州县令，委屈地做着金国的官。辛
赞给他的孙子请了一位饱学之士
刘瞻做先生。辛幼安走进学堂，同
学中有一位党怀英。不知是家境
的原因还是两位小伙伴过于要
好，党怀英就住在辛家的官邸里。

少年的辛幼安跟随大父宦
游，到过汴京，目睹了女真贵族在
故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大父告
诉他，这是大宋的国都，我们是大
宋的人。可是大宋在哪里？他用童
稚的眼睛看到，关押大宋臣子的
牢狱里，那些不失气节的官员们

用矾水书写国破家亡的情怀，那
些信件看上去就是一张白纸，但
是放到水里，字迹立刻显现出来。
辛赞见此，并不戳破，却无比惭
愧，他也是大宋的官员，如今披着
金人的官服，只能为金人做事。从
大父日惭夜愧的脸上，辛幼安看
出来了，国之重，气节之慨。

辛赞领着孙子走过亳州、海
州、沂州、宿州的任所，他的官职
从刺史做起，一直做到防御州史。
在沂州，他领着辛幼安登上一座
高山，依山北望，神州莽苍，他告
诉孙子，那边是家乡，他的家在历
城四风闸！

那一年，十四岁的辛幼安踏
上归乡的路途，他是领了乡荐赴
燕京参加礼部会试的，同行的还
有他的同窗党怀英。少年辛弃疾
第一次看到他北方的故乡，可是
这里却是女真人的金国，在他心
里无法放置原乡的情怀，埋下的
是原乡点燃的仇恨火种。那次会
试，党怀英没有考好，是年岁尚
轻，阅历微浅；辛幼安没有考好，
是他压根就不想考好。考好了做
什么，做金朝的官吗？他大父告诉
他了：你是大宋的人，你的国都在
淮河以南。他的大父也一定告诉
过他金朝官职加身的屈辱。

家国恩仇，让少年辛幼安爱
憎分明。这一份爱憎正是做着金
朝命官的大父在他心中埋下的。

四年之后，又是金朝省试之
年，辛赞再次命他北上“应试”。这
一次他踏上故乡的土地，看到的
是金人在济南征兵，凡男丁都在
募招之列。金主完颜亮用征来的
济南人征伐淮河，去攻打退居淮
河以南的祖国。这还了得！辛弃疾

投笔而去。这时，从童年就与他同
窗共读的党怀英却紧紧握住手中
的笔。他长辛弃疾三岁，坎坷的家
世，让他深知耕读的前程所在。辛
弃疾看到的远方却是国家荣辱、
社稷安危，决心以笔换剑！两位好
友就这样分道扬镳。党怀英以后
官至金朝翰林学士承旨，是金代
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史学家。
辛弃疾则成为南宋著名的豪放派
词人。他们少年同行，青年背道而
驰，为着各自的理想，晚年各效其
人生追求，再无交往。只是在文学
盛殿中殊途同归。

就在辛弃疾投笔之时，耿京
揭竿而起，组织济南民众发动了
反金大起义。绍兴三十一年，二十
二岁的辛弃疾再次返回故乡，聚
集起四风闸两千人马挺起“投衅”
的刀枪。现在想起来，济南的民众
何其英勇，在宋王朝的军队节节
败退、避居江南一隅之际，他们不
惜以血肉之躯阻挡金兵的铁骑。
耿京的义军就潜藏在龙洞的沟壑
之中，辛弃疾找到他们时，实际上
是给这支军队送来了建军的文化
思想，这个建军思想他在《美芹十
论》里说得清楚，就是在捍卫国家
主权思想下的用兵、策敌。耿京没
有看错，任命辛弃疾为山东忠义
军的掌书记，把帅印交给他掌管。

辛弃疾招募的义军人员庞
杂，僧人义端也投入到这支反金
的队伍中，谁也没料到他窃取了
义军的帅印悄悄离去，想把它交
给金人作为卖身的进见之礼。突
如其来的背叛把辛弃疾推向险
境，耿京怀疑他带来的这支人马
的用心。辛弃疾单枪匹马向叛徒
追去。那是一场何等勇敢的追杀，

他追上义端，取下他的首级。我想
到了数十年后他写下的《破阵
子》：“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
惊。”他用自己的威武写下文学史
上的豪放。

济南义军的队伍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抗金英雄。辛弃疾向耿京
建议，挥兵南向，渡过淮水，回归
大宋。耿京同意了，派辛弃疾和自
己手下几位副将同行，与朝廷商
讨济南义军的南归。不料，辛弃疾
和几位骨干副将走后，混进义军
的张安国便谋杀了耿京。

辛弃疾在建康(南京)受到宋
高宗的接待，宋高宗赵构对崛起
于济南的这支义师十分重视，以
极品官位厚赐耿京，让辛弃疾和
义军代表带着节钺返回。当辛弃
疾一行即将渡过淮河，传来耿京
牺牲、义军一夜星散的噩耗。辛弃
疾带领几员骁将，夜过淮河，潜入
敌军腹地，生擒张安国，硬生生把
这个叛徒带回建康审判。这是辛
弃疾用剑写下的词，短兵相接，惊
天壮举。没有其青年的豪迈，哪有
其晚年的豪放！

回归南宋的辛弃疾矢志不改
收复北方失地的初衷。无奈主和
派太多，南宋152年，一直在战与
和之间纠缠。辛弃疾叹息着隐居
到江西带湖，在那里筑起一片宅
邸，取名稼轩。他没有忘记四风
闸，没有忘记龙洞山野里的烽火
岁月，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
回吹角连营”，重新拾起那杆笔写
下他的遗憾：壮岁旌旗拥万夫，锦
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觮，
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今
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
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我和妻子1981年结婚时，父
母除给我们准备了大小衣柜、自
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外，还特意
找了上好的楸木，让本家老木匠
三爷爷给打了一个风匣。父亲
说，你们在乡下高中教书，烧火
炕，要有个风匣，住家过日子，不
愁吃不愁烧才行。

这我知道，小时候家里缺吃
缺烧的，日子过得艰难。青黄不接
时，没米下锅，要想办法往家籴
粮；锅底没烧的，照样愁得做饭的
母亲唉声叹气。生产队分的麦秆，
几个月就烧完了，再要烧草，只有
到山里去拾。春天，带着篓子去刨
草根，划拉腐烂的树叶，拾草一上
午，不够一顿烧。一到秋天，我们
兄妹就抽空到山里拾草。先从青
草开始，薅回家摊在门口晒干了
烧。秋霜后，用竹筢子划拉草叶、
树叶。家里两口锅，人畜吃喝，锅
底下天天要烧火，门前没有三两

个草垛，冬天的日子就显得不踏
实。等到拾光了村子周围的毛草
树叶，农闲时，家家推着小车去十
里外的山区拾草，一天一车，一个
冬天总要跑几十次。老人们跑不
动，就在村子周围搂草，遇到掺杂
泥土的碎草屑，用手捧着迎风扬
一扬，把草屑装回家。

每次做饭烧火，母亲蹲在灶
口，将草一把把理顺，等到锅底
的火烧得不旺了，再往里添草，
烧火烧得细水长流。为了省草，
母亲一般是早晨做了饭，把饭焐
在锅里，中午继续吃。

还好，我任教的县立二中四
面环山，拾草不成问题。到了秋
假，我除了回家帮父母干活，还
要挤出几天时间，去学校东山拾
草。我拿着镰刀和竹筢子，找个
山坡，用手抓一抓不算厚实的山
草，弯腰先用镰刀割，碰上树条
子，也一块割下，再用竹筢子划

拉起来。傍晚，把草捆好，用扁担
挑回学校。一个假期，我便在门
前堆了两个草垛。

我们村有个会做煤油炉的手
艺人，父亲花四十元钱买了一个
煤油炉给我们送来，还给买了一
桶柴油。父亲说，赶上没草烧时，
用这个烧水喝，应应急。我们学校
没有电，因为离乡镇12里，没条件
拉长电。招待客人，这煤油炉子也
起了作用。烧水泡茶，还是很方便
的。虽然点煤油炉时搞得满手油
腻，但比起大锅烧水，不但省事，
而且水清无油味儿，泡茶甚好。

等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学
校每年统一采购煤炭，省却了烧
草的困扰。在各方相助下，我们学
校也终于拉上了长电。我们安上
了电风鼓，买了电饭锅。后来，学
校给教职工买了液化气罐，负责
给灌气，这又多了做饭的器具，煤
炭渐渐买得少了。除了大锅蒸馒

头，锅底已很少烧火了。
门前再不见草垛了。到山里

去，每逢见了满地的山草，手不
禁发痒，脚下踩着暄腾的草，总
感叹说真是可惜了。如今，我们
把土暖也废掉了，装上了空调，
进了家，没了夏冬的感觉，一年
四季，温暖如春。再也不用蹲着，
趴着头，往锅底下楦草木，做顿
饭跟打仗一般艰难了。

如今回家，耄耋之年的父母
也用上了液化气、电饭锅。冬天烧
炕烧的是果园里修剪下的枝条，
每人二亩果园，枝条烧不完。果农
们种的花生苞米高粱，都把往日
珍贵的秸秧草扔在地里，没人烧。

厚厚的山草，没人收割，年年
疯长，躺上去如草褥子。走出村
子，路两边的沟里，是草的世界，
已经看不见泥土的模样了。回家
看看锅底，清净悠闲，它那“饥饿”
的岁月一去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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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秋天是一年中最美的
季节，那么，九九重阳便是秋天里
最美的时节。初秋温婉矜持，像一
个羞涩的少女；晚秋萧索寂寥，像
一位孤单的老人；唯有中秋之后，
重阳时节，秋天的丰腴与神韵被
一层层铺开，推向极致。

重阳时节，天高地远，大雁南
归，满目秋色，向晚沉醉。这样的
时节怎少得了菊花美酒、重阳花
糕？九九重阳，喝菊花酒、食重阳
糕是传统的食俗，从先秦那会儿

一直流传到今天。汉代《西京杂
记》里曾记载：“九月九日，佩茱
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
寿。”“饮菊花酒”自然不难懂，这
古人的“饵”，便是今人的糕点。

传统的节俗很有些意思，大
多以美食为载体，没有美食助兴，
似乎不足以表达内心的喜悦和快
乐。比如春节的饺子、元宵节的元
宵、端午节的粽子、七夕节的巧
果、中秋节的月饼、重阳节的花
糕、腊八节的腊八粥……

双九重阳，赏菊、登高、踏秋、
遍插茱萸、喝菊花酒、吃重阳糕，
是谓节俗。

九月清寒，霜重露凝，菊花傲
然而开。菊花娴静温婉，香味清淡
雅致，姿容脱俗绝尘，品性傲骨凛
然。文人喜欢吟咏菊花，厨师喜欢
用菊花烹饪花馔，民间则喜欢用
菊花做菊花枕、喝菊花茶、煲菊花
粥、制菊花酿……

古人喜欢在重阳节酿菊花
酒，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盛行。《西
京杂记》里曾说：“菊花舒时，并茎
叶，杂黍为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
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采
摘新鲜饱满的黄花、少许枝叶洗
净，和黄米以及酒曲混合装坛，封
藏发酵，及至第二年九月九，菊花
酒便如甘泉一般汩汩而出。淡淡
的菊花酒，像清凉的月光，被打捞
起来，盛进蓝花白瓷碗中，成为重
阳时节必饮的“长寿酒”。据说菊
花酒清凉甜美，清热解毒，可延缓
衰老，是重阳节必喝的“吉祥酒”。

除了菊花酒，重阳花糕也是
重阳节必吃之物，因为“糕”与

“高”谐音，层层高，寓意美好，取

其吉祥之意。古人食重阳糕，最初
的起源应该是对一种美好愿望的
表达，除了祭祀天地、祭拜祖先、
祈求子嗣，也有欢庆丰收、品尝新
粮的喜悦。

古人食糕，“食无定法，较为
随意”。大户人家比较讲究，每层
中间会夹有蜜饯、果脯、花瓣之
类，个头小，精致养眼。小户人家
多半以江米、黄米制成两层花糕，
上面点缀大枣或栗子，图个好吃。

光阴流转，许多人、事都湮灭
成灰，但重阳吃花糕这一习俗却
一直流传至今。江浙人喜欢把米
粉染成五色，蒸制成糕，分送给亲
朋好友；老北京人的重阳糕花样
就更多了，有皇家流传下来的宫
廷做法，有点心铺子的独门秘诀，
有民间的传统吃法，各有千秋；关
中地区的花糕多用面粉和大枣做
出各种造型。而我小时候吃过的
花糕，是母亲用玉米面和大枣蒸
制而成的，倒也是松暄柔软，香甜
可口，有粮食独有的厚朴和香味。

一年一度，重阳佳节，喝菊花
酒，吃重阳糕，赏秋色美景，这是
秋天里最惬意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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