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师，您好！
———教师节“为教师亮灯”有感
□陈雅丽

秋实
伴着嘶哑的蝉鸣 秋
从成熟的田野里
从镰刀的刃口上
从父辈们劳作中
大踏步走来 踩疼一地秋风

曾经 昂首向上的枝头
耷拉下脑袋 奔放热情的荷花
变为对池塘深情的凝望
农家小院里躺着的稻穗
金黄的玉米和饱满的大豆
这些成熟的色彩
将在八月十五日夜
酝酿一坛坛美酒 香甜人间

（作者单位：宛运集团公司）

画一笔，燃烧四起
陪伴着，青春朝夕
眼眸中，全都是你

一生笔墨为迹
眉眼含笑
任季节轮回
痴情不敢老
看你成长起
万虑随风去
初心在教育
清欢痴迷不已

一句您好
我已泪花闪闪
心中的灯
一直亮着
只因，为你守护

为教师亮灯
铸尊师重教之神盾
燃中华教育之光芒
愿教育之光
烛照我们未来的路

（作者系市十二中校长）

白河诗话

好想回家过中秋
□张倩华

中秋节快到了。 望着
渐圆还缺的月亮， 我的心
中铺陈了一层故乡的月
色，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又
伫立在如水的月色里，翘
首盼儿回家的身影……

仍然记得小时候，当
乳白色的薄雾托着一轮
皎洁的满月爬上树梢，月
光的芬芳， 柴草垛的清
香、炊烟里诱人的饭菜味
道，使故乡的中秋夜别有
一番风味。父亲和哥哥披
着月光带着疲惫从田野
归来，围桌而坐，团圆在
温柔的夜色里。母亲将过
节的食品端到那棵茂盛
的大槐树下， 融融的亲
情，汩汩流淌在全家人的
心里。 没有美酒佳肴，几
个咧嘴的石榴、一包冰糖
青红丝夹馅的手工月饼、
一大托盘新鲜红枣，几盘

清淡的小菜，伴着亲人的
欢声笑语，就是农家的中
秋节。 吃过月饼，母亲把
我搂在怀里，讲嫦娥奔月
的故事，我很好奇，很想
把嫦娥姐姐请回家，就闹
着要大月亮。 母亲拗不
过， 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用洗脸盆装满水，放在院
子里，关上电灯，水盆里
的水开始摇摇晃晃，等水
面平静以后，月亮在水底
清楚地显现出来，好大好
圆。 我蹲在水盆边，目不
转睛，仿佛看到了月宫的
嫦娥姐姐和喷香的桂花
树，于是激动地伸手去捞
月亮， 水又晃动起来，月
亮变成白花花的一片。母
亲教训我：“瞧你， 把嫦
娥姑娘吓跑了。 ”那份惬
意、 那份顽皮、 那份满
足，使中秋节显得更加有

滋有味。
以后参加了工作，离

父母百里开外，每年母亲
都要打电话或托人辗转
捎话让我回家团圆， 可又
有几次能够如愿？ 去年接
通母亲的电话， 当听说我
中秋上班不能回家时，电
话那端的母亲沉默了……
稍顷，才听母亲说：“不能
赶回来就算了，干好工作
要紧。 ”我仿佛看到母亲
准备了一桌饭菜却独守
碗筷的失望眼神，仿佛看
到母亲混浊的目光、斑白
的双鬓、抖动的身躯和记
载着沧桑岁月的那一条
条皱纹，因为兄妹都远在
离家千里之外的深圳，我
算是离她最近的儿女了，
我的眼睛湿润了，心中充
满了太多的歉疚和无言
的伤痛 。 虽然每年中秋

节， 我都会给母亲寄去
500 元钱和一盒名贵的月
饼，聊表孝心。可我知道，
母亲不图这些，她图的是
和和美美的团圆啊！

我翻看日历， 知道今
年的中秋是阳历 9 月 13
号，周五，身为基层柜员，
我仍然不能回家过中秋，
好想回家过中秋。母亲啊，
离巢的鸟儿不会忘记回家
的路！ 因为我知道您已经
早早准备好了我喜欢吃的
石榴、红枣，亲手做的青红
丝夹馅月饼； 因为我知道
那一双思儿盼儿的眼睛一
定又在村口张望。母亲啊，
再给我讲一讲月宫里嫦娥
的寂寞，玉兔的美丽吧，我
还想在水盆里邀嫦娥姐姐
回家。 ⑦1

（作者单位：中行河南
南阳分行）

八月仲秋好时节，天
高云淡河水澈。 谷豆饱满
无所事，风清气爽赏明月。
日子跨入农历八月之后，
天空一天天高起来了，云
彩一天天淡起来了， 稻田
里的花蜻蜓一天天多起来
了， 河水一天天清澈起来
了， 一切全都向着清爽宜
人走去。

这个时候， 打下的麦
子已经筛选、 晾晒多遍，
干干净净地装进了瓦瓮。
稻田四周撤好排水沟等
待收割，豆子、玉米其他
秋作物，也翻锄了最后一
遍不再需要浇水、施肥和
除草等侍奉。 白日里各家
的大人照例扛了锄头下
地， 但到了田间一看，一
串一串的稻穗沉甸甸地
垂挂着，黑豆、绿豆已经
连成一片， 高高的玉米全
都密不透风、荷枪实弹，总
是让人不忍挨碰， 也无法
挨碰。 只有扛了锄头东转
转西悠悠， 见有歪倒的玉
米棵扶一扶， 有熟了的北
瓜摘几个……这时， 劳作
一夏、一秋的人们，心底开
始像眼前的天地慢慢地
宽展起来了。

八月十五到了， 家庭
主妇也不征求当家的同
意， 将米缸搬出来扫底下

锅。 下到菜园地里拽两棵
青萝卜洗了， 连叶子带萝
卜一同切了做上一顿美美
的咸米饭。蒸咸米饭，我们
叫控干饭。 做时把大米下
锅煮八成熟捞出控干水
分，萝卜丝、干菜等衬菜粗
略抄拌后垫底，倒入煮过、
控干的大米稍蒸， 而后揭
盖搅拌即成。 做起来省事
省工，吃起来松软咸香。饭
时， 门前的捶布石中间搁
着大半碗白亮亮的蒜汁，
四周是一碗碗热腾腾的咸
干饭。 当家的收工进门看
到了不怪也不问， 一家老
少便围了捶布石兴高采烈
起来， 温馨与幸福写上了
每个人的脸。

傍晚时分， 温顺很多
了的老日头溜下了西山。
母亲也或奶奶， 早早地把
在坡边地头摘回的北瓜，
洗净了切片或剁丝， 加上
咸盐及剁碎了的花椒叶
儿，用麦面拌了做成饼状，
放入抹了少许猪油的铁锅
内， 煎炕成一个个焦黄的
“瓜坨”。 等到干活的收工
回来， 连同早就盛在盆子
里的稀饭端上院子当中、
一摇三晃的木桌上。 不用
灯不要亮儿， 一家人聚在
明亮的月光下， 兴高采烈
地用起了晚餐。 每个人的

头顶都悬挂着一轮明月，
皓月当空，月色如画。许是
司空见惯了， 也许是过于
劳累， 每个人都是端起碗
就吃， 吃得狼吞虎咽。 拜
月、 赏月之事压根都不曾
想起， 只是因了那难得的
饼子才说“嗯，好吃，瓜坨
好吃”！

直到吃过饭把饭碗推
向一边，仰起头来方才看到
天宇四垂，一碧无际。 往日
满天的繁星可能是因为过
节都放了假，只有玉盘样的
明月当职。 月宫里的月奶
奶、桂花树，还有一只玉兔
清晰可辨。那明月不招摇不
羞涩，安详地照看着大地的
每一个角落。有喜的送上些
许喜庆，有忧者给以些许抚
慰，不偏不倚。

大人们不在意地望了
一会儿天空， 和天空中悬
挂着的那轮明月， 才随口
说： 城里人管八月十五叫
中秋节。 人家赏月时要吃
月饼哩， 那月饼金黄金黄
的，上边有图有字，里面有
花生仁、白冰糖，还有很好
看的青红丝， 咬一口酥脆
香甜……随后便仰着脸、
低下头掐算当年的收成。
算着算着就说： 先把东头
小块地的谷子割了吧，好
早点吃上新米！

勾，勾，勾月亮，月亮
勾得亮堂堂。 搭，搭，搭戏
台，问问戏子来不来，今儿
个不来明儿个来， 戏子来
了有酒喝， 戏子来了好吃
菜……村头， 一望无际的
天空下， 孩童们正奶声奶
气唱着久远的儿歌；小院
门前，趁了月光为哥哥洗
衣裳的大姐姐小妹妹，边
洗边哼：大月亮，小月亮，
开开房门洗衣裳 。 洗哩
净，洗哩光，打发哥哥上
学堂；捶布石旁，奶奶或
母亲把吃奶的婴儿，或咿
呀学语的稚童揽在怀里，
哼唱起那老掉牙的小曲
儿：月奶奶 ,黄巴巴 ,爹织
布 ,娘纺花 ,呼啦呼啦呼啦
啦。娃子哭着要吃妈（奶），
剋吃剋吃两嘴巴。娃哭哩，
哄不下，买个烧饼哄娃娃。
爹一口，娘一口，咬住娃娃
哩手指头。 爹卜拉 （揉
摸），娘卜拉，卜拉哩娃娃
笑哈哈……

那时， 虽然没有上好
的瓜果、美酒，及其当有的
月饼， 更没有隆重高雅的
赏月仪式，但皓月当空，碧
空悠悠，凉风徐徐，亦是那
么静谧美好， 以至于令人
终生难忘！ ⑦1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
银行南阳市分行）

八月仲秋好时节
□翟传海

月饼(外一首)
□李帆

一个普通且小小的饼儿
在这一天 显得格外高贵
它承载着祝福 承载着团圆
释放着万千缠绵 天上人间共醉

残月是画 圆月是饼
月和饼一起 把瓜果的甜蜜
稻粟的芳香 酿成一杯杯红酒
在婉约旖旎的中秋夜
开怀畅饮 心中淤积得以释放
人生旅途中的疼 随风飘散

心中有一片感动与舒爽
世间最大者 是心
世间最近者 是心
今晚 吃一口喷香的月饼
来一阙悠古诗韵 把悲欢离合
和苦辣酸甜 作为成长中必须翻过的
坎和过程 它是生命中不可缺失的财富

10 梅溪副刊 2019年 9月 11日 星期三编辑 王渊博 美编 耿新红 质检 王渊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