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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
———献给共和国68华诞

周琼

这一天
是我苍茫飘逸的诗行
是我沧桑多情的桃红
是我高擎悠然的赞美

这一天
是日月孕育自然的洒脱
是森林绿洲宽容的渴望
是民众民族品格的气节

这一天
是风展红旗从容淡定的如画杰作
是巍巍昆仑莽莽五岳砥砺的脊梁
是中华大地大江大河膜拜的国鼎

十月，
我们引吭高歌

钱国宏

十月是春天绿色的梦想
嫩苗株株撒在广袤的原野
十月是华夏金色的封面
雁阵行行写在蓝天的卷首
十月是一支嘹亮的歌
响彻着“人民万岁”的旋律
十月是一首火热的诗
渲染着民族盛典的辉煌

十月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聆听到的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雄浑的炮声
十月是橘子洲头上看到的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风流倜傥
十月是嘉兴南湖小船荡起的涟漪
十月是南昌城头划破黑夜的枪声
十月是秋收起义的旗帜迎风招展
十月是长征的火炬点燃华夏的星星之火
十月是《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
十月是《南征北战》《烈火金刚》

十月 我们重温《为人民服务》
去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十月 我们把金色的原野交给蓝天白云
十月 我们把深沉的爱奉献给伟大的祖国

十月 我们把豪情和奔放谱给歌
十月 我们把发展和跨越酿成诗
在金黄的旋律中，与时俱进的中国人
正将万里江山
舞成东方腾飞的巨龙！

糖糍粑
黄孝纪

一双布满皱纹的老手小心地伸入簸箕，揭下白嫩油滑的一
个糖糍粑放入我的手中，顿时，我空着的双手变得饱满而温热，
一年的渴望此刻如中天的朗月得到了圆满。 我往尖角处咬下一
口，稠热的糖水裹着粘乎的糍粑便塞满了口腔，几经咀嚼，咕噜
吞下，一股甜香从嘴角荡开，化为满脸笑颜。 大快朵颐之后，我
重新钻入被窝，带着满足进入梦乡。 这是我记忆里，儿时中秋夜
最愉快的时候。

不过，真正让我最难忘的中秋夜，还是我第一次帮母亲捣
糍粑。

家乡的习俗，八月十五捣糍粑。 离中秋节还有几天，村里各
个房族陆续有人搬出尘封了一年的糍粑棰和青石臼在清洗，我
的母亲自然也准备好了新糯米，买了红砂糖。

那一年我大约刚上初中，我的父亲已近70岁。 中秋捣糍粑
这个男人的力气活，让我母亲很是纠结，而我还不曾意识到这
是个问题，只知道往常中秋夜当我从梦中被母亲叫醒，温热的
糖糍粑就出现在眼前。

中秋那天上午，母亲早早把糯米蒸上后，就出去帮人家出
糍粑和压糍粑，更重要的目的是去排队，帮别人干活后以便轮
到我家时，有人帮着捣糍粑。 出糍粑是门技巧活，糍粑在石臼里
捣烂后，又烫又粘，一般人不敢也不能徒手将一大团热糍粑从
石臼里一次性起出来，弄不好双手都会烫伤。 我母亲是出糍粑
的好手，她双手粘上茶油手掌手背揉搓几下，沿着石臼内壁麻
利插进糍粑，几个旋转，大圆球状的糍粑顿时干净利落从臼底
起出，摔在了案板上。 每当这时，我常看到母亲的一双手掌烫得
通红，母亲也在人们的赞叹声中露出满足的微笑。 之后，母亲和
几个妇人趁热把大圆球截取揉成一个个鸭梨状的小皮球，用手
掌一番按压，就成了一个个大小均匀的圆圆的糍粑。 若是在圆
糍粑中间放些砂糖，对折包上，便是一个个半月形的糖糍粑。

因为捣糍粑的人家多，母亲帮别人出糍粑和压糍粑到将近
半夜，才轮到我家。 这时，看热闹和捣好了糍粑的男人和妇女多
已离去，逼仄的屋檐下显得空旷了许多。 母亲把蒸了一天的糯
米饭倒进石臼后，环顾一周，见没有男子主动来帮忙的样子，就
要我来试试。 我双手握着比我还高的糍粑棰往上一举，顿时感
到异常沉重。 在母亲和周围人的指点下，我蹲成马步，用力一棰
一棰笨拙地往石臼里捣。 当糯米饭渐渐变成粘稠的糍粑，强大
的粘结力已经让我几乎提不动糍粑棰，而且双手掌起了水泡火
辣辣地痛，腰也酸痛得直不起来。 母亲堆着笑脸，叫周围看热闹
的男子帮忙。 在一声声有力的捣击之后，糍粑终于捣成。

当簸箕里放满了一个个圆糍粑和少数糖糍粑，一天的辛苦
总算有了收获。 我清楚记得，母亲端着簸箕走在前面，我随后跟
着，这时，通往家的石板路上就我们两人，溪水在浅浅歌吟，村
前的稻田弥漫着朦胧的雾气，天上一轮圆月当空，云少星稀，黑
黑的村庄已沉浸在香甜的秋梦里。

推门进入家中，母亲把父亲和姐姐从床上叫了起来。 在敬
了祖先之后，我们开始品尝着温热的糖糍粑，在明亮的月色下，
甜香的滋味荡漾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

杨罗先

（一）
温柔如水的乡音，在故乡铁青的沃土里流淌。
暖暖的阳光依旧，安详的村庄依旧，忙碌的父老乡亲依旧，

乡音浇肥遍地的庄稼。
春天的种子，秋天的收获，乡音美丽着一个又一个季节。
默默无闻的乡音，从喧闹的城市来到寂寥的乡村，充盈着每

一个甜美的梦境，晾晒着每一桩难忘的往事。
在离别故乡的日子里，乡音引发的离愁愈聚愈浓。
没有风的夜晚，我总是渴望聆听雨声。
雨含情，泪也含情。 当一颗心从遥远的方向归来，乡音随着

屋顶的炊烟飘散，故乡凝固了泪水的挣扎，在这别样的季节，静
默的灵魂不再忧伤。

（二）
乡音，是一条不息的河，它的源头永远只在故乡。
没有装腔作势，没有拐弯抹角，直来直去，就像绑在骨折的

泥腿上凹凸不平的杉木皮。
我把脸贴在故乡的土墙上， 亦真亦幻中， 轻轻触摸它的脉

络，感受的只是处子般天真的幻想。
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把思念一点点拾起，包进湿润

的手帕，让汩汩流淌的乡音抚平我所有的伤痛。
故乡曾经高高举起的爱恋，如今，就缠绵在我的头顶，缠绵

在一章又一章豪情万丈的诗行。

（三）
在魂牵梦绕的故乡， 我多少次咀嚼着曾经刻骨铭心的爱与

痛。 无悔的青春，在深情的眸子里，插上想象的翅膀，向着都市，
向着远方，飞翔。

唯有分别时的握手， 久违的故乡才深情感受我们相互的温
暖。

回头遥望故乡，在寂寥的音节里，我挥动手中的笔，书写有
关乡音的秘密。

我把村庄久久藏在心底的阴霾，在阳光下晾晒，面对黛青色
的山峦和绿油油的田野，让一抹乡愁在离别时倾泻。

田边迎风的狗尾巴草， 房前缠绕的葡萄藤， 河滩挺拔的杨
树，溪畔柔顺的柳丝，都被故乡淅淅沥沥的小雨淋湿，露出别样
的晶莹。

我在故乡的老屋前驻足，乡音邀来故乡的山雀，在微风中叽
叽喳喳，怯生生叫我乳名。 勾起我童年难忘的回忆，唤醒我清晰
的来世今生。

汉诗新韵

乡音如水

何正良

又到中秋，月儿又圆了。 我
又想娘了。

中秋之夜，我回到流沙河老
家， 坐在屋后山上为娘而建的
“娘月亭”上，明媚柔美的月光尽
情地挥洒在四周的山林。娘在对
面竹山里永远地睡着了。远山近
黛、层层叠叠、树影婆娑，朦胧中
好似娘正微笑着向我走来。我与
娘，亭与月，故乡与边塞……历
历往事，伴着泪水不知不觉间涌
上心间……

娘15岁嫁入何家， 那时家中
仅有两间破旧的茅草房，真是家
徒四壁，一贫如洗，烂木板床上
的补丁蚊帐都是娘用稻草搓成
的绳子撑在四根竹竿上。为了撑
起这个家，娘白天忙农活，夜晚
在那盏煤油灯下做着永远也做
不完的针线活。我们全家10口人
的衣服鞋子几乎全是娘一针一
线缝缝补补做出来的。娘每晚熬
到深夜，再挤到一堆儿女睡觉的
床上，生怕哪个睡不好，一会儿
给我盖被子， 一会儿抱起妹妹，
常常通宵睡不到两个钟头，以致
后来长期神经衰弱。

上世纪60年代常闹饥荒，娘
四处筹米借粮，有时家里只剩下
几把碎米子，娘磨成粉放水里煮
成粥，从阿婆（奶奶）、爸爸分起，
再到6个儿女， 轮到自己锅里什
么也没有了，娘只舔舔粘了一点
米粥的饭勺就算是一顿饭。记忆
最深的是，每当我年幼的弟妹因
饥饿哭喊时，娘就宽衣把奶头塞
到孩子的嘴里， 有了娘的奶头，
弟妹再饿也不哭闹了。我们每个
兄弟姊妹吃娘的奶水都吃到两
岁左右， 吮吸得娘脸色发黄、消
瘦乏力。

家贫本来是读不起书的，但
娘常说:“养崽不读书，犹如养只
猪。 ”不管多苦多穷，娘也要想尽
一切办法送我们上学。记得1975
年我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时，父
亲发愁5.4元学费， 不想让我继
续上学了。娘就带我白天黑夜挖
香附子（一味中草药），加上平时
攒下的鸡蛋，共卖了2.4元。 娘把
钱送到学校，请求先收下儿子读
书，而后设法补交学费。 不宽裕
的班主任刘老师看我娘忠厚可
怜， 主动捐出3元让我如愿上了
高中，我刻苦读书，成绩优异，高
中一毕业就被选拔成为民办教
师，之后入伍提干，逐渐为解除
家中困境尽了力量。

娘这辈子活得刚强，内心又
极为善良。 她疼儿疼女，疼所有
的人。 那时逃荒客多，只要有可
怜人到家中讨饭，娘总是要从全
家人的嘴里挤出吃的给他们。
2008年汶川地震，娘不仅自己带
头捐款， 还发动25个儿孙捐款。
娘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世上
没有哪个人没有困难的，晓得的
一定要去帮一帮，哪怕是说上一
句暖心暖肺的话。有能力助人是
福气啊。 ”

娘在世时重视中秋， 爱赏月
亮， 说一家人就是要像十五的月
亮一样圆圆满满。 每逢中秋月圆
之夜， 娘都要带着儿女登山看月
亮、数星星。 记得大概是我12岁的
那年中秋， 娘用卖鸡蛋的钱换回
了10多个当时十分稀罕的宁乡工
商联出品的月饼。 夜幕降临后，月
儿升起、繁星点点，母亲牵着裹了
“三寸金莲”小脚的奶奶，喊着儿
女到自家茅草屋后面山上的一块
晒谷坪上，老人坐到竹床上，晚辈
一屁股坐到地上， 娘分给我们一
人一块月饼， 每个人吃得喷香喷

香。 这时，娘就要给我
们讲嫦娥张果老的故

事，讲古人的励
志故事。 我们倚

在娘的身旁，爬在娘的腿上，靠在
娘的身上， 听娘喋喋不休地讲这
讲那，那种温馨、那种甜美、那种
无忧无虑……至今忆起仍让我心
里暖暖的。

还有一个无法忘怀的中秋
之夜，是1977年，那时我高中毕
业就参加修建宁乡田坪水库建
设。 我个子不高，但能挑50多公
斤的担子，我每天从水库指挥部
步行约8公里挑水泥到排门渡
槽，挑满500公斤算一个工日。这
活很苦很累，手脚都被水泥浸烂
裂血口，但我愿意干，因为可以
在干活中捡点包装水泥的牛皮
纸。 我每挑一次水泥，都细心地
从水泥堆里捡出牛皮纸放到住
处———一个肖姓老乡的猪栏屋
棚顶上。 中秋之夜，我用捡的牛
皮纸卖到杂货铺， 换回了9个白
面馒头。 当时馒头也是我们家的
稀罕物。 我请了假趁着月色一路
小跑赶30多里山路送回家中。娘
接到我拿回的馒头，泪水就下来
了。 她心疼地摸着我的头，又端
盆水帮我清洗因搬运水泥被浸
烂的双手。 之后，娘带着大妹福
香送我回工地。一路上我牵着娘
的手， 走在月儿照耀的山路上，
虽然非常劳累，但在不知不觉间
就走完了。这一夜的月亮照亮着
我前行的每一个日子，温暖着我
的整个人生……

“人不出门身不贵。 ”娘就是
用这句话劝导父亲同意我放弃
教师岗位参军入伍的。我从长沙
乘闷罐车一路西行，7天7夜终抵
吐鲁番，然后再乘10余天的大卡
车来到西北边陲重镇喀什。 我被
分配在曾被毛主席嘉许的“进藏
先遣英雄连”———36127部队一
连。 条件异常艰苦，我所在部队
是负责中印边境戍边守卡的，新
兵训练结束不久即奔赴喀喇昆
仑高原执行任务。 这里，平均海
拔在5000米以上，一年中有8个
多月大雪封山，使我们的哨卡与
世隔绝，我们吃的是脱水干菜和
压缩饼干。但为了祖国的安宁祥
和，我们在这“风吹石头跑，氧气
吃不饱，六月飘大雪，四季穿棉
袄” 的高原寒区挑战生命极限，
忍受孤独寂寞，无怨无悔尽责。

艰苦环境尚可强忍，而每逢
夜晚尤其逢年过节最最难抑的
是思乡想娘。 每年到了中秋，我
都要将不舍得吃的铁皮盒橘子
罐头朝南摆上，举起右手向天地

行军礼，向明月行军礼，向娘和
亲人行军礼。 我知道，这个时候，
娘肯定也摆了月饼在思念着我。
后来探亲得知， 岂止是中秋之
夜，而是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娘
都要在屋后晒谷坪装香上供，面
对着西北祈祷我的平安。

在西北从军的13个年头，娘
亲手给我写过近400封家书，封
封都是我的精神食粮。有一年在
喀喇昆仑守防，大雪封山解冻邮
包送来时，一次竟收到娘的27封
亲笔信，我在这期间也正好写了
近30封书信托邮差寄出，真可谓
母子连心。我在边疆还收到娘一
针一线纳就的53双鞋垫和11双
布鞋。 我自参军至今，走戈壁、越
沙漠、闯昆仑，之所以历经生死
而没有倒下，是因为一个朴素的
信念在支撑着我： 一定要挺住，

一定要发奋，一定要做出样为娘
争气，报答娘的厚爱。

1991年， 在组织的关怀下，
我终于费尽周折调回湖南省军
区机关工作———离娘只有2小时
车程。 回到家乡的每年中秋，我
和娘就相聚在屋后晒谷坪的空
坪上，和娘一起回味着儿时的往
事。 尽管我已结婚成家，但每次
回到家里， 娘都给我煨鸡蛋，依
然像照顾小孩一样疼着我。而我
也乐于在娘的面前做一个永远
也长不大的小孩。正如季羡林老
先生所言：“世界上无论什么荣
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
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 ”

娘尽管晚年过得体面，但终
因一辈子为儿女过度操劳，得了
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四处寻医
问药也无法治愈，于2010年正月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一年，娘
才73岁呀！ 娘曾说，尽管身体不
好，也要等正良崽有了50岁以后
才能走。往年我生日一般都要陪
着娘，但2010年我生日这天因要
组织一个重大活动无法回去。娘
一大早要妹妹拨通我的电话，哽
咽着说：“崽呀， 今天你50岁了，
娘不能到长沙为你过生日，你工
作压力大，半百的人了，要晓得
照顾自己呀。 ”并安排妹妹将一
只炖好的土鸡从乡下送到我家
里，同时交给我1万元钱。说我平
时节俭，要我自己去买一件好一
点的衣服穿，留作念想。 万万没
想到的是，就在第二天，娘就撒
手西归了。 娘一辈子为了儿女，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为我想了
这么多做了这么多，真叫我肝肠
寸断哪！

岁月无情地渐渐逝去，对娘
的思念却渐渐浓稠。为了纪念并
教育后人永远感恩娘的恩德，我
们兄弟姊妹合计，请了乡里两位
土工匠在屋后山上原来娘初一、
十五烧香磕头、中秋带我们赏月
怀古的地方， 建起了一个亭子，
名曰：娘月亭。 并题联于亭子两
侧：

娘如月毕生辛劳甘洒光华
照儿女，

月如娘无怨付出愿扬清辉
耀乾坤！

今夜，月华如水，清静悠远。
娘啊， 儿好想再躺在您的怀里，
吃您亲手喂的月饼呀！ 您回来
吧，和您的儿孙们一起到“娘月
亭”来赏月吧！

娘
月
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