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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敏

八月十五是中秋， 是月圆的时
候。

我们家的中秋不过十五， 过十
六。

母亲是农历八月十六的生日。
可小时候我没见过母亲过生日。我
们过生日，就是奢侈地加一枚盐蛋。

妈妈一生都在新化县吉庆区那
贫困的大山里转着圈圈教书， 我们
兄弟俩就在乡间的小学校里长大。
小时候好像很少见过父亲， 说父亲
在外面， 其实是在一个农场劳动，
“改造”两个字我就省了。

妈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 个子
不高，但开朗活泼，总是“哈哈”喧
天！偶然见她和当地农民打过叫“纸
胡子”的字牌，打出兴致时就站起了
身子，一个脚踏在凳子上，笑声唬声
便走出七八里远。 有时父亲在家时
板着个脸什么气也不哼， 也不搭理
一家几口嗑着瓜子啃着干薯片说的
闲话，母亲就戏他，说你老气横秋干
嘛呀！逗不笑他就笑我们兄弟俩，问
我们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要我们回
答，是不是从她腋下钻出来的。

我们一脸茫然， 这时父亲就嘿
嘿地笑了。

“你知道笑啊，我还以为你痴呆
了呢！”母亲说。

母亲经常在学校里演戏， 演给
学生看，演给当地农民看，她一般都
是扮很俏的姑娘， 比如胡大姐之类
的。 有一回却演了个旧社会的贫苦
母亲，那戏叫《出了苦海见青天》，还
要个演儿子的，就把我带上了。每回
演出时，我都要用锅底灰把脸涂黑。
演出前母亲在家里煮一碗很老的青
菜， 在台上我抓在手里当旧社会的
野菜咽。 这让我知道了旧社会的苦
难与黑暗，也使我爱上了演戏，在我
妈教书的那些乡间还成了名角。演
打虎上山的杨子荣时， 从乡村老邮
递员手上借了顶毛帽子和一件蓝色
的中长大棉袄披挂了， 又在家里穿
了一双长筒雨鞋当马靴， 再捡根放

牛梢当马鞭，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
霄汉”了！

乡亲们看得如醉如痴， 说周老
师养了个好崽，那戏唱得！母亲每次
都看，在人群里打着“哈哈”乐。

农民们都跟母亲说得来， 晚上
收工后， 我们一家四口一间房子的
那个家，就成了农民俱乐部，附近的
农民都往我家跑， 扯的都是乡间野
语，有时把间小小的屋子吵翻了天，
母亲都由着他们。

这些乡民们来得早的， 一进门
就扯开我家的锅盖看， 看到锅巴就
抢。母亲知道他们没吃饱，每次煮饭
都有意煮出厚厚的锅巴来。 家里有
什么我们穿不了的衣服， 都给了那
些穿不暖的学生， 也就是这些乡民
的孩子。

来客人我们就过节了，因为就
有好菜上桌。 这乡间小学来的客，
也就是当时叫区和公社的学校老
师或领导，其实我妈只是普通的村
小老师，不管接待，但他们一进校
门就大呼小叫“周满满”，这些来的
老师、领导大多是我妈在方圆几十
里各个学校教书时的同事和领导，
还有不少都是她过去的学生，都知
道周老师热心热肠， 都喊“周满
满”。 那个时候干部们到群众家里
吃顿饭是要数钱的，我母亲自然是
不要，每次都十分快乐地迎送着他
们。

有一回一个区文教办的老师，
也是我妈曾经的学生， 吃过饭后攥
紧了拳头伸出来，笑着说：“周满满，
反正吃你的饭是不要钱的， 这次要
不要啊？”我妈看着那拳头的握法料
准了里边没钱，是说着玩的，就爽快
地把手伸过去：“拿来！”那拳头就在
我妈掌心里松开了， 却变戏法一样
掉落几毛钱来。

我妈知道上当了， 那老师却早
笑着跑远了。

其实我家并不富裕， 所以好菜
都等着客人来。后来，我好多次发现
妈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落泪， 慢慢
地才知道她快乐的表面下内心的辛
酸。

爸爸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开
除公职下放劳动， 妈妈出身是小土
地出租户，也享受“地主”待遇，对生

活不可能不绝望过。
妈妈在那种日子中的豪气竟与

她内心的胆小反差这么大， 我长大
后带她去长沙看病时见识过一次。
在县城的马路上走过时， 一辆汽车
开过来，她竟吓得不知道往哪里躲，
尖叫着在马路上乱窜， 让司机和我
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我更多的是辛
酸， 这是我那个当了30年老师的母
亲吗？是那个打“纸胡子”时把一个
脚踏在凳子上“哈哈” 喧天的母亲
吗？

那时有好心人说为了两个儿子
劝她离婚， 可母亲坚强地接受了这
份苦难，又用笑脸支撑了这个家，用
她散给方圆座座校园和村落的春风
保护了这个家。 后来她把父亲从农
场转到她学校当地的生产队落户，
乡亲们高兴地接纳了他。

直到我有了工作， 父亲也复了
职，才知道母亲的生日。那是一个中
秋节前， 我对母亲说这两天有事出
差，不能在家过中秋呢。妈妈想了想
说：“去吧，就等你回来再过中秋。”

八月十六，我回来了，老爸这天
有点高兴， 他说：“今天过节还好一
些呢，今天是你妈的生日。”

生日？妈妈生日！我们怎么长这
么大了还没见妈过过生日呢？ 我望
着爸，爸不做声；我望着妈，妈望着
这一桌饭菜一脸幸福的感觉。

我不知是快乐还是痛苦， 不喝
酒的我那天喝了酒，那天我好想醉，
想在醉乡里寻找我妈那么多失落的
生日！

这以后我们家每年的中秋就在
八月十六过。

可妈妈还没有迈过60岁的门坎
就离我们而去了。好些年了，我们两
兄弟的家依然按跟妈的约定过着中
秋。在八月十六，炒几个菜，摆几个
月饼，给妈摆一双筷子、一个碗，请
她回来过中秋，陪她一起过生日。我
每次都在心里说：“妈，生日快乐！”

其实我每次都好想再听一次她
的笑语：“你们是从我腋下钻出来的
吗？”

妈妈一生就是这样用笑声来打
发了我们的苦难， 也养育了我们的
幸福。妈妈知道：十五的月亮，十六
圆！

邓溪燕

三定老师是我接触过的最没有架子的大学校
长。“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三定老师就是这么一
个人。

刚刚认识三定老师时，我恭恭敬敬叫余校长，
他立马制止我：“别别别 ，你还是叫我余老师吧！ ”
和他熟悉以后，我问过他:“你在家里是老三吗？ 上
面有大定二定吗?”他肯定地回答我，他们家就他一
个“定”。 我琢磨半天觉得“三定”这个词可能是佛
教用语，百度半天后，发现只有“定员定编定岗”这
样的三定。

三定老师一生读书爱书藏书， 与夫人建南湖
藏书楼。 这座私人藏书楼的两大馆藏特色是“题签
本珍藏室”和“北大版典藏室”，现在已成古城岳阳
的一张灿烂文化名片。

作为大学校长，他的工作特别忙，但他从来不
上牌桌不进歌舞厅。 只要不出差或开会，每天晚上
都在办公室办公或读书。 天道酬勤，他的教授职称
是破格的。 可能不擅应酬，三定老师40岁就当副校
长，直到57岁才把“副”字去掉。“板凳要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 三定老师无怨无悔坐了17年。
我曾经和他开玩笑说：“你是标准的‘等得久，自然
有’。 ”他笑一笑，什么也没说。

三定老师的履历表有两大特别之处。
一是他这个大学校长居然是大专学历。《人民

网》曾经发过一篇评论：《湖南日报：罕见拟任大学
校长仅大专学历》， 文中对此现象进行了评论，说
他一直呼吁“改良学术风气，恢复学术生态平衡”，
如此扎实做学问的人， 根本不会在乎自己学历只
是大专，更不屑于学历造假。

二是去年他退二线以后， 岳阳市政府又任命
他为岳阳市文联主席。 我听到一些岳阳文友背后
的评价，惊人的一致：众望所归。

认识三定老师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觉
得他是一个很“可怕”的人，我感觉他居然没有任
何不良嗜好，每天就是读书工作，工作读书。 张岱
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
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后来我才发现他也是有
“癖”的，他的“癖”是打篮球。 在我认识的人里，似
乎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么痴迷篮球的人了。 有一
次，高校文科篮球赛在郴州举行。 开幕那天他还在
外地出差， 下午就收到他的信息说正在赶往郴
州的高铁上。 晚饭后，我去学校看望他 ，结果
说是他一下车就直接赶往赛场了。 我看过他打
球，满场健步如飞，快60岁的人了，像小伙子一样。
据说他打球最恨别人让他，也最不愿意下场。 只要
上了场，一定拼命三郎似的打全场。 他平时是非常
低调的一个人， 唯独在打篮球这个事上他非常高
调。 他曾经和我说过:“说实话，我打球在非体育专
业的人里头，是非常高的。 一般人根本不是我的对
手。 ”这是我听过的他唯一的“自我吹嘘”……

这或许就是三定老师的多彩处： 有静水深流
的沉稳，也有水石相激的张扬，并且以

属于“这一个”的独特气质，玉树
临风，为人瞩目。

胡代松

以秋风为杯，
以岁月为酒。
一杯敬先烈，
一杯敬战友，
一杯敬甘洒热血的挚恋，
一杯敬边关默默的值守。

为英雄唱一曲挽歌，
为将士拂一把霜露，
为前赴后继不屈的肉身，
为子孙后代安宁的乐土。

以虔诚为杯，
以心香为酒。
一杯敬前辈，
一杯敬后生，
一杯敬永垂不朽的英灵，
一杯敬生生不息的故土。

直到泪水模糊了双眼，
百战功成洗尽母亲的屈辱。
直到情怀满溢了心胸，
铁血男儿高擎民族的自由。

愿祖国的天空更加湛蓝，
浩然正气尽将阴霾驱逐。
愿鲜红的旗帜猎猎招展，
铮铮誓言响彻寰宇神州。

张纪鋆

秋天是丰硕的季节，
正如莎翁的十四行诗。
蓝色的畅想，
裹挟着金色的甜蜜。
清纯的月色融进树梢，
银色的叶子升腾然后落下，
卷起一座城市的思考。

秋夜是陈酿的茅台，
单调的色彩包裹着浓烈的醇香。
秋月朗朗，
秋风喁喁，
穿过寂静的午夜，
绽放春的明媚、 夏的灿烂，
在苍莽的大地舞台，
奏响生命的乐章。

夜幕西沉， 华灯初上。
是谁装饰了你的梦?
树影婆娑，
把如星的灯火洒向黎明。
神秘的河流匆匆北上，
急着赶赴一场盛大的宴会，
却把他银色的纱衣丢在了密林深处。

夜归的人们行色匆匆。
温柔的月光下，
深深浅浅的影子交错，
把时光雕成了彩虹的模样。
城市枕着秋睡去，
建筑工地上却灯火通明。
泥泞的地面脚印歪歪斜斜，
写满外乡人的童真。
工棚外摇曳的蒲草，
将根深深地扎在了都市的土壤中。

（余三定， 1956年生， 岳阳人， 湖南理
工学院原院长、 二级教授， 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 现为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岳阳
市文联主席， 已出版 《文坛岳家军论》 《文
艺湘军百家文库： 余三定卷》 《新世纪文论》

等著作十多部， 发表论文三百
多篇。）

凡人追梦之 余三定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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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金

现在， 人们为了保养身
体， 尽量少吃荤腥， 有的甚至吃素。
不由想到我们这代人出生时对荤菜的

渴望。
虽然那时三年苦日子已过去， 不至于没饭吃，

当然还必须掺杂部分红薯干、 玉米等杂粮及瓜菜
代， 但荤腥却是很少见到的。 尽管当时肚子吃饱
了， 但过不了多久就会感到饿得慌， 这就是缺少油
水的缘故。 于是， 小时候一天到晚想方设法四处觅
食， 只要是能吃的， 不论生熟都吞， 最常见的食物
就是瓜果， 因此， 偷摘别人家的果子和生产队的花
生、 西瓜吃， 可能是我们那个时代许多人有过的烙
印。

记得小时候谁家若是吃了带荤腥的好菜， 是一
件值得显摆和炫耀的事。 显摆的方式就是吃饭时，
趁大人不注意， 偷偷将碗里的荤菜夹些出来， 用纸
包好放在口袋里， 待伙伴们在一起扯猪草或放牛
时， 再拿出来一起分享。 如一块腊肉用小刀割成若
干小块， 每人品尝一下。 有时没有肉， 豆腐干也成
为我们分享的佳肴。 说出来也许令人好笑， 让现在
的孩子们不可思议， 但这的确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所
作所为。 现在想来不仅不感到难为情， 反而显现了
一种有福同享、 有难共当的情怀。

20世纪末在县城读高中时寄宿， 生
活有了一些改观， 每个礼拜能吃上一次
肉， 我们称“打牙祭”。 到了那天， 一
整天心情是特别欢愉和充满期待的。 学
校吃饭是8人一桌， 共一钵菜， 实行轮
流分菜制。 轮到那天分肉菜时， 心情是
既渴望又无比忐忑的。 只见大家屏住呼
吸， 喉咙咽着口水， 眼睛睁得牛眼大，
一动不动地盯着分菜人是否公平。 分到
素肉还不乐意， 怪分菜人耍心眼， 只想

吃那肥肉多一点的。
随着长身体的需求， 对肉类食物的渴求远远得

不到满足， 一天到晚总感到肚子饿。 于是， 街上饭
店里7分钱一碗的光头面成为我们物质生活的补偿，
那面汤里多多少少有一些油水， 如果能吃上一碗肉
丝面， 那简直就是奢侈的享受了。 那时， 家庭条件
不好的连光头面都很难吃上。 我父亲在外面工作，
家里条件还不算太差， 但也只能偶尔去吃顿光头面
解解馋。 同寝室有位同学， 一天晚上肚子饿得直
叫， 但口袋里又没钱， 想来想去， 他灵机一动， 用
刚从家里带来的大米去饭店和师傅讲好话， 才换了
一碗光头面吃。 后来， 这法子多次被没钱吃光头面
的同学所效仿。

读高二时， 儿时玩伴平子接他父亲的班在供销
社工作。 一次他来到我们学校， 与其说是来看我，
不如说是来显摆的。 长头发， 花衬衣， 喇叭裤， 尖
头皮鞋， 派头十足。 他走时大方地给了我2元钱。
那时， 2元钱对我们来说可是大钱， 差不多能吃30
碗光头面了， 那个感动呀！ 以至于我对平子小时候
在我大腿上砍过一刀的仇恨也悄然抹去了。

有一次我拉肚子， 还发高烧， 在医院住了一个
星期院， 出院后身体很虚弱， 遂从学校回家休养。
为尽快恢复我的身体， 母亲按别人介绍的方法， 用
盐罐给我煨了一只鸡。 我的个天哟！ 鸡用文火烹饪
的过程中， 满屋都飘荡着鸡肉的浓香。 一整只鸡竟
让我一扫而光， 最后只剩下一点残汤， 我不好意思
地向惊讶的母亲露出歉疚的眼神。

还有一年过端午节， 我放学回家， 揭开锅， 饭
上温着一大碗辣椒炒肉。 当时， 我并不知道这天是
端午节， 感到很惊讶。 但见那肉切得薄薄的， 肥瘦
搭配， 肉香扑面， 勾人魂魄， 我将锅里的饭和那一
大碗辣椒炒肉吃了个精光。

在我的记忆当中， 后来不论吃什么山珍海味，
都比不上那只盐罐煨鸡和那一碗辣椒炒肉的味道，
它给我的味蕾烙下了今生最美好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