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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志勇

那天， 我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南方温馨的太阳像少女远远近近的脸
在它金黄的光芒里， 桂树
站在我的身旁
前边的草坪上， 鸡们悠闲的散步
我知道一些事情正在发生
我就坐在庭院里， 看着平静而坦荡的田野
而正午的风正好吹过， 呼啸过村庄
树木们都一本正经地致意
这时我就闻到淡淡的馨香
仿佛童年或爱恋
我陶然而寐， 如荡在荷叶稠密的湖上
月亮如白莲， 绽开夜空

我走到青青的桂树旁， 凝视枝叶
星星点点的光芒就像生命
我忍不住赞叹了一声
走出庭院， 看见空气新鲜得像新翻的水田
我想着该想的事情， 慢慢
接近一堆温暖的草垛

宁小华

今夜， 窗外月光笼罩， 夜空格外洁净， 站
在楼宇的罅隙看到圆圆的月亮， 隐在薄薄的云
层中， 缓慢地爬升。 在月儿高悬的静谧秋夜
里， 月光如水流淌， 清风暗送秋凉， 遥望老家
的方向， 油然而生“明月何时照我还” 的愁
绪， 也自然生出了“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
乡” 的惆怅。 月圆之夜， 思念如野藤滋生、 蔓
延……

曾几何时， 透过窗， 看一轮明月悬挂窗
前。 有时圆， 圆成了自信的桅杆； 有时弯， 弯
成了梦里的思念。 月光倾洒着柔美的银辉， 似
母亲温柔的目光， 抚慰着思乡的孩子。 久别老
家定居县城， 总会在明月当空时， 思念老家的
蓝天、 白云、 夕阳、 浓雾、 大山、 小河， 流水，
人家， 还有那暖着心窝的浓浓乡情。

儿时秋夜， 院子里晒谷场上， 萤火虫打着
灯笼穿梭忙碌， 似在开一场灯火盛宴； 蟋蟀不
知躲在什么地方弹唱， 琴声悠扬、 婉转， 节奏
分明， 响彻夜的每个角落。 我们一群“细把
戏” 常常欢聚在这里， 乘着晩风， 在家乡那轮
皎洁的月光下追逐打闹， 玩捉迷藏、 跳田、 打
陀螺、 过家家……晒谷场挨近五婶家， 五婶家
的院落里种了两棵大葡萄树。 一到秋天， 熟透
的葡萄一大串， 一大串挂在藤架下， 亮如珍
珠， 艳似玛瑙， 绿如翡翠， 这些个惹人爱的葡
萄， 早已被我们这些个淘气宝盯上，趁着“深林
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心旷神怡，去“偷”几串
解馋。 而此时闻听响动的五婶，明明知道我们在
淘气， 却只是温柔的咳嗽两声， 没有大骂与呵
斥。 五婶的仁慈与善良， 就像那晶莹剔透、 清
甜爽口的葡萄让人感觉甜润、 温暖……

记不得有多少如诗的夏夜， 月亮高悬树
梢， 儿时的我依偎在母亲身旁， 听一个个神话
故事。 嫦娥奔月， 吴刚伐桂， 后羿射日， 女娲
补天……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 凄美， 感
人， 我听得如痴如醉。 偶尔划过天际的流星，
想象中的月宫嫦娥， 引发我一串串好奇的追问
与遐想。 母亲耐心解答着， 微笑着哼着小曲哄
我入睡， 父亲的疲惫早已荡然无存， 一把蒲扇
摇曳出的微风让我享受着多少童年的甜蜜。 安
静、 祥和的月夜， 织着暖暖的幸福。 时过境
迁， 母亲慈祥的笑容早已定格于记忆深处， 父

亲熟悉的身影早已远去， 只能在春花秋月中留
下一声声惋叹与眷恋， 在寒来暑往中留下一串
串回忆与思念……

今夜， 月白风清， 秋高气爽， 记忆的闸门
被汹涌澎湃的情思冲开， 一泻千里。 还记得那
是个雪霁的傍晚， 我在一个小山坡上， 刚刚下
过大雪的树林平和静谧。 我就那样望着月光，
要是用两个词形容那夜的月光， 清冷、 静美最
好不过了。 那月， 白茫茫的， 在雾气中若隐若
现。 那晩的月很圆， 挂得很低， 仿佛一伸手就
能接到她倾洒下的月光。 月光在雪里反射， 照
亮了整个山坡， 那简直像一个童话世界。 毫无
污染的雪， 清冷神秘的月光， 那是一个让人享
受的世界。 在黑暗中， 可以看到山下， 家家户
户升起的袅袅炊烟， 可以看到家家窗户中透出
的灯光， 也能感受到家中的温暖、 热闹与山坡
的冰冷与安静的强烈对比。 抬头望着黑夜， 我
也能感受到那一轮月亮似乎照亮了我所有的方
向， 给我以所有的力量。 “露从今夜白， 月是
故乡明” 的感觉， 从那时刻起， 以最深的印记
镌刻在了我的心头。

浓浓的乡情， 就这样装满我梦的小屋， 在
每一个月圆之夜， 开出思之花， 生出念的叶，
结出情之果， 在清风中静对流年。 记忆中的那
条小路， 弯弯曲曲， 坑坑洼洼， 承载我飞翔的
求学梦。 春夏秋冬， 披星光上路， 踏月华回
家， 一路欢歌， 一路笑语， 淋春雨， 冒寒风，
披冬雪， 踩泥泞， 虽有甘苦， 却是青春飞扬，
快乐如风。

老家那一方热土， 养育了多少朴实无华的
好儿女， 憨态可掬的笑容， 真诚质朴的言语，
淳朴真挚的情怀， 都激发我对老家的深深眷恋
和牵挂。 每一次回家都被那一张张灿烂真诚的
笑脸， 一腔如火的热情所感动。 家乡的人啊，
男儿似大山， 伟岸忠厚， 粗犷豪放； 女儿似清
泉， 清澈纯美， 柔情万千。 祖祖辈辈， 世世代
代， 延续着中华儿女的传统美德与爱的血脉传
承。

“今夜月明人尽望， 不知秋思落谁家？”
在这样的秋夜， 遥寄一曲诉相思。 那山， 那
水， 那人， 那情， 那缘， 那念， 轻轻滑过岁月
的指尖， 植入心扉， 掀起无数的暖。 这些永不
磨灭的记忆， 还有那一轮家乡的明月， 就这
样， 永远地萦绕在游子心头……

胡晓江

就像无法选择母亲一样， 谁也无法选择故
乡。鸿是一种传说，麻雀才是庸常的真实。素面朝
天的土地，以及同样素面朝天的土墙瓦檐，是村
庄千篇一律的写意。 塘泥烧制的鱼鳞瓦，墨黑，没
有光泽。 黄泥筑就的老墙，经烟熏火燎、日晒雨
淋，已龟裂斑驳，色呈深褐。 门窗皆为木质，只是
岁月的风霜使其木色消隐、木纹浑浊，呆滞如蒙
尘裹垢的黑陶。

这样的故乡，与想象极其吻合，如同偶遇穿
着对襟布袄的老叟，在其空洞的目光中，记忆渐
次苏醒。 它甚至与年代无关，与货币、精神无关，
仿若开辟鸿蒙就是如此。

没有任何悬念，我就出生在这样的故乡。 它
很有个性，又毫无个性，有山而山不高，有水而水
不旺，有树而树不茂，有石而石不奇。 不多的几户
人家，窝在山坳里，叫村庄或许夸张了一些。

印象最深的，是去挑水。 迷蒙的黑早，睡了一
宿的泉，更清，更纯，也更甘甜。 野草凌乱地霸占
了小路，只留下长长的、窄窄的一线泥土可供落
脚。 经夜的露水恣肆地在野草上打滚，脚步在野
草间起落，任凭怎样小心翼翼，还是弄得裤脚边、
鞋面上满是露水。

泥土路，竹扁担，木桶子，晃晃悠悠，不紧不
慢。 竹扁担，有些年岁了，光溜光溜，紫酱紫酱，一
端拴一根棕绳子，每根棕绳子上再拴一个弯月形
的铁钩子， 铁钩子再钩着木桶子拱门状的木柄，
向着老井的方向走去。 井，是露天的，不方不正，
不扁不圆，没有完整的弧线和直线，也组合不了
任何的几何图案。 小小的一泓清泉，犹如大地的
一滴冰泪，静静地泊在寂寥的碧草之间。

那泉，清冽、澄碧，不急不躁、不声不响。 那泉
边的草，也不急不躁、不声不响。 没有年轮的概
念，没有岁月的概念，一勺灵泉，就那么静得没有
一丝波纹，没有一丝杂质，静得不近人情。

水井一见如故， 水井旁的那块同样不方不
正、不扁不圆的青石板，被露水濡得如同洗过一
般。 井壁的野草挂着颗颗露珠，不时草叶一抖，
露珠一滑，哧溜掉进井中。 井中也有草，那是在
《离骚》 中偶尔露脸的菖蒲、 丝藻等水生植物。
水桶的晃荡，使指甲般大小的水爬虫受到惊吓，
猛一激灵，潜入丝藻的深处。 还有细细的米虾，
一弹，一跃，没了踪影。尽管清澈见底，还是习惯
性地用木桶的底部荡开一片小小的水域， 将似
有还无的草屑、尘埃荡到四周，再将木桶斜入水

中， 先舀上一点点井水荡洗木桶。 一只木桶洗
完，又洗另外一只，木桶洗干净了，再舀上满满
两桶清泉，在肩上掂量掂量，待两端平衡了，才
手握着紧咬木柄的铁钩子，慢慢悠悠往回走。 不
经意低头时， 却见木质水桶里各有一弯皎洁的
月牙儿……

晨曦微明，东方的天际已显曙色，而西边的
山巅，分明还挂着一弯昨夜的淡月。 挑两弯山涧
的冷月，不疾不徐，氤氲缱绻，是天地静气。

而今，村庄去远。 山涧还在，冷月还在，挑水
却已成遥远的记忆。

在快与慢、多与少的辩证中，人们总在痴痴
地追寻着快与多，唯恐慢了、少了。 人的怀胎需要
十月，快了怕怪胎；人只能一日三餐，多了就会
撑。这种自然规律，唯有遵循，才能长久。偏偏，人
们似乎忘了这些，以前一年才能出栏的猪，现在
三个月就养得膘肥体壮；以前散养的鸡，现在圈
起来，两个月就上市。 这些，快是快了，多也多了，
但未必是好事。

机械化尤其是智能化， 加快了生产的节奏，
也加快了生活的节奏。 但任何的物质哪怕小如手
机、计算器，大如汽车、房子，一旦可以轻易的、批
量的、无限的复制，必然过剩。 这不仅有快与慢的
问题，也有多与少的问题。 几条金鱼在池水中漫
游还赏心悦目，可密集如蚂蚁的金鱼就会让你产
生恐慌。

这个时代瞬息万变，这潮那风，此消彼长，目
不暇接。 但变与不变又是相对的，总有一些恒定
的、不变的东西，固执地呆在原点，似曾相识，又
不愿相认。

改变一个村庄的贫穷，一条水泥路未必能做
到。 打破一个村庄的静谧，一条水泥路却绰绰有
余。 有了水泥路，就有了车轮的跟进，就有了车笛
的喧嚣，就有了速度对空间的颠覆和篡改。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生死两茫茫，苦
恋两茫茫，问天天不语，问地地无言，唯有诉诸鸿
雁才能找到心的慰藉。“落花人独立， 微雨燕双
飞”，千里飞鸿，乡思泪涌，“漫卷诗书喜欲狂”也就
不难理解了。 要是换做今天的微信，只怕要少了那
份柔肠寸断的一波三折、寻死觅活的梨花带雨。

印第安人说，我要走得慢一点，等一下我的
灵魂。

慢一点，再慢一点，待在原地，左顾右盼，或
者顾影自怜。 就像静待一朵花的开放，谛听竹笋
的拔节，或者挑两弯山涧的冷月，将硕大的陶瓷
水缸装得满满盈盈。

邓小鹏

老人捧着城里寄回的月饼
怎么看， 也没有山头上的月儿圆
风越来越凉， 蛐蛐越来越响亮
小孩咬缺一大半， 算计着过年的日期
甜在梦里
雁鸣声串起乡村的寂静

打工的人捧着月饼
怎么吃， 也没有家乡桂花的香味
城里的月亮被高楼挤得很瘦
像个轻飘飘的气球
在霓虹灯中失去了光辉
梦里的月光湿了鞋边

月落桂中天
周晓丹

疾疾地走，独自消受桂子林中那份幽香去。
西边的晚霞隐去，天空碧蓝，几丝浮云静静

地浮在空中，月儿似一挂银盘高悬于东天，心
如水，意近乎朦胧 ，不禁吟颂起唐代宋之问的
两句咏桂花名句：“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
仲秋时节，宋之问游杭州灵隐寺，想到灵隐寺桂子
从月宫悠然飘下传说， 寺中佛香袅袅对映摇曳直
上九霄……月落桂子，天香从云外飘来，多么浪漫
的情怀。

我何时独领过那份浓香扑鼻沁人心脾的清香
呢？ 我何曾去细看过那碧绿的叶片簇拥着的伞状
般的花朵呢，金桂、银桂、丹桂；色泽淡雅，姿态妩
媚，“丹葩间绿叶，锦绣相重叠” 别有一番风韵。

我可是单纯为这韵味而来？人在独处时，去人
远， 才能独自领略欣赏到那独领风骚的淡雅和纯
情的，我是想嗅那幽香；痴那淡雅；恋那纯情，来掩
饰我那凄迷紊乱杂草般疯长的心灵么？

看得见那冷峻的天空， 疏疏密密点缀着有些
灰白的星子，寂寞便从至深的清澈中溢出，我失望
地回首， 没想到这桂子林中竟真是这等的悄无声
息，天外生天，独领风骚，风轻轻地拂来，顿觉额上
有些异样，再看身上，那伞状般的朵儿竟似有了生
命，痴痴的朵儿，花冠合瓣四裂，生生地娇憨地在
我身上绽放，此时心境平和，目光从身上移开，慢
慢儿在林中踱步，似乎整个的生命与世隔绝，思绪
的羽翼在幼年的纯情中飞翔： 儿时扎着两个羊角
翘辫，光着两片脚丫在故乡捞水的桂子林中颠簸，
随同母亲去拾早早用围布拢起， 用杆儿轻轻敲打
树枝，让那桂花雨洒落在围布上，将金黄的小花朵
装进竹篾儿织成的小花篮， 提起过多少桂子林中
片片欢愉！

“花花儿香不香？ ”
“香！ ”
“花花喜不喜欢？ ”
“喜欢！ ”
“毛毛虫喜不喜欢？ ”
“不喜欢！ ”
母亲蹲在地上收拾着片片围布， 就这样一边

拢花，一边笑着与我逗乐。那份纯情，那份浪漫，就
迷漫在那茵茵的桂子林中，那透彻的欢愉逶迤
在那自由自在的天空， 归巢中的小鸟在林中喧
哗， 母女俩的笑声如银铃般在乡间旷野的桂子林
中回响……

疾疾地走， 慢慢儿踱， 人生如梦幻般迷茫跌
撞， 而今面对着人生， 却缺失了年少时的那份纯
情，多了一份惶恐，一份迷惘与不安。喜欢的事，不
喜欢的事，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却经常违心地
颠三倒四，为什么竟哼不出幼时的那一句“喜欢”，
那一句“不”呢？ 难怪自己总是心绪不宁……今夜
想来，却自是人生所谓的“得”“失”在作祟。

难得今夜的姣月，万籁俱寂，一任秋风摆动着
我素洁的衣裙，只身无侣地就这么走着，无挂无碍
只管踱步悠闲，我抬头仰望苍天，那银盘儿高悬，
是如此如明镜般照亮着世间众生，萧瑟秋风中，那
黄花朵朵绝尘而来，浓香远溢，正孤独绽放，何不
是在与一片草地、一瞥目光、直至整个空灵对话，
那种经历过春的烂漫、夏的纷繁之后热烈绽放，总
让人相信， 生命总是皇皇有色， 值得我们一直信
仰！人在世间行走都不容易，不把生活设想得过于
完美，不希冀那不可到达的天堂，不去为之奔赴，
不去为之跋涉，不去怀揣着一帘清梦，总是眺望诗
和远方，忘记眼前的苟且，才会感到疲惫。 如果对
生命作无休止拷问， 也许真的无法确知生命所自
来，所自去……与世间万物皆同，一个单薄的生命
符号，一路走来，又一路走去，都无不是在画着自
己的标注。 应学会与自己相处，取悦自己的心，不
被尘事所困，不为人情所乱，不因往事消磨，不惧
将来迷惘。 身在凡尘乱象，心依然如镜清宁，才能
把生活过成诗的模样。人生得失与坎坷，也就无需
这内心的凄凉与迷惘，就如同这娇憨的桂花，生生
的，朵儿虽小，一任风雨，却仍清香四溢。 人生苦
短，心若不染尘，何处染尘埃？心不染尘埃，清风自
然来……

远处传来禅院钟声， 我就这样傻傻地独处在
桂子林中待到了二更，丛桂怒放，夜静轮圆，幽香
袭袭，或许，我就是那娇憨的桂花朵儿，虽无生于
夏花之灿烂，却能偕行秋叶之静美，美丽、自爱、真
实、平凡、宽容、豁达……无需患得患失，活出自
我，一任平生。

月
饼

挑两弯山涧冷月

月是故乡明

老师送来的月饼
石泽丰

岁月如一条夹杂着泥沙俱下的河流， 它把人生
经历的诸多往事一一冲走， 形成连回忆都打捞不起
的“忘记”， 好在总还有一些用深情坚固的片段， 定
格在我们感情的基座上， 无论多少风刮过， 多少雨
洗过， 它依旧那么清晰。 就像20年前的中秋节那天，
魏老师特意过江为我送来一盒香甜的月饼， 至今成
了我年年中秋忘不了的美好回忆。

那是一个新学期开学不久的日子， 在江南小镇
一所不为人知的中专学校， 念二年级的我， 以想晚
上多看看书为由， 向教我们英语的魏老师借房看书。
那时， 他家住在与学校只有一江之隔的安庆市。 每
天下午放学后， 魏老师习惯于坐轮渡回家， 学校分
给他的一间房子， 便成了晚上无人居住的空巢。 也
许， 在这之前， 对比较好学的我他略有知晓， 抑或
是我来自一个偏远的农村， 农村孩子具有的质朴和
我特有的贫寒让他有所感动。 当我鼓起勇气向他开
口借房时， 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并且叫我把被子也
搬过来， 住在那里。 自那以后， 我便生活在了魏老
师的房间里。

记得那年中秋来得特别早， 开学不到两个星期，
中秋节就到了。 那时中秋节不放假， 如果不是周末，
学生们就照常要上课。 当天中午放学后， 我像往常
一样回到魏老师的房间， 正当要把书本放在桌上的
时候， 发现上面已放有一盒月饼， 下面压着一张纸
条： 泽丰， 祝你节日快乐！ 落款是： 魏。 顿然， 一
股强有力的感情波冲击着我的心灵。 在墙上的教师
课程表上， 那天分明没有魏老师的课， 像这样的情
况， 他可以不到校的， 但是为了送给我一份节日礼
物， 他特意坐船过江， 月饼送到后， 又匆匆地赶回
了安庆。

一位老师如此对待一个穷苦的学生， 该是何等
可尊可敬！ 那天下午， 我坐在教室里， 思绪难以平
静， 即使是在当夜， 明月高照， 躺在床上， 我也久
久难以入眠。 我不知道怎样来对待这份特殊的礼物，
它深度融合在了我感情的经纬线上， 让我找不到半
点不去爱戴老师的理由。 晚自习结束后， 我邀请了
几个要好的同学回到魏老师的房间， 让他们与我一
起分享这份快乐， 分享这份感情。 记得其中有两个
是女同学， 她们进门见到那盒包装精致的月饼后，
不约而同惊喜地“哇！” 了一声， 接着便是“啧啧”
地赞叹。 那香甜， 至今我们同学在一起回味起来，

它依旧是那么浓厚， 20年过去了， 它丝毫
没有变味， 仍然那么新鲜， 粘在我们的心
灵上。

如今又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 又迎来
一个相思的中秋节， 生活在城市
边缘的我， 再次想起了我的老师，
想到魏老师送给我的那盒月饼。

在喧嚣的尘世中， 我再
一次踮起脚尖， 回望那
段走过的岁月， 感悟某
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

汉诗新韵

中秋
在故乡的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