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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

一些朋友问我，中秋在哪里，我说在吉
庆。

我真的在吉庆和几个朋友一起。 月是
故乡的圆。好久没看到故乡的月亮了，有些
想了。一临近中秋，我就在琢磨，几天的假
期呢，回吉庆去吧。到那里去，享用一个人
的中秋。我不害怕。至少，有熟悉的家乡做
底， 随便做点事就可以欢度这个团圆的日
子。

首先，在新化县城看了父母，父亲的身
体明显地在垮，全是骨头，风车一般，让我
见证了岁月的力量。父亲老了。他的身体并

无大的器质性病变， 只是风湿痛， 行动不
便，极少下楼，就像一棵树在干枯。荒废了
好些年，幸好我的中医底子还在，给他把脉
开了药方，他很开心，聊了一些家事。我回
家没有买礼物的习惯，给了老人头，让他们
去弄点自己喜欢的。 我给的并不多， 很寒
酸，给时有些愧疚，说不出口。但老人很满
足，其实他们看到我就很满足了。

然后，我就去了吉庆，悄悄去的，没告
诉任何人。

我不知我要去吉庆做什么， 这个叫吉
庆的山地，到底给了我什么。不时有些狗们
在路上嬉戏打闹， 田野里还见一些农人收
割稻谷，打过的稻草一排排的，就如列队出
征的士兵。 秋阳照着， 那些码起的稻草垛
子，就像古旧的城堡，装满秋天的故事。田
里的禾根高高低低，曾是稻谷生长的地方，
我心里仿佛堆起一座座成山的谷子。

屋下的那条小溪流，变得很细很瘦。我
记得是有很多漏洞的，我把那些漏洞捅开，
用石头和泥巴筑成一条长长的墙， 水流就
全都围进了洞穴。下游就干了。失了水，螃
蟹、泥鳅、小鱼之类的水族，乱成了一团糟。
这个时候，我就像是抓死的。这是我儿时常
干的事。我又像回归到了儿时的路途上。

入夜，随便约几个人，在屋外的草坪上
摆置一张桌子，坐着喝茶，回溯一些旧事。
圆月升在天边，像一个大大的饼子，山地的
夜虫就像歌坊的唱手,引诱那个高高在上的
月饼。桂花的香味飘来荡去。

我不要月饼。
吉庆，我的故乡，安适而又有趣。我的

心放在那里。

董国宾

凉秋八月，最浓稠的记忆，莫过于母亲
做的桂花粥。

秋爽时节，方正的院子里，黄盈盈的桂
花开了，桂花树洒一地清香和喜气。母亲抬
头张望一下桂花树， 嘴里念叨着：“是做桂
花粥的好时节了。”

儿时时光里，母亲做的桂花粥特香，每
年桂花盛开之前，我就早早地充满了期待。
桂花飘香的日子里， 桂花开满树冠， 黄黄
的，香香的，像一棵棵小麦穗。母亲起个早，
在地上铺开竹席，于是开始摇桂花。桂花纷
纷落下来，像下了一场桂花雨，一朵朵桂花
挤满竹席。我帮母亲往竹篮里捡拾桂花，去
掉细枝小叶，桂花便收获了。母亲又将桂花
在院子里摊开， 晒上几个太阳， 桂花晒干
后，放进罐子里。

母亲动手做板栗桂花粥了， 先将新鲜
板栗洗净、泡软，挑净外膜，然后蒸熟、切
丁。再把糯米洗净，加水浸泡20分钟，放进
锅里煮开，然后改小火煮10分钟，加入冰糖
调味。 最后把准备好的板栗丁加入粥内同
煮至熟软，再加入桂花煮匀，板栗桂花粥就
做好了。 母亲把盛好的板栗桂花粥放在我
跟前， 大声对我说：“孩子， 桂花粥驱寒暖
胃，快多喝些。”我喝着香甜的板栗桂花粥，
心思暖暖的，溢满了母亲的疼爱与呵护。

母亲不仅做板栗桂花粥给我吃， 还变
着法儿做赤豆桂花粥。 母亲准备做赤豆桂
花粥了，先将红豆洗净，用清水浸泡三四个
小时， 然后红豆下锅加水。 母亲坐在土灶
旁，一把一把往灶膛送柴火，等红豆煮得酥
烂了，取藕粉用少量温水调成浆状，倒入锅
内搅匀，煮开。母亲把做好的赤豆粥盛入碗
内，再加一小勺事先做好的糖桂花拌匀，一
碗碗赤豆桂花粥就可以入口了。 我趴在饭
桌上， 喝完一碗， 母亲急忙又给我盛来一

碗。儿时的我觉得，母亲的味道，像桂花粥
一样浓香。

若有客人来我家，桂花粥是不能少的，
只是母亲这次要做的，是蟹肉桂花粥。平日
里我们家很少吃蟹肉桂花粥， 家里来了客
人，母亲是一定要做的。即便那段时间家里
不怎么宽裕，母亲也要买来两只螃蟹。做蟹
肉桂花粥时，母亲先将螃蟹取肉，洗净后切
碎，再将鸡蛋取蛋黄入碗打散。等大米入锅
后煮烂，下入蟹肉和葱姜汁、白胡椒粉、盐
熬成粥， 倒入蛋液微煮， 最后淋入香油即
成。八月桂花飘香时，来我家的客人是有福
气的， 他们能亲口喝上母亲做的蟹肉桂花
粥了。邻家的孩子，母亲也会盛上一碗给他
们喝。秋月里，这飘香的蟹肉桂花粥，是母
亲的热忱和心意呢。

秋风轻吹，丹桂飘香，我的思念跑到了遥
远的故乡。清秋的农家院落里，年迈的母亲又
在煮一锅香气浓浓的桂花粥了吧。

独占三秋压众芳
余平

又近中秋，空气中丝丝缕缕桂花的芳香弥漫
在我住的小区。 临窗向外望去，房前那两棵桂花
树风姿飘逸，碧枝绿叶，树上星星点点的黄色小
花娇羞而婀娜。

“独占三秋压众芳，何咏橘绿与橙黄。自从分
下月中种，果若飘来天际香。”古往今来，许多文
人墨客吟诗填词颂扬桂树桂花，甚至把它加以神
化，把桂树誉为“仙树”。宋代朱熹的“亭亭岩下
桂，岁晚独芬芳，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让我
们从观赏角度领略了桂花的姿态与馥郁的芬芳。
白居易在《忆江南》中写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
游”，一个“寻”字写尽了桂花香而不艳，含蓄内
秀，不事张扬的天质。

我从小就喜欢桂花， 恰好小区里有一个桂
园，一场秋雨下来，桂园的桂花悄无声息地盛开
了，黄色的花瓣上荡漾着晶莹的雨珠，摇曳着秋
的味道，空气中都是幽幽的清香，沁人心脾。一阵
秋风吹过，我俯下身用手轻轻拈起散落一地的桂
花，将它们放入袋子里。桂花在中国名花的排行
中名列梅、菊、兰、莲、牡丹等等之后，但它却是和
人们生活贴得很近的一种植物。母亲知晓桂花的
食用功能，她将我拾来的桂花择洗干净，烧一大
锅水，水开后，母亲把桂花倒进锅里，用筷子不停
地搅动，桂花就这样被去除了苦涩味。母亲再把
桂花捞出来加上鸡蛋、 调料就可以做一盘菜，桂
花炒鸡蛋爽嫩鲜香，滑而不腻，非常可口。

母亲手巧，她不仅能做出美味的桂花南瓜蒸
百合、桂花鸡柳，还能做出桂花羹、桂花糕、桂花
蜜、桂花酒。早上喝一碗桂花羹，吃一块桂花糕再
去上班，能够健胃暖胃，心里也是美滋滋的。晚上
入睡前喝一汤匙桂花蜜可以起到软化血管、疏肝
通气、化痰养颜的功效。入秋后我食欲不振，人也
瘦了， 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听说桂花酒
有健脾胃、助消化、活血益气之功效，于是便学着
做。母亲做出的桂花酒色泽淡黄清亮，开盖即溢
出一股桂花清香，入口甘甜醇绵。每天喝一小杯
母亲做的桂花酒，我吃饭香了，人也精神了。

有桂花芳香的秋天总让我期待，因为在那个
季节里，似桂花香般弥久馥郁的母爱，丝丝入怀，
让我幸福无比。

汉诗新韵

秋天里
曾跃红

只是草木颤栗了一下
风从一个山头
空空的，吹到另一个山头
寒气未上锁窗

人们喜欢在秋风里回头
时间，真的应了流水
芦苇渐白
霎时的年轻，就有了苍老痕迹

我还是钟意门前的炊烟
稻谷金黄，果实绵甜
田野里稻草清香
举起来，依然是明亮的火把

如果有人槐树下歇脚
我给他木质的凳子
递上，温度刚好的茴香茶

家乡的月亮
邓小鹏

把团圆和祝福镶进千古月亮里
中秋之夜咬一口
全是家的温馨和香甜

从此，无论离家多远
月亮永远都是家乡的月亮
静夜里照亮心中每一个角落
梦里念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山中盈月夜
罗瑞花

那个飘着丝丝秋雨有点薄寒的周末， 正是
中秋节，我对娘说，要带领学校文学社成员去山
寨采风，不能回去过节。

当我乘上了去山那边的班车时， 心还在怦
怦直跳，一为对娘撒谎，二为可以见上你了。班
车在群山中各种“之”字路上爬行，两边都是山，
是雄伟、插天的青色，对于游人，这是美景，对于
生活在此间的人，更多的是艰辛。

车行至百牛凼，山体滑坡公路被堵，班车只
得返回。当所有乘客在抱怨声中随车调转时，我
却跳下了车。

“不行啊，姑娘，还有40多里呢。”一个老人
很慈爱地提醒我。

我笑笑，向老人挥挥手，撑开伞走进了雨雾
里。行走在鸟木青山中，松鼠、野兔不时从路边
窜过， 心里的勇敢在一点一点地减少……终于
来到了这个乡的邮局， 我拨通了瓜麓山中学的
电话。你在山那边向着我走来，我在山这边向着
你走去。雨停了，云雾在慢慢地飘散，你雄浑的
声音从对面的山谷传来， 我仿佛听到了天外福
音，欣喜若狂。

在竹席为墙、杉树皮为顶的“餐厅”里，你做
了“中秋大餐”为我接风洗尘。煤油灯忽明忽暗，
两张课桌拼成的餐桌上，一碗干萝卜皮，一碗腌
黄瓜，一钵豆豉汤，一小碟鸡蛋。

“三菜一汤，生活还不错嘛！”我揶揄道，你
苦笑地摆摆手。

有风从竹席缝里吹来， 灯光摇曳了几下熄
了。你忙着找火柴，我突然发现如水的月光绵绵
缠缠地透过缝隙投了进来。

我惊喜地说：“月亮出来了，我们守月去。”
雨早已停了，天上的云儿在迅速地散开，月

亮已挂在了树梢上， 映照着这所山乡中学孤独
模糊的屋影。苍茫的山林青黛沉静，远处传来了
几声狗吠，空气中不时飘过幽幽的桂花清香，沁
人心脾。

披一身月光，我们悠然走着。眼前出现了一
条白白亮亮、 琮琮琤琤的溪流， 你不由吟起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溶溶的水月抚
摸着你的脸，颀长的身形如玉树临风，深沉的声
音磁性多情。满月照着山地，一切朦胧美好。

绕过小溪，来到路上，你突然说：“去对面小
卖店碰碰运气，看能不能买到酒。”

我们使劲敲门都无人回应。你说，这个老头
可能早已醉倒在月下了。

“去别处看看吧。”喝酒的欲念一旦被勾起，
很难平息， 更何况有山有月， 还有可以共饮的
人。

“除了供销社，这里就这一个小店。”你很无
奈。

如霜的月光照着苍茫的群山，玉露生凉，我
们往回走。

煤油灯在红漆斑驳的办公桌上吐着黑烟，
引来不少飞虫，有的撞在灯罩上，有的掉进火焰
里。我盯着你说：“还是想办法调回镇上去吧。”

你熟练地取下灯罩， 在跳动的灯焰上点燃
了一支香烟， 说：“如果我只是来这里伐木、采
矿，那我随时可以回，但我面对的是一群纯善的
孩子，他们需要知识，需要引导。”

“你一个人能改变多少呢？”
“煤油灯微弱吧？可漆黑的夜晚，有了它，也

就有了光亮和喜悦。 我可以做这大山里的一盏
灯，用自己的光焰，照出一小团可信赖的光辉，
启动最初的智慧。”

室内烟雾缭绕， 灯光摇曳， 衬着你清瘦的
脸，还有坚毅的目光。

月光从破旧窗户、从板壁缝中泻入屋内，可
见蟋蟀在楼板上跳动，壁虎在梁柱上爬行。风吹
着松林沙沙作响， 夜鸟惊
飞。 我无眠的眼透过窗户，
在黑黝黝的群山之上，搜寻
到了那轮清亮的圆月。月是
天上的灯， 灯是地上的月。
我知道爱你的最好方式就
是等待，点一盏心灯，共一
轮明月。

那年，
我19岁，喜
欢了大山，
喜 欢 了 大
山 中 那 透
明 莹 澈 的
团栾月，还
有 那 盏 照
亮 灵 明 处
的启明灯。

中
秋
在
吉
庆

母亲的桂花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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