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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刚过，在往年的时候，就有了那种
“早晨立了秋，晚上凉飕飕”的感觉，但今年的
立秋之后，根本没有那种让人凉爽之意。白
天还是夏日的阳光蒸烤着，晚上那种夏天的
闷热始终没有离开，蝉语还是在黑暗的夜空
徘徊着，不愿离去。

从新闻上得知，今年的夏日是历史上最
热的年份。科学界普遍认为，地球在逐年变
暖，就连冰山上的冰都已经开始融化，使得攀
登者今年的攀登计划因天气变暖而不得不改
变，这些不由得使我回味已去的初秋了。

往年初秋的阳光照到皮肤上，已经不是
夏天那种烫热的感觉。绿叶在雨后的阳光
下泛着不太刺眼的光芒，就像阳光经过雨润
之后，有种淡淡的温柔。没有风儿吹过的绿
叶，静静地等待着什么，在阳光下静默。我
想，这时候的叶子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正在
进行着光合作用。一只蝴蝶悄悄飞来，落在
静立的绿叶上，绿叶轻轻地摇晃了一下，蝴
蝶的翅膀也跟着轻轻地摇晃，随着摇动的绿
叶形成了一个整体，就像蝴蝶是绿叶上开出
的多彩花朵。

河边的翠柳，此时再碧绿不过了，浓绿
的一掐就会流出水似的。河里的倒影与垂
下的柳丝就要亲吻，鱼儿时不时跑过来咬一

口柳丝，逗惹得碧水波光荡漾起来，这时候
看着水面，就像柳枝在微风中摇动，鱼儿在
柳丝间穿行。一对飞燕，不失时机地飞来，
低鸣在柳丝之间，给翠绿的画面增添了一笔
听觉上的画意。

初秋的天空，蓝得让人心醉。云朵，就像
棉絮一样在天空飘舞，时而似狂奔的羊群，时
而似欢闹的牛犊，时而似海浪汹涌，时而似西
天取经的师徒漫步，让人们思绪万千，让人们
惊讶云朵的神奇，更为惊奇的是晴朗的天空，
正是阳光普照大地，一阵风儿吹来，天空就像
易变的娃娃脸，刹那间黑云密布，倾盆大雨让
人们躲闪不及，就像一只不会游泳的鸡掉进
水中一样，那种狼狈不堪，任何经历过雨沐之
后的人都能想象得到了。

蝉声，在这初秋的时候，声音不是那么急
促了，那里边带着淡淡的、失去自己夏天阵地
忧伤的味道。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藏在树叶
间，躲在树枝上，有那种将要逃离现实的状
态，在那些地方发出夏天最后的嘶鸣。

菜园子里已经挂果的蔬菜果实累累。红
艳艳的辣椒、紫色的茄子、翠绿的黄瓜，还有
那一嘟噜一嘟噜红得惹眼的西红柿，这些让
人口水在嘴里打转的颜色和味道，逗得人们
的脚步不由得迈向它们，迫不及待地伸手摘

下一个，放在嘴里咬上一口，那脆生生的声
音，醉人的味道，马上就会像电流一样从味觉
传达到大脑之中，让人们不由得想起孙悟空
吃仙果的情形。特别是那些丝瓜，爬在高高
的瓜架上，轻轻地摇晃着身姿，像一条翠绿的
丝带，在瓜架上徘徊、摇晃，使得过往的人露
出赞赏的目光。

沿着山坡而行，核桃树就在你不注意的
时候迎面而来。站在远处，看见碧绿的叶子
在微风中轻轻跳跃着，就像看见熟人挥手打
招呼；走近会看到碧绿的叶片间隐藏着一个
个喜人的果实，若隐若现，人们不注意，就会
与那椭圆的或者圆形的核桃碰面。这些再过
不到半个月的果实，就会瓜熟蒂落，主人不收
获，它们也会自动张开嘴巴，吐出丰满的核
桃，悄悄落下与你亲吻。如果这时候走在树
下，就有可能在你头上坠落，使你为其热情而
感到惊奇。

站在核桃树旁边不远处的柿子树，也和
核桃树一样碧绿，柿子也隐藏在绿叶之间，到
成熟的时候，那才是这里的一道风景。碧绿
的叶子，会变得似火一样热情，隐藏在叶子里
的柿子，像红艳艳的灯笼一样挂满枝梢，就像
在夜晚给远行的人指引着回家的路。

山坡上的野枣是一种药材，在这个季节

里，人们已经开始采摘。因为野枣树都不高，
在采摘时就会用一根木棍轻轻敲打野枣树，
那些青的、泛白的和那些已经红了的枣儿就
会纷纷坠落到地上，人们捡起装在随身带的
口袋里，等到下山后，就会被那些等待在路旁
收购的人收走，采摘的人数着劳动而获的所
得，暗暗地盘算着，给孩子们购买什么，或者
为自己添一件什么样式的衣服。

金色的夕阳从西山上斜照而来，碧绿的
群山，镀上了一层金色，那些没被夕阳照到的
地方，更显得深沉。一只一只苍鹭从山林间

“咕咕”的叫声中翩翩而来，在初秋的斜阳里
别有一番靓姿。

初秋的夕阳，慢慢走进暮晖之中，微风吹
来，虽然夏热未去，但秋天的韵味已悄悄走
来，那种“凉飕飕”的滋味已开始了它的蔓
延。我相信在不远的前方，定会是一道美丽
的秋日风景在等待着我们欣赏。

初初 秋秋
李翰儒李翰儒

离开三尺讲台近二十年了，每逢教师节、
春节等节日，依然有很多学生打电话、发信
息：“老师，祝您节日快乐！”无论是有声的语
音，还是有温度的文字，总是让我觉得无比亲
切、感动，心情顿时大好。

行走小县城，于熙熙人流中，于工作有交
集的地方，在会场、电梯，甚至菜市场、公交车
上，冷不丁地有人喊一声老师，眼前的人，或
男或女，满脸是笑，开心得像是突然见到多年
未见的亲人一样。有我认识的，亦有似曾相
识却不知姓甚名谁的，更有一些根本没有丝
毫印象的。我知道，这肯定是我过去教过的
那些学生中的一个。认识的，互相谈一些家
庭、工作情况；一时想不起名字的，面对我的
尴尬，对方倒是毫不在意，除了及时报上姓

名，还不断提醒，直到我的记忆复苏，想起当
年校园里的某个片段。有时，站在街头、楼
道，聊起往昔、现在、未来，打开的话匣一时半
会儿关不上。临别，还意犹未尽，免不了留电
话、加微信，回到各自家后，继续在手机上写
字交流。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古人尊师重
教的传承。在我家乡，教师这个职业颇受尊
崇，从孩子早期家庭萌教就开始了。我师范
毕业后从教，“传道、授业、解惑”是我赖以生
存的职业，在塑造孩子们灵魂的同时，也净化
着自己的灵魂，与学生们一起成长。能一直
得到学生们的敬重，这是任何名利都换不来
的。我刚开始教书，就在初级中学带毕业班，
有的学生与我年龄相当。任教期间，我与学

生的关系，亦师亦友。讲台上十几个春秋，带
过多少个学生，已无法统计。虽不敢狂妄自
大地认为桃李满天下，但所教过的学生遍布
全国各地，在各行各业中成为人中翘楚的，不
乏其人。这些学生给我带来的优越感，经常
让别人羡慕。

多年前，尚在挤坐敞篷班车出行的年代，
我函授本科去西安上课时，就享受到在省城
出行时学生车接车送的福利。在家乡，无论
是私事还是遇到困难，一个电话、一条留言，
学生总能第一时间帮我排忧解难。事隔多
年，很多学生都已人到中年，但他们对我的信
任一如昔日，夜深人静之时，有学生打来电话
与我分享个人职位升迁、商场上成功的喜悦，
亦有学生向我诉说人生旅途中的各种坎坷，

还有学生在工作、生活中遇到难题，向我求
助。一声声“老师”，喊得我舒心惬意，此中幸
福，难以言表。

在当下，很多参加高考的学子，报考志愿
时对师范类院校避而远之，甚至是迫于无奈
的最后赌注。身边也有教师想方设法地花重
金、托关系改行，甚至已被重任为学校管理者
的个别教师，也宁愿放弃高职称、高工资，以
换个体面的“称谓”而决然离开讲台。忆当
年，我改行的原因复杂，有很多人为因素，至
今无法释怀。假若现在还能选择，我很想重
回校园，然而这已是不现实的奢想。这些年，
随着工作单位的变迁，他人对我的称谓也在
不断改变，诸如“书记”“主任”之称谓，分不出
职位高低、分量轻重，而之于我，只是我与他
人区别的代号，都是临时的、短暂的，像称呼
陌生人“同志”“先生”一样平淡，终将遗忘。

人生在世，每个人的称谓何其多，一声热
情、真挚的老师，饱含感恩与责任，让我受用
一生。也时刻提醒我：即便现在不能再以“学
高为师”，但力争做到永远“身正”为范。只有
这样，才无愧于这一声声亲切的“老师”。

一 声 老 师 好 亲 切
胡广林

我喜欢吃月饼，从记事的时候，月饼就像
一枚印章，深深地拓印在心灵的一角。

中秋月圆，夜沉星稀。父亲在土院里铺
一张芦苇席，我们盘腿而坐，仰望着星空，说
是看月亮，其实心里想的是月饼，咕涌咕涌地
咽着口水。

约半个时辰，母亲端着一个瓷老碗，盛满
刚出锅的月饼放在席子中间，月光下还冒着
缕缕热气。我们兄弟姊妹右手捏着月饼沿
子，左手五指并拢接在下巴，三两口一个月饼
就进了肚子，吃完把左手的饼渣往嘴上一扣，
鼻尖全是香喷喷的饼渣。

做月饼的原料很简单，用黑面粉拌些

红糖，捏成一个小圆饼，再用白面粉和些猪
油，用擀杖擀成馄饨皮一样薄厚，包裹三四
层，压扁放入锅内，用木炭烤烙十几分钟，
就成了月饼。

那时的月饼特别好吃。几十年了，也忘
不了那种香、酥、甜的味道，更忘不了中秋圆
月夜团聚时那浓浓的亲情。而现在几百元
的商品月饼，永远吃不出儿时的感觉。物质
生活丰富了，吃啥都不稀罕。每年月饼能放
一个多月，却不想去吃一块。现在，对于月
饼的排斥，有很多客观原因，总感觉里面添
加的成分太多。只要是商品月饼，不论档次
高低，每个盒子里都有一包“防腐剂”。至于

原料，基本上大同小异，远远没有小时候的
月饼绿色、环保、健康。牌子、工艺和包装更
是决定了其价值。当然，怀念儿时的月饼更
多的是对母亲的怀念。

端午节、中秋节、过大年，小时候整天扳
着指头数日子，想着过节能美美吃一顿好饭，
那种简单朴素的期盼，就像农夫等待着金秋
有个好收成一样。孩子不知道父母的艰难，
在蹦跳着大喊大叫什么节日快来的时候，却
忽略了母亲脸上的忧愁。

记得母亲常说：“过啥节都没有平常好，
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比啥都强！”这是缺衣少
食年代母亲无奈的叹息。当到了知天命的年

纪，面对儿女婚嫁、工作，盘算着一家柴米油
盐酱醋茶以及还有多少需要谢恩的贵人，才
深刻体会到母亲当时的心境。

十八年前，是母亲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节。
那天，我带了些月饼和水果回家，可母亲却躺
在了病床上。看着儿女围坐在一起，她心情愈
发的好。她说她不爱吃零食，要我们把月饼分
地吃了。那一刻，我嚼着从超市里买的月饼，
怎么也吃不出母亲自制月饼的味道。

多少年过去了，我还是会回忆起儿时的
情景，穿的衣服不带化纤，身上没有金属和
塑料，吃的粗茶淡饭，清汤寡水的碗里能照
出黝黑的笑脸，风雨中总是能感受到母亲的
百般温暖。

人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地赓续，传统的
东西就是一根接力棒，由你的手交给我，由我
再交给他。如今，无论什么节日，我总是希望
家人都健健康康，能团聚到一起，做一顿家常
便饭，让亲情的开心笑脸作为节日礼物，送给
自己的亲人。

儿 时 的 月 饼儿 时 的 月 饼
张 宏

秋雨，缠缠绵绵，飘
飘洒洒，扯天扯地。

栓牢身上潮潮的，
湿湿的。唉，这鬼天！
真烦人。人是旱虫！旱
虫！叹息、埋怨，重重地
砸在地面。

为儿子在县城买
房，马不停蹄，火急火
燎，到处借钱。以前不
知借钱的滋味，现在全
懂了。有欣喜、感动，也
有失望、无奈。

儿子二婚。
南方打工，儿子一

去两年，钱没寄一分，反
而伸手向家里要。一
问，说正花钱呢。再问，
说谈了个媳妇，江苏女
子，同岁，一个厂上班。
栓牢心里美美的，梨花
喜滋滋的，两口子连做
梦都舒心地笑。

真能行，叫人省心！
闲了，两人说来说去。

日子在栓牢梨花的
喜悦中静静地滑过。儿
子要回家。回来就回
来。一进门，儿媳高高
隆起的肚子，让栓牢梨
花的目光小心翼翼地闪
了一下。瓜子脸，大眼
睛，儿媳一说话，咿咿呀
呀。于是，每天家里莺
歌燕舞，鸟语花香。

不久，儿媳生了，喜得合不拢嘴的栓牢升级成爷
爷！待满月，喜气洋洋、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村人
羡慕地说个不停，话题全是婚事，比天还大的婚事。

生活，有时真像个魔镜。一年后，儿子儿媳说说
笑笑、平平静静离了。栓牢梨花日思夜想，也理不出
头绪。儿子举了一堆又一堆理由，在他们看来，全是
胡说八道。

不是个东西！栓牢骂。儿子嬉皮笑脸地敷衍，
风一样跑了。

年纪轻轻，怎能没个完整的家？
亲戚朋友很热心，介绍了一个，差一点快成了，

对方郑重地抛出“杀手锏”：一套单元房、一辆小轿
车。时髦诙谐的叫法是“一动不动”！

起初，栓牢不愿意，谁有那么多钱？！他一辈子
的心血全盖了房，白瓷片如雪，红瓷片像霞，比单元
房还要美十倍、百倍！可对方说，谁家盖得不好呢？
只一句，栓牢哑口无言了。慢慢地，栓牢想通了。想
通了的栓牢认为，要房要车，与时俱进，天经地义！

这回，和儿子坠入爱河的是邻村女子。当然，也
是二婚，与儿子在微信上认识的，爱得轰轰烈烈、惊
天动地。来过几次，栓牢梨花也满意：长得像城市
人，说起话来，字字句句，闪闪发光，百灵鸟一样。谈
婚论嫁时，还是要房要车。

没办法，栓牢踏上了漫漫的借钱路……
该借的都借了，有的甚至借了两遍，亲戚或同

学。今天去借的，是认识不到一年的朋友，曾拍过胸
脯信誓旦旦。本来，梨花不让栓牢去，那人嘴会说，
不实在。栓牢不信，想试试。梨花头一低，沉默了，
实在没办法呀。

雨中的小路，和栓牢开起了玩笑，捉起了迷藏。
栓牢一步一步挪着，秋草一样苍白，柔弱。

还是这条田间小路，路两旁，还是绿色的玉米海洋。
往事，排山倒海，汹涌而来。
多年前，正当青葱，一天，拔完玉米地里的草，

心情一爽，栓牢边往出钻边吼：“妹妹你大胆地往
前走……”

歌声，像青春如火张张扬扬的玉米林，更像天空
中白花花的阳光，泼泼洒洒，前呼后拥。

突然，歌声戛然而止。迎面一个姑娘，袅袅娜娜
走来，人面桃花，笑语盈盈。

咋不唱了？！唱呀——那个“呀”字波波折折，如
一根七彩的丝线，轻轻柔柔地飘过来。

唱就唱！除了穷，他什么都有。栓牢蘸满情感，
让快乐涨潮。那是二十三岁的栓牢最壮美、最浑厚、
最富有磁性的歌声。

也唱一首。听吗？
这下该他吃惊了，咋不听？！

“鸳鸯双栖蝶双飞……”曼妙的歌声，婉转摇曳，
与阳光嬉戏，在玉米梢头蹦跳。歌声中，他似乎在
飞，在飘……

“我叫梨花，你呢？”唱完，女子大大方方说。
……
秋雨，依旧淅淅沥沥。
无数株玉米，挺拔修长，正忧郁地注视着栓牢。

走在凄清的小
路上，他想喊，
却再也喊不出。

只 有 寂
寞，无边无际
的寂寞，淙淙
地流着……

歌歌

声声

秦

悦

（总第2364期）

刊头摄影 赵有良

商
洛
山

商
洛
山

浩瀚碧空中秋夜，天上仙籁寥无声；

独怜乾坤谱新曲，五洲震荡九州新；

星光璀璨银河静，妖蟆休在蟾宫生；

神舟飞天探星月，且信银河彻底清。

中秋赋中秋赋
谭道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