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天光，从窗帘缝隙处溜进
来。

拉开，天已蒙蒙亮，一条大河映
入眼帘。

耳边传来乘务员温暖柔和的声
音：“前方到站昌邑站，下车的乘客
请做好准备。”

那是潍河吧。
“潍河。”我不禁低语出声，思绪

翻滚。
当时也是这样的蒙蒙天光吗？

肯定比车内的光线还要暗沉吧。乌
云压境，只有正东方的云隙射进一
线天光，但足以给在暴风骤雨、枪林
弹雨中穿行的人们带来希望。即使
暴涨的河水冲走摆渡木舟，即使浊
浪滚滚、声震长空，都不怕，因为有
坚定的信心和决心，还有凫水过河
的技能傍身。

水雾弥漫，视线模糊。一夜雷
雨，水汽浓厚是自然的。

“想什么呢？快吃面吧。”扑面
而来的热气将我唤回现实，朋友端

来一碗海底捞。香气扑鼻，唇齿生
津，肚子饿了。

“想起一个人。”
“谁？”
“胶东之子。”
朋友扭头看向窗外，玻璃上的

水汽已经慢慢散去。
“黎明的河边。”我听到他的喃

喃自语。“我们要不要下车，到河边
去站上一站？”他转回头，闪烁着眼
眸定定地看向我。

“好主意。”我放下筷子，“不过
要快，车门要关了。”

“算了。没有暴风骤雨，也没有
枪林弹雨，河水不呼啸，我们也没有
过河的任务。我们又不是峻青。还
是坐车吃面吧。”朋友放下二郎腿，
握起筷子。火车再次启动，速度越
来越快，潍河越来越远，像个墨绿绸
带飘扬在昌潍平原上。

是的，我们不是峻青。即使站
在河边，任凭闭目想象，也想象不出
当时的情景，也难体会当时人的心
境。当峻青再次站在潍河边，我们
相信他看到的河已不是当年的河。
他站在河边久久不语，表情跟当年
的河水一样浑浊不清。

几番寻找，四处打听，还是没能
找到当年掩护他撤退的小小交通
员。周围村庄都没听说这样一位小

鬼英雄，只有几位老人依稀记得：第
二天清晨，激烈的枪声过后，他们在
河边发现一个小八路的尸体，被刺
刀扎得稀烂。他们偷偷将其抬到果
园里，埋在一棵桃树下。时值春天，
一树桃花，落英缤纷，坟前石碑一字
无存，峻青站在树下，泪水长流。

痛惜，不舍……怎能就此离
开？他在果园里住下，他想多陪伴
一会儿，哪怕只有一个日夜。

注定无眠。英雄的灵魂在果
园里飘荡，在昌潍大地上飘荡，在
峻青的心中飘荡。点着油灯，他趴
在小凳子上，写下当年的故事，取
名《黎明的河边》。虽然那个小八
路还是没有名字，但有了姓，叫“小
陈”；虽然他受了伤，但没有死，他
带伤游过河顽强地活了下来。这
是峻青的美好希冀，也是他心灵的
真实写照。

英灵不灭。英灵怎会灭！活下
来的人们不会忘记，后来的人们不
会忘记，历史更不会忘记。

饭饱人困，朋友打了个长长的
哈欠：“还有一个多小时到站，干点
儿什么呢？”

“看个电影吧，时间刚好。”
“什么电影？”
“《黎明的河边》。”
朋友的眼睛亮了。

望月思乡。仰望夜空，看一轮
明月高高挂起，心底情不自禁地荡
起层层涟漪，那是割不断的乡愁。

中秋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
在我国古典诗词中，像“床前明月
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
头思故乡”这种经典诗句有很多，
如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
是故乡明”，张九龄的“海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李清照的“云中谁寄锦书
来？雁字回时，月满西
楼”，张若虚的“不知乘月
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
树”……

感人心者，莫先乎
情。还有一些与明月相关
的古典诗词，其背景是漂
泊他乡、羁旅行役，也总能
打动人心。像卢纶的“三
湘愁鬓逢秋色，万里归心
对月明”，倾吐了行旅远离
故土归心似箭之情；晏殊
的“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
到晓穿朱户”，说出了挥之
不去的离愁别恨；杜牧的

“沧江好烟月，门系钓鱼
船”，写出了对故乡旧年往
事的怀念。这些诗句每每
读来无不令人感慨，回味
无穷。

在我国的诗词大家
中，最擅长写“中秋月”的，
莫过于苏轼。苏轼一生坎
坷，但他才情奔放，诗词、
书法、绘画都有大成。他
在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
任上时，一年中秋之夜，曾
写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明月几时有？把酒
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
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
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
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
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
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这首词以咏月贯穿始终，借景
抒情，纵情放笔，构造出神奇瑰丽

的意境，成为千古名篇。在此之
后，也是一年中秋之夜，苏轼又在
被贬之地黄州写下了《念奴娇·中
秋》：“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
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
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
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

历。我醉拍手狂歌，举杯
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
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
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
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
一声吹断横笛。”这首词以
奇特的构思，描绘了中秋
之夜的壮美景色和月宫仙
境，表达出作者追求自由
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月照五千年。文人墨
客历来把赏月咏月作为重
要的创作主题，诞生了众
多名篇佳作。譬如，李白
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
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
三人”，张若虚的“春江潮
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
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
处春江无月明”，辛弃疾的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
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欧阳修的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
后”，王维的“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林逋的“疏
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
月黄昏”，张先的“沙上并
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
影”，王安石的“春风又绿
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
还”，孟浩然的“野旷天低
树，江清月近人”，李商隐

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
生烟”，张继的“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等等，这些诗句
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千古传诵。

品读中秋诗话，感觉自己如同
穿越了一个个历史时代，与古人对
话，心灵在那绝美的意境中得到净
化，烦躁的思绪在诗情画意的映照
下渐渐归于平静。

品
读
中
秋
诗
话

品
读
中
秋
诗
话

□
岳
立
新

在我国的传统的节日中，中秋节
的隆重仅次于春节。一年中能够让
人们迎来送往、走亲访友的节日也就
是春节和中秋节了。对天地的敬畏，
就是对土地的感恩，感谢仲秋时节粮
蔬的丰收。节前要互相赠送月饼烧
鸡，节日当天要争取全家在一起吃团
圆饭，因为那是一年中月亮最圆、最
亮、最美的一夜。

花朝月夕是良辰美景的代名
词。仲春为花朝，仲秋为月夕，把心
情、愿望、欢庆的场面往唐诗里一放，
一个传统节日的魅力便如音乐般浸
透历史。自唐朝以来，月夕欢聚，宴
饮玩月，宾佐赋咏，所有的灵感都在
这个夜晚鲜活地喷洒到纸片上，所以
历史上的传统节日中，只有中秋节留
下的诗词是最多的。举杯邀月，“天
涯共此时”，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
共婵娟”成为天下人共同的美好祝
愿。

中秋节的风俗，是以一个月亮为
中心的全家总动员的狂欢。各地的
风俗不同，只说胶东农村的中秋，在
饮食上，早晨吃芋头面条，中午吃豆
干饭，晚上吃月饼和闷芋头；在形式
上，晚上要在院子里吃饭，晴空皓月，
小桌放在院子中间，先把月饼放在盘
子里敬天、祭月、拜月，然后全家人再
围着小桌子一边赏月一边吃月饼、吃
烧鸡和芋头。

现在的生活水平，一家人聚会，
餐桌上没有十个八个菜，那不叫过
节，没有螃蟹、大虾、山珍、海味，那不
叫过中秋；但是在我们60后的记忆
里，小时候的中秋节可没有现在这样
的口福。

月饼是中秋节的代表。中国的
传统节日就是这样可爱，各个节日必
有一样象征性的食物做主角。那时

村中家家基本只能买一斤月饼，一斤
1.4元，也不便宜啊，有的家穷得连一
斤也买不起，就自己炒点花生擀碎，
加白糖包成火烧的样子代替月饼。
我家从好几年买不起月饼开始，到与
邻居合买一斤，再到每年买一斤月饼
的“GDP”速度上升；不管买多少，都是
我屁颠着送给爷爷奶奶一半，剩下的
就被母亲藏起来。

中秋节的晚上，小院的丝瓜架
下，月饼先放在小桌上，再加一个小
西瓜、一碗闷芋头，烧鸡一般没有。

记忆里烧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开
始普及起来的，养活个母鸡好下蛋，
养活个公鸡好打鸣，谁舍得杀掉？这
里又想分岔多说几句那西瓜的来
历。那时没有卖西瓜的，西瓜种子是
年年自己留出来的。能吃到的西瓜
有的是种的，大部分是腚尖上的成
果。吃瓜人连种子吃掉，野地里排
泄，西瓜种得以薪火相传、往复循环，
来年发表在先下手为强的人的手
里。所以许多家庭桌子上的西瓜名
叫“狗屎烂瓜”，除了长得个头小，并
不影响口感的爽甜。

父亲坐在小桌旁作揖就表示已
经祭天拜月了，母亲再念念有词：“八
月十五月儿圆，西瓜月饼敬老天，敬
的老天心欢喜，一年四季保平安。”我
立马就学会了，跟着说了一遍又一
遍，弟妹却急得上蹿下跳直嚷嚷，急

着要分享老天爷吃剩的月饼。西边
的老枣树下拴着的毛驴被闷芋头的
香味呛得声音很响地“吐噜噜”打着
喷嚏。

一个月饼切成八瓣，每人先吃一
块，再吃闷芋头；鲜亮滑腻的味道，
把孩子们撑得，肚子像中秋的月
亮。剩下的月饼，最后一般是进了
我那宝贝弟弟的肚里。最后我们坐
在草帘上，边吃西瓜边对那个又大
又圆又透明得像要掉下来的月亮指
指点点讲故事。故事当然是我妈讲

的，主要是讲月亮里有嫦娥、玉兔、
吴刚砍桂花树。这几个人物让我凝
视着月亮努力辨认了好多年，也没
看清吴刚和嫦娥的影子，只隐约感
到有点像，小孩的心怎么能理解“嫦
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呢？

这样的过节方式基本上是上世
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事了。在我更
小的时候，由于我家破草屋塌了，我
们姐弟仨连年重病，我家好几年买不
起一斤月饼，母亲便包糖火烧代替月
饼。元好问说“儿童漫相忆，行路岂
知难”，其实我从小就知道行路难，但
却始终是个乐天派。

九岁那年，我想自己做很多月
饼，给母亲一个惊喜，于是悄悄在村
西的一个大石头上，用黄泥做了十几
个月饼晒着。第二天我去看时，泥月

饼不知被谁全部摔碎了。我沮丧地
捡起碎泥块，用袄襟兜着回家，在院
子里用水重新调和，然后弹弄了一个
个圆饼，用草棍写上“月饼”两个字，
还捏了两只小鸡，晒在自家的院墙
上。母亲问你这是干啥，我说做月饼
八月十五吃，母亲乐得哈哈笑：“好，
好，等八月十五留着都给你吃！”中秋
节这天，我拿着这些泥月饼摆了两
摞，和母亲摆的糖火烧一起祭天，然
后这些泥月饼被我和弟妹拿着当轱
辘车在院子里赶趟滚，最后碰碎在南
墙根下。

初中时，我已经诗人气质十足，
更喜欢卖弄“学问”，中秋节的晚餐，
我会端着一茶缸水在小桌前对着月
亮摇头晃脑吟诵：“这是苏轼的中秋，
明月几时有，把‘水’问青天；这是张
九龄的中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
时……”弟妹翻着白眼珠说“酸稽留
的”。母亲在灶间说着顺口溜“八月
十五月正圆，扒鸡月饼敬老天”，待从
门框顶上那个四方窟窿眼里拔下插
着的笊篱，一斤月饼不知啥时被“馋
猫”偷吃了两个，挨个审问，姐弟仨挤
眉弄眼，自是没有结果，姐弟仨却为
自己的神通捂嘴偷着乐：不论藏多
高，都会被我们的火眼金睛搜出来
……不过过节是个高兴的日子，早晚
是孩子们肚里的美食，母亲自不会深
究。扒鸡月饼敬过天地，就着扒鸡吃
鲜芋头也是一绝。呀，那扒鸡竟然连
骨头也能吃！

如今的中秋，发达的科技把世界
变成地球村，隔着千山万水的孩子不
必承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
苦。千里音容银屏牵，我守着一桌丰
盛的饭菜，在网上和孩子视频——

“隔千里兮共明月”，照样是一个团圆
的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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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中秋的的
月亮月亮
□宋日昌

中秋的月亮又大又亮
仿佛就在我的身旁
蓝色的大海又平又静
像一幅画卷泛着银光
月光下的小船
依偎在母亲温暖的胸膛

中秋的月亮又明又圆
能辨出嫦娥和玉兔的模样
吴刚酿造的桂花酒
飘来一缕清香
天上人间，人间天上
大道通衢，放飞梦想

中秋的月亮又圆又亮
汇聚群星的光芒
把爱洒向大地
将神州的山山水水照亮
难忘今宵的明月啊
为人间带来了吉祥

中秋的月亮让我思念故乡
沙滩 卵石 古树 老房
还有弯弯的小巷和
泊在港湾里的帆樯
啊，中秋的月亮
照在家乡，照在心上

儿时的中秋儿时的中秋
□北芳

致敬秋天致敬秋天
□王坤

我用一把金色的钥匙
打开了秋天的大门
仿佛展开了一幅山水长卷
徐徐向远方延伸

我怀着一颗激动的心情
终于盼来了秋天的降临
花果飘香的季节
氤氲飘逸着芬芳的气息

我摘下一片红叶
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
小巧玲珑晨露浸润
纹理清晰造型别致
经历了风霜雪雨的洗礼
始终不改你红色基因

我站立在茫茫旷野
仰望天高云淡
目送大雁南归
我惊艳秋天的妩媚
欣赏五彩斑斓
感受春华秋实的浓浓氛围

我用一支彩笔
去临摹秋天的五彩缤纷
可我使出浑身解数
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面前
都不及你的一毫一分

我用一个标准的敬礼
来表达我对秋的由衷敬意
秋收秋种秋耕秋忙
秋风秋雨秋色秋韵
秋天正紧锣密鼓上演
的大戏是如此
绚丽辉煌精彩绝伦

望秋望秋（（外一首外一首））

□于云福

秋水的彼岸
把一支熟悉的短笛
吹一曲手拉着手的回忆
诉说今天，思念如雨

风乍起，落叶飘零
我依然，执着的想望
只为你回眸一笑
与我一起
把苦苦的等候
站成风景，不再分离

念秋念秋

都说，秋后的蚂蚱
蹦哒不了几天

你可知道
那每一跳跃，都是一个极致
心中有了方向
眼神，盯紧目标
那蓄势待发的身姿
那竭尽全力的腾空而起

生命短暂，去日无多
起跳的瞬间，就成永恒
奔向崭新的世界
明知，走近毁灭
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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