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让回家的
人有方向。哦，离开太久的故乡，和老
去的爹娘。”

你听李健的《月光》，再纷繁的世
界都会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像一双温
柔的大手，把你皱褶的心一下子抚平
了。停下了漂泊的脚步，放下了所有
的功名物欲，身和心都回到了那遥远
的故乡，月光如水一般地泻下，笼罩在
温柔的光辉里。

手风琴悠长地低鸣，歌声慢慢地流
淌，他纯净清澈的音线一丝一缕地入了
心，我仿佛在梦里被轻轻地托起，随着
他的歌飘动。

秋天来了，风一阵一阵地凉，树叶慢
慢地变老，群山换上了彩妆。乡村每年到
秋天都要砍山柴，以备过冬。每天一早，
母亲就出发了，带着砍刀、绳子和扁担。

大山上的野柿子红了一片，像四处
张挂着的小灯笼。芽枣也是，远看像是
满树的星星在闪动。最诱人的是野栗
子，毛嘟嘟的，张着小嘴，里面露出绛紫
色的肉。母亲砍完山柴，总要折一些缀
满栗子的枝子带回来。

一到家，她放下柴担，顾不得一天的
劳累，握起一把长长的剪刀，把一朵一朵

的 野 栗 剪
下，然后用
一 只 脚 踩
着，一只手
用剪刀剥。
一插，一转，
一挑，一颗
一颗的野山
栗 圆 润 饱
满，黄的、白

的、黑的、红的，像玛瑙一般，统统装进了
一只大白瓷碗。

她的手被栗刺扎了，她轻轻唉了一
声，红的血一下子就涌出来，像一颗颗红
珍珠挂在手指上。她裹上一层蓝布条，
接着挑野栗。

月亮从东边的山上升起来了，开始
时又大、又圆、又黄，像一个车轮，镶嵌在

山顶，似乎要滚下山。它慢慢地升高，由
大变小，由黄变白，成了一张亮亮的银盘，
挂在幽蓝的天空，照得院子里白亮亮。

母亲仍蹲在地上在挑，月光映在她
蓝黑色的衣上，像是月光下的剪影。夜
风轻轻吹动她的短发，有时遮住了脸。
她一直挑了三大碗，堆得碗里尖尖的。

她长长地伸了一下腰，重重地打了
一下哈欠，然后就上了灶台。我和姐姐
帮她在下边添柴，火通红通红的。“哗
啦、哗啦、哗啦”，她用力地翻动着锅铲，
像一首深秋的歌在月光下响起。

炒好的野栗都张开了小嘴，香香的
热气从里面突突地冒出来。母亲用一
个竹碗盛着给我和姐姐。拿一个含在
嘴里，一下子就化了，粉粉面面、香香甜
甜，顺着舌尖一直传到喉咙，舌头轻转，
那一股甜香气又钻进牙齿缝里。轻轻
地呼吸，它想漏到外边，我们赶紧用手
轻轻地捂着，让它再回到嘴里。

月亮还在天上，比先前更加的明

亮。母亲让我端着盛满栗子的碗，给村
里的小伙伴们分一些。栗子的香味从
下锅的那一刻就飘满了村子，小伙伴们
早在院子门外。

一晃30多年，母亲老了，老得走不
动路了，再也上不了山采不了栗了。好
在儿时的那一片月光还在，还年轻，一
直照在心里，照在梦里。

“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是什么
离去，让我们悲伤；是什么付出，让我们
坦荡；是什么结束，让我们成长？”

李健的《月光》仍在眼前流淌，月光
照着我，我的心仍在故乡盘桓。

那一年冬天，我大约九岁，我跟着
父亲去十多里外的一个小镇上卖鸭蛋。

凌晨4点多我们就起来了，推开门，
冷风扑面，一轮下弦月如镰、如钩，斜挂
在西边的天空。去镇子要翻过高高的云
台山，父亲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清冷
的月光照在我们身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走在弯弯的山路上，高大的树遮住
了月光，一下子阴暗下来。父亲担心我
害怕，让我走在前面。风呼呼地吹着，
传来呜呜的松涛声。走在前面，我也害
怕，父亲让我和他并齐走。他左手牵着
我的手，右臂挎着竹篮，里面有100多
个鸭蛋。

走到前石塘那里，他突然被一根树

桩绊住，整个人向右边倒去，压在了篮
子上，鸭蛋全碎了，他的身上全是蛋
黄。他气得破口大骂，不知哪来的力
气，把那根很深的树根拔了起来，扔得
很远。然后，他好长时间站在那里，急
得真咂嘴，骂山、骂路、骂自己。

风停了，月亮安静地挂在天上，透
过树枝洒进清凉的光，在微弱的光里，
我看到父亲流下的泪在月光下闪动。

这一篮子蛋，积攒了几个月。这一
篮子蛋，除了买油盐酱醋，还要给我交
学费。但所有的打算破碎了，在这样一
个斜月如钩、寒风凛冽的凌晨。

父亲慢慢地蹲了下来，把那些碎了
的鸭蛋一一捡起来，有的里面还残留着
半壳的蛋清或是蛋黄。他把它们倒进
一个完好的塑料袋里，仔细地翻捡，没
遗漏一个。

他把100个破碎的蛋壳都理了一
遍，一头的汗。我问他这些能做什么，
他说哪怕卖一分钱，也是钱啊。

他的膝盖跌破了，走路有些跛，但
他的心情似乎好了不少。我们继续赶
路，那一弯月亮仍清冷地挂在天上，静
静地看着我们，跟着我们，不离不弃。

许多年来，那一弯月亮照在我的梦
里，浸在血液里。儿时的月亮照样升起，
父亲却永久地离开，他那里可曾有月光？

“月亮高高挂在蓝天上，为回家的
路照着亮。哦，离开太久的故乡，快快
回去见爹娘。”

我好久没有回家了，坐在安静的
夜，听着李健的这一首《月光》，想念着
那个遥远的小山村。

月亮如当年一样地升起来，挂在窗
前，照在书桌前，映着我的两行清泪。

□熊代厚

月光

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
铜陵市江滨学校度过的。
江滨学校地处城郊结合部，
紧邻当时的铜陵发电厂和
铜港公社新民大队。那是
一所小学和初中一体的学
校，1973年春季我开始在
这儿读初中。当时教我们
语文课的是北京大学中文

系毕业的浦引仲老师；教我们数学课的
是上海下放知青、出生于教师世家的王
承锋老师，她还是我们的班主任；教我
们物理课的是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的
何宝志老师。初中三年我与这三位老
师结下了极为珍贵的师生情谊，这种情
谊保持了几十年。

我家离学校比较近，母亲总是希
望我放学之后或晚饭之后到老师家串
门，母亲认定那是“长知识”的途径。
浦引仲老师是一个标准的读书人，他
擅长散文和格律诗词的写作，他的散
文文字优美、感情流畅、一气呵成。几
十年来我在工作之余始终迷恋散文写
作，估计与读初中时受浦老师影响有
关。浦老师的格律诗词做得很好，我
至今还记得他下放在阜阳插花军垦农
场劳动时写的一首《七律·秋夜怀人》
中的诗句：“燕园浪迹应犹在，白塔黄
花仍旧开。笑谈昆明常击水，慷慨鱼
宴频举杯。插花茅屋灯如豆，秋雨秋
风梦君来。”浦老师平时跟我谈的最多
的、也令我特别向往的就是他在大学
的读书生活。我是1967年开始上小学
的，我的读书年代正是“文革”时期，是
知识贬值、读书无用的年头。在聊天
时，浦老师总是感叹：多读点书总不是
坏事啊！他希望我们将来一定争取读
大学。那时候我除了在小说《青春之
歌》中看到过余永泽、林道静、江华的
大学生活片段之外，大学对我来说还
是完全陌生的世界。也就是浦老师的
这些话，激发了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
了对大学生活的向往。这恐怕是我后
来能努力考大学的最早动因。

王承锋老师是上海下放到安徽的
知青，她美丽端庄且富有爱心，举手投
足之间自然流露出都市知识女性的干
练和洒脱。王老师用夹杂着上海方言
的普通话讲课，吴侬细语、柔软温和，
同学们容易接受。方言有时也有烦
恼，例如“业”和“孽”的读音，她总是分
得不太清楚，我们的作业，常被她上海
方言说成“作孽”。每每遇到这种情
况，我们笑，她也笑。也许是受她父母
影响，王老师教风严谨、对“教材教法”
把握得特别好，在课堂上循循善诱，教

科书上枯燥的数字经过她的演绎，总
是那么有滋有味、易懂易记。她是我
们的班主任，平时经常找我们聊天，征
求我们对她教学工作的意见。现在回
想起来，王老师是我遇到的最懂得学生
心理的老师，她对学生人格的尊重、学
习的关心和缺点的宽容及矫正总是体
现在日常教学之中。记得有一次我们
徒步去距离学校五公里以外的笠帽山
烈士塔扫墓，在途中有一位愣头青骑着
自行车在我们同学队伍中穿梭显摆，看
到这种情况，王老师不顾个人安危冲上
去抓住自行车把手怒吼:“你不可以这
么横冲直撞！伤了我的学生怎么办？！”
看到老师与愣头青发生争执，怕老师被
欺负，我们所有的同学都围上去保卫老
师。愣头青看到我们几十名同学毫不
示弱的眼神，只好作罢。在扫墓回来的
路上，我问王老师:“您怕吗？”王老师
说：“我才不怕他呢。他那么鲁莽，我就
担心他撞伤了你们。”

何宝志老师是个时间观念极强的
人，他养成了每天坚持阅读的生活习
惯。他经常提醒我：“你完成功课以
后，最好每天能挤出三个小时阅读课
外书籍，长期坚持，肯定有好处。”每次
到何老师的宿舍，他总是问我：“功课
有什么问题吗？”接下来他还会说，“咱
们先解决问题后聊天。聊天可长可
短，重要的是把学习上的问题先解决
掉。”课余时间，他常带着我们对照中
学课本，做一些简单的物理实验。那
时候，我们遇到的难题或无法理解的
现象，何老师都能从科学的角度加以
解释。例如物理课讲水是不良导体，
它是不导电的。那为什么不能用水来
扑灭电路引起的火灾？他说：“那是因
为水中含有导电的物质。”何老师对所
有问题的解释都能做到简单、明了、准
确，培育了我们从小崇尚科学的精
神。印象中，何老师特别看重有创造
性思维的学生，他谈论最多的也是科
学史上的逸闻趣事。“文革”结束后，在
落实知识分子“专业对口”政策的大潮
中，他“对口”到大型国有企业工作，上
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是铜陵第一批
到北欧考察学习的工程技术人员。

2016年我们自发组织了初中毕业
40周年纪念活动，三位老师也应邀参加
了。在活动现场，有同学感慨道：当年
在那所偏远的学校，是你们用“北京的
风”、“上海的雨”和“胶东半岛的浪漫”，
铸就了我们的信念、梦想和情怀。是
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老师的行为品
质给我人生轨迹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有
些已经化作我生命的一部分。

□金 忠

三位老师一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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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不感念旧时光，旧时光是
人生的过往。是人，一不经心就会沉
浸在对过往时光的怀念里。具象地
说，旧时光就是一盏茶，一杯酒，一柱
香，一缕烟……

闲下来的时候，总会毫无缘由地
想一个人，在一盏茶的时光里，有轻轻
淡淡、或远或近的记忆，和着茶香，在
过往的空间和现实的空间里飘过，或
许，有点落寞，有点茫然，有些怅惘。
恍恍惚惚的记忆，像一根变幻的飘带，
飘在脑海里，飘在忽隐忽现的情感纵
深处。

茶叶在杯子里沉浮起落，茶香一
点一滴地淡去。记忆的闸阀一旦打
开，是不容易往拢里收，立刻叫停的。
沉睡在记忆中的岁月一分一寸鲜活起
来，成为值得慢慢回味的心灵故事，在
老去的年华里，它是你前世和现世的
因果，让你感慨，让你唏嘘，让你或凝
咽或欢喜，让你沉醉而沉溺。

这些被风霜雪雨泡出来的故事，
涌现在记忆里的旧时光，或悲或喜，或
苦或甜，或酸或涩，适合一个人静静
地、细细地回味。

有人说，旧时光是个美人，它让你
有醒、有梦、有惊、有叹，也足以让你辗
转反侧。它有时候像黑夜的灯光，一
盏一盏地熄了，却在你的心里透亮
着。是的，旧时光更像一个画中美人，
古意盎然，蛾眉螓首，却常常显得模糊
而遥远。但它总是这样模糊而遥远地
铭刻在一个人的心里，就像那个梦中
的美人忽远忽近的一串笑声，美好，温
软，清灵，动听。

也有人说，旧时光是暖暖的，就像
是有情人的臂弯，让另一个人在睡梦

中含笑呓语，脸庞泛起含羞的红晕。
旧时光最适宜在夜晚咀嚼。入夜

的氛围里，一个人站在窗前，看群楼灯
火闪烁，想每一盏温馨的灯光下，都有
属于那方天地的柴米油盐，酸甜苦辣，
喜怒哀乐……便有一波一波的旧时光
如期而至，汹涌着，荡开尘封的记忆。

有月亮的夜晚，月色是对旧时光
的一份皈依，一种渲染，旧时光的柔和
美好缠绕在银色的月光里蜂拥而来，
抬头低头之间，旧时光的影子都会茶
水一般直入肺腑。

沉溺在旧时光里，少不了对食物
的怀念，那些粗粮细作的食物，永远以
不一样的味道，不一样的姿态，伸展在
生命的章节里，它有着与手中的茶水
截然不同的意味，它是生命中永远的
结，挥之不开，抹之不去。

生活中，有很多让人愉悦的东西，
碎片般散落在生命的角落里，一如一
盏旧时光，这种生命中不一样的遇见，
与世态无关，与房子无关，与灯光无
关，只与心境有关。

“一盏，一杯，一壶，一佛珠，取一
壶旧时光慢慢煮。”这种化境，是怎样
的一种尘世超脱，是怎样地从尘世的
苦难困厄中彻悟出来的人生际遇？烹
煮一盏旧时光，不慌，不忙，不急，不
躁，不畏，不惧，身边如光阴潺潺流过
的，惟有岁月静好，万物咸宜。

从一盏旧时光里走出来，我们有
了内在的从容，安然，自若。那些有缘
闯进我们生活的，都会成为生命中至
美的风景，我们泰然而坦然地接纳着
这尘世的惊喜，开成晚来的、芳香犹在
的花，默然坐落在可以预知的、不长不
短的岁月里。

□程应峰

一盏旧时光

秋瀑秋瀑 吕达余吕达余 摄摄

“大杂烩”是安徽省一道知名的家
常菜，食材主要是肉片、蹄筋、鸡翅、炸
圆子、蒸蛋饺、冬菇、笋尖，乃至山珍海
味、豆腐、白菜，城乡、贫富所用食材和
调料虽各有不同，但基本烹制方法都
是一锅烩，因此雅称“乱炖”。

1998年春节前，我和老伴第一次
到美国波士顿儿子家小住，自然是中
国人、中国心、中国胃，每到周末，都要
到中国城食品超市买些猪肉、香肠、豆
腐、粉条、萝卜、青菜、豆腐乳、辣椒酱、
香菇、木耳之类，顺带取几份摆放在超
市门口的免费赠送的中文报刊，回家做
几样“妈妈的味道”，饭后看看异国他乡
的新闻报道和遗闻轶事。一次，在《世
界周刊》读到一篇清末重臣李鸿章应邀
访美的旧闻，才得知上个世纪风靡全美
的中餐馆名菜”大杂烩”的由来，竟和中
堂大人李鸿章访美息息相关。

“大杂烩”在美国的得名，有两种
说法。其一: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集军事、外交、经济大权于一身的
中堂大人李鸿章应邀出访美国，受到
美国政府的高规格礼遇和新闻媒体的
广泛关注。其时，自1882年美国国会
公然通过《禁止华人入境法案》之后，
排华浊浪席卷全美各地，歧视、虐待乃
至迫害华人的事件有增无减。对此李
鸿章本人也不得不表示“义愤”，在访
美结束后，有意避开排华暴行甚嚣尘
上的美国西部地区，取消加利福尼亚
州的旧金山行程，改道从加拿大的太
平洋沿岸海港温哥华乘船回国。这件
事引起一些美国记者的注意，直接跟
随李鸿章密集采访，李鸿章心知肚明
此行关乎国家尊严和自己颜面，于是
声色俱厉地表示:“中国移民在加州等
地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
利，还拒绝保障他们的权利。”“因此，
我不喜欢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
的地方。”“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
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真是不
可思议，面对美国政府公开排华这种
有损我国国格和民族尊严的严重事

件，目睹我国骨肉同胞面临生死屈辱
的危急关头，作为代表国家出访的钦
差大臣李鸿章竟然不敢直面对美国政
府提出强烈抗议，或委派随同官员对
美国政府提出严重交涉，却绕着弯子
对美国记者说些隔靴搔痒的官话，无
异于掩人耳目、临阵脱逃。直到李鸿
章一行和美国陪同官员以及跟踪的美
国记者乘坐的火车到了纽约终点站，
天色已晚，李鸿章在中餐馆设晚宴告
别。酒过三巡，佳肴上尽，老板正在为
难之际，李鸿章看出端倪，从从容容命
随从唤来老板耳语一番。不一会，情
急之下大厨用山珍海味边角料和剩余
的蹄筋、肉块、炸肉圆等熟食，加了些
香菇、木耳、笋片，再用高汤烩了一大
盆五颜六色的菜端上宴席，色香味俱
全，都说好吃。众客忙问:“这是中国
什么名菜?”李鸿章是合肥人，合肥人
历来喜爱“杂碎汤”，“杂碎”和“杂烩”
在合肥方言里发音相近，于是中堂大
人连眼皮都不眨一下，脱口而出:“大
杂烩”，又形象，又响亮。从此，这一菜
名成了中餐馆风靡美国的名菜，食材
花样翻新，烹制方法大致相同。其二:
长话短说。李鸿章访美在纽约一家中
餐馆赴宴，店家吩咐大厨精心烹制他
爱吃的“杂碎汤”，陪同的美国官员觉
得新奇而且好吃，忙问：“这是什么名
菜?”李中堂答曰:“大杂烩。”“大杂烩”
之名因缘际会，风靡全美。

李鸿章的功过是非，清史专家
们当自有公论。李鸿章是安徽历
史文化名人，从“大杂烩”这一家常
菜可以看到，名人效应无处不在。
中国饮食文化源
远流长，中餐馆
已在世界各国落
地生根，开花结
果。我们有文化
自信，让中华美
食发扬光大，绽
放异彩，造福世界
各国人民。

□周大钧

“大杂烩”旧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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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对
于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有什么样的家
风家教，家庭成员往往就会有什么样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正因如此，
我们民族自古就很重视家风家教，正所
谓“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

父亲是70年代非常普通、非常平
凡的一位矿工，但他身上却折射出那
代有色人的共同品质和特点：诚信朴
实、吃苦耐劳。“为了埋葬帝修反，用血
换铜也心甘”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
每每谈起刚到矿上的日子，父亲依然
显得格外激动，“一听到炮响，浓烟还
呛得人眼睛无法睁开，我和工友们就
立刻冲进去抢矿石。刚炸完的矿石烫
手，井下一片漆黑，只凭安全帽上矿井
灯的微弱亮光照着。”说着，他有些哽
咽，“那时候，井下工人们真是太苦
了！生产工艺极其简陋，井下的一切
程序全都依靠手工操作，干了10个小
时后升井，双手磨得全是血泡，饭都没
力气吃。”尽管如此，却未听到他抱怨
苦与累，反而总是充满干劲。年少的
我莽撞懵懂，但“甘于奉献，诚实勤俭”
的家风在我心里埋下了深深的种子。

这种无形力量，在日常生活中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心灵，塑造着我
的人格，是一种无言的教育。如今，我
已为人父，“诚实奉献勤俭”是我教育
孩子的信条。记得小学五年级那年，

去学校接女儿放学，出来后说要买东
西吃，我便给了她十元钱让她自己去
买，她还是买了自己最喜欢的炸鸡腿，
老板把东西打包好和几张零钱一起递
给了她。但是，她并没有转身离开，而
是又递了几张钱给老板。这时我明白
了，原来是老板多找了几块钱给女儿，
我很感动地摸着她的头，说：“你真是
个诚实的好孩子！”通过一件小事，我
想到平时经常跟孩子说的那些家风家
训对孩子的教育有多么重要。

父亲去年七十大寿，我和妻子商
量要给他好好操办一下，一向温和的
父亲听了后大发雷霆，我又急又恼，不
知所措。女儿连忙跑过来，拉着父亲
的手说：“爷爷，我有一个好主意，我给
您做一碗长寿面，再请您去参观‘1978
文创园’，还想听您说说‘火海夺铜’的
故事。”“好，好，好。”父亲连声称赞。
就这样，一碗女儿亲手做的清水面，一
段峥嵘岁月的美好回忆让父亲的生日
过得即隆重又简朴。

现在的我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和车
间纪检监督员，深感责任之大，使命
之重。监督工作讲究实事求是，在工
作中，不是为了抓谁的“小辫子”、打
谁的“小报告”，更不能夹带感情色
彩、无中生有；在监督工作中要做到
不偏听、不偏信、不能以个人的好恶
来感情用事，应以大局为重，理性地
思考和处理问题，要听真话，听实话，
反映问题要客观、公正、全面，符合实
际。那就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把厂部
和职工的利益放在首位，自觉用党纪
法规来约束自己，明明白白做人，干
干净净做事，始终做到自重、自省、自
励，争做廉洁自律的表率。

良好家风，像一条河，慢慢流淌，
滋润心田；良好家风，像一阵清风，轻
轻吹拂，沁人心脾。无论走到哪里，无
论走多远，家永远是人生重要的课堂，
好的家风永远是人生宝贵的财富。

□黄 飞

最是家风能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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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莫名的思念
是一种揉碎了的等待
是一种望眼欲穿的幽怨
——都纠结在这个日子

一个月亮的升起
将一串情感也升了起来
月饼，是秋风秋雨秋阳秋情
在滚热的心上烤出来的浓郁
掰开，就能散发出喜悦的笑声

酒，是甜的
话，是热的

目光，是朦胧的
月色，是透明的

笛声从云端响起
绕过一个个心尖
在抵达黎明时
变成一串串泪水
洒在重逢的期待里

背影已经远去
山色一片金黄
那条蜿蜒的小路上
月光还在招手

□杨勤华

中秋，月亮升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