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是故乡明”
中秋征文作品选登中秋征文作品选登

主办：湛江日报编辑部
湛江明苑饼业有限公司

凡持本版报纸到明苑饼业公司均可享受
买一送一特别优惠（电话：13828298989）

A09百花 FLOWERS
2014年9月5日 星期五 责编/版式：邓亚明

一等奖

乡愁，乡愁 佟杨（赤坎）

二等奖

香甜的月饼 刘杰（赤坎）
月华如梦寄情思 曾权（徐闻）
月上松梢头 银月（赤坎）
哭泣的月饼 周惠清（赤坎）

三等奖

有爱不觉天涯远 刘坚（南油）
月映湖心 黄旭（赤坎）
中秋月饼与月糕 易世东（吴川）

“二州”月 张竹西（雷州）
明月千里人长久 张春生（雷州）
月光曲 高琳（霞山）
故乡明月 游水方（坡头）
故乡的那一轮明月 郑晓晖（坡头）
享受团圆 邓存波（霞山）
天堂可有中秋明月 杨敬选（坡头）

优秀奖

福山有月照南海 傅学军（湛江农垦）
渔村上的明月 陈元伟（麻章）
今夜，满地月光 冯学仁（雷州）
秋月情 凌世祥（吴川）
故乡是最美的离愁 苏展（湛江开发区）
寄情中秋 黄明彩（吴川）
十八岁的中秋月 冯小青（徐闻）
那年的月饼 吕荣桂（赤坎）
一个令我内疚一辈子的月饼 林振华（霞山）
中秋月夜 陈强（霞山）
那年，那月，那饼 沈林贵（东海岛）
寄心与明月 李文丽（霞山）
中秋的思念 邱杰（吴川）
家好月圆 梁嘉雯（赤坎）
月饼 林达琳（廉江）
思乡 刘嘉玲（赤坎）
千里共婵娟 砾央（雷州）
中秋晚 陈如华（霞山）
难忘中秋节 陈絮平（廉江）
中秋的月亮 黄福全（赤坎）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这一夜，又是一轮圆月。年年岁岁月一样的洁白，岁

岁年年月一样的清幽。年年岁岁人一往情深，岁岁年年物
是人已非。这一夜，这个城市的海还是如往日那样幽深与
冷寒又带点渔火暖意。不远处，广阔的沙滩上，喧哗一
片。咸湿的海风刷啦刷啦的往人群冲过来，带着腥味儿掀
起姑娘儿的裙子，也掀起一片惊呼。落在海里的月亮让海
浪揉成了无数的碎光。这一夜，月让我相思。

小时候，与月无数次这样那样的交集……
小时候，家在海边，也在村里。父母一生操劳，傍海而

栖的他们，比村人有着更多的营生。挖了一口鱼塘，建了
一间猪舍，搭了两间大鸭屋，天天清晨与傍晚鸭声一片。
家建于岭脚，山坡上，有低低才没过脚眼的青草在铺陈。
山坡上，有翠翠绿绿高高矮矮的松树绵绵远远的站立。坡
顶上有宽阔的青青的节节攀升的蔗林。

夕阳西下，直到明月初上了，夜凉如水，这时父母会忙
于农事而晚归。皎洁的月色里，父母的身影在农地里忙忙
碌碌，不知疲倦。月色里，总会见两人挑担扛犁赶着黄牛
往家回，除了虫鸣，除了夜风拂过树梢的声音，除了月光淡
淡的照路，父母累了不说话。

晚饭后，父亲会把那张折叠的竹床搬到屋前的平地上，
而我就会欢喜的躺上去，面朝着遥远的墨色的夜空，数着星
星。父亲母亲闲了会坐在边儿上，给我讲天上牛郎织女的
故事，讲北斗七星。讲那织女星下面的天琴座，讲牛郎星一
起的飞鹰座。讲那天鹅座，展翅待飞。讲那天马座，在奋蹄
奔驰。惟妙惟肖。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懂得真多。

风儿悄然从那山坡跑下来，那个泥土味儿的气息暖暖
的，拂过蔗林，穿过松林，那个甜味儿那个松子香，让我沁
醉。月牙儿慢慢的从东边的甘蔗林爬起来，攀在蔗儿梢
上，风儿来了，蔗儿梢们你摇我也摇，摇着月儿船。风儿调
皮绕着月儿转，月牙儿似乎随着风儿起，蔗儿梢上荡往左
边来呀荡往右。躲在青纱帐里的虫儿，清尖的“吱啁……
吱啁……”，中调的“嘟噍……嘟噍……”，像肚皮里发声，
低沉的“咕呱……咕呱……”

月牙儿挂上了松树枝，轻风悄悄的扯了一下松树腰，
细尖的松针不安份，剌了月儿跳。远处的海，海上几点渔
火，闪着。风儿从海里跑过来，拂过一片片水墨的红树林
来到我们的身边，腥湿湿的味道。

一天又一天，月牙儿长得圆圆，像月饼。天空越是明
净，渐渐飘来几丝白云，各种星座开始隐退，只有七颗北斗
星最亮。那一轮明月亮得更加通透，如千纱万纱向大地披
拂而下，盖住了茵茵松林，松间照月，疏影清寒。月圆时，
夜潮涨，月亮在墨色大海里浸着，潮涨了月光碎了，“一弹
流水一弹月，半入江风半入云”。

母亲说起读书、工作的哥哥姐姐们，父亲躺摇摇椅上，
望着海。白云千里万里，明月此时，是否同照家人？父亲寡
言，但我知道，我们都想着不在身边的亲人。更有遥远的大
洋里，行船于海上的三哥，能否知晓故乡的月下，父亲母亲
正在说起他。也许也像某一天那样，从外国寄一封“船已经
到这里”的家书。

有时和父亲回村看大戏，月光下，水墨的世界，如此的
静谧，我们父子俩走在沙路上，我喜欢随着父亲的影子走，
我喜欢时而奔跑时而慢行，看着天上的月亮，喜欢它的紧
相随。

月圆如昼，我会在乘了清水的碗里放上一根针。浮于
水面，影于水底。笔影?扁担影？然后不管怎样看，父亲都
会说，嗯，就像一支笔。

好多年，慢慢长大，我也离家求学成了父母牵挂。中
秋月圆，有离别时也有在亲旁，慰藉了父母的思念。好多
年之后，再次月圆中秋，对影少了一人，父亲成了一方矮矮
的坟头。和父亲隔了一个世界，月色醉了人，他成了我梦
中的远客，父亲，其实又何止有月时再相思呢？

这一夜，远看长空那一片月，如茉莉暗香起。梦中归
去，月相随，总相思。

秋天在一棵老榕树前缄默

在自己的村庄我已抹不去
一棵树的外表和习惯
一位老人编织的一件暖衣
让背影有了体温 画面展开的初秋
这树 这人 这村
从节气里露出深埋远久的季节
我离开了内心的表白 树荫的感染
离开了故乡秋天的反光 方言的拷打
离开了晴天里的雨水 一棵树的心情
太久了 无法返回种种眺望的情景
成为我内心最不事声张的宁静

八月我带着儿子回到村庄
在一棵老榕树前无法收齐
一个老人和一棵树的内心
满脸皱纹的面容和满身皱纹的榕树
是一副鲜活而古老的对联
贴在我逃不掉的下半生心坎

当我高兴说出我的儿子是榕树上一片叶子时
我便成为直着身子做人的树枝

在故乡看稻浪轻舞

它金黄的表情 用风另一层的庄重起舞
在庞大的叙事中 我看见了抒情的正面和侧面
层次分明起伏有序 金秋的棱角已刺痛某种伤感
它成了我心旷神怡最不会背叛的一部分
成了故乡色彩中最会鸣叫的一部分
成了父老乡亲播种施肥最不觉得劳累的一部分
一部分比时间更长 长到从抽芽到结穗的

精致进程
长到追溯物种起源长到无边无际

我不能简单地从植物的视角去欣赏
我要从风的哭泣雷的哭泣中深入稻子的精神
寻找泥燕过渡到凤凰的答案
寻找红土地上情景交融的答案

凝视轻舞的稻浪
一方水土的语言如此丰满
我分明看见被风和阳光编织的音乐
奏响 带土生土长的温度奏响
这时 我想舞姿里的稻香和故乡的脊骨
就是涉过洪涝或大旱的翅膀 向我飞翔而来
从浅到深碰撞我某些软弱的角落
我要告诉外出的家乡人
一场稻浪如何在故乡热热闹闹
如何有声有色地轻舞
然后把秋天的一些细节
全部让阳光再次映照
飘香的舞 天籁的声音
把汗水充足的父老乡亲律动得满脸泛红

一条河可能不知道秋天已来

水未变冷 农谚未变冷 五谷未变冷
多少年了故乡的田野握着河的本性
握着扶犁挥鞭的背景握着炊烟和爱情的纠结
而一条河却握着船与鱼的选择与逃避
握着灌溉与干旱的敌意
稻花正扬 镰还未开
一条用扁担挑起的大河在静静等待
它在奔流中静睡用草尖上的太阳作为开心果
两岸的牧童是上岸的鱼儿
是乡村爱情的稻花

这条河和我家乡有关和我亲戚有关
亲戚的名字就是河的名字
他生在河边长在河边
喜欢叼着旱烟杆守着作物唯一的退路
秋收的时候他总是先拜河补偿河一个秋天
他是告诉一条河秋天到来的人

一条河的听觉和视觉比笔和纸灵敏
在喧哗的浮躁里 我哪怕是用笔和纸作桨
也渡不到另一条河的对岸
学着亲戚守着作物唯一的退路
秋天来的时候用草的声音告诉一条河
秋天来了 没有落叶

月圆之夜 我正加班
我从白天一直干活到黑夜
在那不足10平方米的小天小地里
我像办公室墙上那30W的电灯泡一样
发出自己微弱的光芒
却也能将自己的办公桌、电脑和内心照亮

月亮它不通知我一声
就来了 来到浩瀚的夜空
来到我办公室的外面
不知它是不是一路播撒银粉
满地一片白茫茫

我不知道 这月亮
是不是母亲从老家差来的
我还在电脑台前忙着忙着
猛一抬头 就透过窗户望见了
这熟悉的皎洁的月
恰似见到了故乡的一个熟人

我不知道 这月亮
是不是心上人从我们约会的花园

上空差来的
我在走上楼顶的时候
放眼远眺 就望见了那无数个缠绵的夜
两个傻瓜肩并肩坐在一起数星星
听见了海誓山盟的千千爱语

所有的思念 在登高望远的时候
缩短了距离
所有的梦想 在构想未来的时候
变得格外美好

故乡的一草一木真实地铺展在眼前了
我日思夜想的那个她的脸就是月亮的脸
我不能不惊诧这月亮的神奇
神奇到让平日安分守己的人浮想联翩

皓月西斜 快要落入面前这片港湾了
站在海湾大桥的这一边 我突然忆起
你说过 这方浅浅的海湾
就像横在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浅浅海峡
假如想念了 就用望远镜望望吧
我就在你的面前
但我却总是像诗人洛夫那样
每次都只从镜片里望到
扩大了几十倍的乡愁
只抓回几把和秋天一起深去的薄雾

客居他乡
不敢轻易触碰那根思乡的心弦
一点游弋夜风中的萤火
一轮皎洁的明月
一声深巷中的犬吠
几声响在耳边的蟋蟀叫鸣
都会令思乡怀人的游子黯然神伤

还是让我这个不惯于说谎的人
来说说实情吧
其实 这个月圆之夜我哪里都不去
我一直在电脑台前加班
我也不知道今秋的月究竟圆不圆 亮不亮
我在疲惫的间隙里灵魂出窍了几分钟
我在做着美好的梦
我在欺骗着我自己

明苑饼业杯“月是故乡明”
中秋征文大赛获奖名单

远看长空一片远看长空一片月月月月月
□谭辉（坡头）

月圆之夜 □刘坚（坡头）

走在秋天里（组诗）

□杨车谷（赤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