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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故乡月

月光是最白
最纯的乡愁
（外二首）

□王迅

□陈强
回乡村老家的那晚，
正值金秋时节，
月亮分
外朗润。跟乡亲们攀谈交心后，
便枕着温情的
月亮入睡了。夜阑梦回，
从村子院子里啼出了
第一声鸡鸣，
紧接着传来高一声低一声的阵阵
鸡鸣，
划破了乡村夜幕下的宁静。我睁开睡眼，
一缕月光撩开窗帘，
和着鸡鸣声溜了进来，
显得
满屋生辉，
顿觉心里镀上一层纯朴和谐的暖色。
我禁不住
“双手推开窗前月”
，
皎洁的月光
在鸡鸣声中从天上铺下来，
铺到田野上，
铺到村
庄里、院子中、窗台下。秋季是收获的时节，
一
切都显得明朗、温存、热情和成熟。谷子展露金
灿，
野果展露透红，
山丘展露豁达，
溪流展露清
澈，
在鸡鸣声中梦幻着、醉润着，
悠然显出了乡
村独特的恬谧与温馨。
品着月下鸡鸣的韵味，
倍感乡风民俗的淳
朴，
不禁使我想起了儿时在月光下老奶奶用蒲
扇摇出古代《孔雀东南飞》的刘兰芝
“鸡鸣入机
织”
，
以及有志之士祖逖鸡鸣而起勤奋不怠练习
舞剑、立志报效国家的
“闻鸡起舞”
的故事，
这些
故事一直伴和着我人生的梦幻与憧憬。
“三更灯
火五更鸡”
，
我是在故乡月光下的鸡鸣中成长的，
在那个月色清朗的早晨，
我把老奶奶和父母叮
咛的话语包裹在鸡鸣声里，
踏上出行的路上。
从此，
故乡月光下的鸡鸣便成了我魂牵梦绕、牵

肠挂肚的乡思所在。
感谢月下鸡鸣，
它鞭策我读书励志、踏实做
人、立志成材。
鸡鸣作为一种意象，
在古诗词中有着不同
的含义，
使我勾起了怀古的情绪，
想起了唐诗中
月下的鸡鸣：
“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想起
了明代才子唐伯虎《画鸡》诗中的月下鸡鸣：
“头
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
言语，一叫千户万户开”；想起了古散文中“半
夜醒来见窗前圆月一轮，故乡的鸡鸣声声最惹
动乡愁”的绝句。古人对月下鸡鸣的情感是何
等的朴实、赤诚和细腻，对故乡的怀恋思绪又
是何等的向善、真挚与浓郁啊！鸡鸣还是农村
田园祥和生活的象征，陶渊明笔下的“狗吠深
巷中，鸡鸣桑树颠”的诗句，描绘出了他心目中
平常而又美好的乡村生活场景，表达了他远离
官场、回归田园的愉悦心情，又是何等的洒脱、
宁静的境界。
鸡鸣更是村子里父老乡亲勤劳的见证。
“雄
鸡一唱春意闹”
，
每当春耕大忙季节，
五更鸡鸣，
天还未亮，
村子里就有乡亲吆喝着耕牛下田犁
耙了，
紧接着乡亲们就陆续下田春插了。鸡鸣
催人勤，
人勤春来早，
鸡鸣唤来春潮涌动，
奏响
了乡村生活的强劲序曲。

故乡月下的鸡鸣，
乡土味浓郁，
天生自由，
自然真情的流露与表达。鸡鸣为庄稼唱摇篮曲，
在鸡鸣声中蚕桑叶叶吐绿，
甘蔗节节拔高，
秧苗
悄悄泛青；
鸡鸣为故乡唱谣曲，
把生活唱成流水、
微风、垂柳，
把五谷唱成成熟、甜蜜、芳香，
把日
子唱成幸福、富裕、安康。
声声鸡鸣几多情。鸡鸣伴随着故乡的祖辈
繁衍生息、
躬耕劳作，
鸡鸣与乡亲们难舍难分。
聆听鸡鸣，
听出了亲切、安祥、和谐，
听出了
民声、民心、民意，
听出了乡音、乡思、乡情。
然而，
现代文明中的喧嚣与繁杂却让现代人
的心绪浮躁了许多，
物欲使人愈来愈变得势利
与尖刻，
失却了对生活的恬淡宁静的诗情。乡
村田园里月下的鸡鸣声声，
使我的心态恬静了，
性灵鲜活了，
生命更安祥了。由此，
我感到生活
是如此美丽、惬意、和谐与温馨。
著名女作家罗兰说:“真正可喜的静,并不
是全无声息的静,而是当有一种声音使你发现
自然的时候,你所感到的那种亲切安详的静。
”
故乡月下的鸡鸣，正是我感受、意会到的静韵
中安详情动中的静。
故乡月下的鸡鸣，温暖丰盈的诗意。我温
一壶酒，在月下鸡鸣中独酌尘世间离我远去了
童年的无邪与纯真。

一束束洁白的月光
照耀着遥远故乡的窗口
今夜，月光柔软得像海水
使我想起“明月何时照我还”的诗句
今夜，月亮圆得像家乡的月饼
那温柔的月光，既是秦时的月光
又是李白举杯邀请的明月
缺了又圆，暗了还明
照了亿万年，仍是同一轮月
今宵的月亮最动情最温馨
在繁华的城市，在偏远的乡村
多少人的情思像月光一样
多少人举杯对着这朗朗明月
多少诗句、多少祝福——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刻，在南海边的一条小小渔村
对着天空一轮玲珑的圆月
海水翻涌成我的乡愁
月光是我写给家乡
最洁白最纯净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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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
□苏锦梅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蓦然回首间，恩师
谷底。我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失败，曾经
您无微不至的关怀，循循善诱的教导，恰似一
的优越感也跑到了九霄云外了。甚至我隐约
股爱的清泉，
在我的心灵之河中永远缓缓地流
听到有人在我背后议论纷纷，原来免费生也
淌。而我把我们的故事折叠成记忆的小船，
任
只不过如此。
其飘荡在我思念的心湖，
激起涟漪阵阵。
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那一年，由于几分之差，我没有考上中
我感到自己回天无力。我仿佛感受到生命的
师 ，后 来 我 被 原 来 的 母 校 免 费 招 回 来 读 高
冬天在无情而凶狠地展露着它狰狞的面目，
中。经过两周短暂的失落之后，我还是能慢
我又仿佛看到理想的风帆在生命的风雨中摇
慢地适应了高中的生活与学习。甚至坐在教
摇欲坠。于是，我在病痛的煎熬与失败的痛
室里，由于成绩的突出，同学的崇拜和老师的
苦中沉沦堕落，甚至一蹶不振。老师上课时，
重视，我比别人有了更多的优越感。可惜好
我无精打采；书本里的知识，我无予理会。自
景不长，高中生活的一个月后，不知是什么原
修的时候，我却只是涂涂写写着一些孤芳自
因，那时候，我经常性地头痛欲裂，甚至很多
赏、顾影自怜的伤感文字。这种混混沌沌，毫
时候，疼得我夜不能寐。自然，我白天听课精
无斗志，自甘堕落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后，
神恍惚，注意力难以集中。在备受病痛的煎
陈老师终于找我谈话了。
熬与学业的焦虑而导致身心俱疲中，我请长
那天晚自修，我半睡半醒地趴在桌子上，
假回家了。母亲陪着我寻医问药，吃了好多
头晕脑胀，无所事事。那个时候，我的桌子被
的苦口良药，可我的病情却未见好转，甚至日
轻轻地敲了两下，紧跟着老师的声音响起：
益加重。
“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揉揉惺忪的睡
在家休养一段日子后，有一天中午，班主
眼，我尾随老师走出了教室。突然，我的内心
任陈老师带着全班同学从镇里骑着自行车来
有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当时我想：也许等
我家看我，这让我感到非常的出乎意料。同
待我的就是暴风骤雨般的数落与批评。可是
学们给了我很多的关心与祝福，陈老师更是
老师的话语却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他用温
给了我莫大的关心与鼓励，他的话如春风拂
和的语气问我：
“ 身体好点了吗？头还疼吗？
面，沁人心脾，温暖人心。也许，当时同学们
学习固然重要，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希望
与 老 师 的 关 心 与 鼓 励 感 动 了 我 ，也 鼓 舞 了
你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如果你能够在放松
我。那天中午，我竟然不顾母亲的劝阻，不顾
中努力，老师相信你仍然是最棒的，因为你的
没有痊愈的病痛，我便跟着大家回到了学校。 基础比大部分的同学占优势……”
几天之后，我们学校举行了期中考试，也
回到教室后，老师的话语不断地在我耳
许在病痛的日子里，由于我没有跟踪地学习， 边萦绕，它让我的内心波涛汹涌，无法平静。
只是靠着那一点老本，我并非如鱼得水，游刃
我知道老师是以他博大的胸怀包容着我的堕
有余。成绩与排名出来后，我的心情跌到了
落，以他独特的方式在保护着我那点可怜而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敏感的自尊。他语重心长的叮咛，他无微不
至的关怀，他的谆谆教导与循循善诱，恰如一
阵及时的春雨，滋润着我干涸的心灵。感恩
恩师的教诲，他让我走出心灵的阴霾，穿越
人生的迷茫，重燃往昔的激情。于是，我开
始重整旗鼓，扬帆起航。我甚至把老师经常
在教室里对同学们说过的那句话：
“ 堕落也
许是一瞬间的过错，崛起则需要经过漫长的
挣扎，只有超越无法回避的过去，才能赢得
生机勃勃的春天”抄在了我的笔记本上。我
在心里暗暗下决心：我务必把自己曾经丢弃
的 时 光 追 回 来 ，我 一 定 不 会 辜 负 老 师 的 希
望，我更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
接下来的日子，我对前途投予了巨大的
希望，对学习投予了空前的努力。宽敞的教
室里，校园的林荫道边，总会有我学习的身
影。更庆幸的是，在忙碌的学习中，我头痛的
折磨也慢慢消失；在不断的进步中，我拥抱了
无数次成功的喜悦。当然，我偶尔也会面临
失败的痛苦与失落，但每当那时，陈老师总会
及时为我投来赞许的眼光，他的眼光里总能
传递着期待与信任，给予着鼓励与勇气。每
当夜阑人静，我学习之时，每当我想起陈老师
那张绽放的笑脸，以及期盼的眼眸，我的倦怠
之意，顿消云散。就这样，我在老师深沉的爱
与谆谆教导当中读完了整个高中，直到后来
考上了大学。
似水流年，浩浩师恩难报答，千言万语难
倾诉。今天，趁教师节来临之际，我要为恩师
您唱一首赞歌：一支粉笔写就您人生非凡的
轨迹；两鬓染霜谱成您人生绚丽的篇章；三尺
讲台见证着您人生的辉煌。
尊敬的恩师，感恩有您！青春年少的岁
月里，风雨袭来，您是我遮风挡雨的伞；在我
黑暗迷茫的人生路上，您是我的引路人，您为
我点燃了一盏明灯，为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一轮皎洁的秋月
倒映在鸭乸湖的波浪间
习习的海风，搅动着
岸边那片芭蕉的衣裙
一群白鹭，从远方飞来
仿佛从天边飘下的雪片
染白了鸭乸湖清澈的水面
点点渔火，忽忽闪闪
与岸边高耸的楼宇灯光对接
撞落满湖星星的碎片
岁月流逝，历史沉淀
鸭乸湖像一个时间老人
唠叨着一些前世今生的碎语
挺直的木麻黄树，像成行的文字
工整有序地记录着时代变迁的故事
那只栖息在红树林里的鹭鸟
等待着另一只白鹭，繁殖幸福
湖面泛起一朵朵涟漪，月光如雪
把咸咸淡淡的湖水渲染和过滤
广场舞曲醉人，那束束柔软的月光
刷新了街民对生活无限向往的诗意

晒鱼
将鱼剖腹、切片、清洗与加盐
一个个工序有条不紊进行着
最后，渔妇将鱼摆放在竹架上
太阳用光线一一给鱼片着色
晒在海边的鱼，像一排排文字
海风一页页翻开，一行行诵读
朵朵浪花像一粒粒雪白的盐
溅打在渔船上、晒鱼的竹架上
仿佛渔妇的手掌，一遍遍抚摸
从大海里讨回的一串串日子
飘散着腥咸腥咸的味道
黄昏渐渐拉下夜幕，那柔软的
月光，仿佛一根根银色的绳子
把日子串成一个个大红的“福”字
挂在大海边，挂在家门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