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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那天，嫂嫂逗我说：“人家女孩
儿出嫁都是哭天抹泪的，瞧你那乐呵呵
的样子，心肠准狠！”我笑了笑，不以为
然，仍被那套梦幻型的婚纱包围在梦幻
般的幸福里，后来，听邻居说，那天我上
车后，母亲哭得好伤心，这才令我的心
猛颤了一下，“儿行千里母担忧”，农村
人讲究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这
样一想，女儿出嫁便真的像是永久的
远行了，虽不能说几番风雨路三千，可
回来就是客戚儿了，送出了最后一个
女儿，母亲身边再没有女儿陪伴左右
了，难免会失落，怎么当时我就没想到
呢？这种感觉，直到自己做了母亲才
能真正品味到。
以前，经常看一些写母亲的文章，

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念头，可每每拿起
笔来，总觉得手里的笔沉甸甸的，毕竟，
离母亲太近了，虽生活在母亲全身心的
爱里，可身在其中，总难掂出其分量，也
就不知该从何下笔了，直至婚后，离开
了母亲的家，走进自己的家，开始独立
生活的时候，才真正懂得了“母亲”二字
的深沉内涵。
记得大学一年级第一个春假的前

夕，班里要组织到泰山旅游，许多同学
都回家取钱取物，我也回家了。说真
的，我曾不止一次梦想去登一登那齐鲁
之巅，享受一下“小天下”的感觉，可当
时，父亲卧病在床，花去许多医药费，生
活很是拮据，再看看母亲因辛勤操劳而
显得过于苍老的脸，令我话到嘴边又咽
了回去。母亲看我有话要说，便问，“过
两天就是‘劳动节’了，你跑回来一定有
事儿吧？”经母亲再三盘问，我只好对她
说了实话。听了我的话，母亲沉默了好
一会儿，终没有再说什么。没有道理埋
怨母亲，却难抹心头隐隐的失望。
晚饭，母亲做了我最爱吃的鸡蛋

饼，不声不响地看着我吃。不忍心看母
亲为难，我劝慰着她：“妈，我还年轻，去
不了就去不了吧，这没什么的，将来还
有的是机会。”母亲无奈地摇摇头，伸手
来接我递过去的粥碗，没小心，粥洒了
出来，我掏手帕，顺便带出了口袋里的
一串钥匙，母亲弯腰把钥匙捡起来递给
我。就在此时，也许是我的钥匙启发了
母亲，只见她眼睛突然亮了一下，起身
进屋，从枕头底下拿出一把钥匙，打开
床头柜，然后，从满柜子的书本底下抽
出一个半尺见方的铜盒，轻轻打开，拿
出一个村供销社成立时的股金本儿。
原来，里面是一叠五元十元的票子。母
亲对我说，那是父亲很早以前留起来的
一百元钱，是准备在我考上大学以后带
母亲去北京旅游的路费，可就在那个暑
假，父亲病倒了。这钱，母亲一直没舍
得花，她盼着有一天能去一趟北京看
看，更盼着父亲早些好起来。
母亲把钱递过来说：“趁年轻得出

去长点儿见识，别再像我，一辈子没走
出这一亩三分地儿。”
我怎么也难以伸手去接，那是父亲

留给母亲的一份爱，更是母亲的一个希
望啊！钱被母亲强塞进我手里，钱并不
多，可它代表了母亲对女儿的浓重爱
意。那个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早晨，母亲早早地帮我打好了背包，随
后，她又从窗台上拿下一双黑色的千层
底布鞋，放在我的背包旁。一看那又笨
又蠢的布鞋，我禁不住一撇嘴：“我的老
娘啊，都什么时代了，哪还有人穿这种
侉鞋，我有球鞋。”
“球鞋底儿薄儿，走平路时间长了

还起泡呢，更别提爬山了。”
母亲边说边把鞋硬塞进我的背

包。我执意不肯带，伸手又把鞋拿了出
来，可是，我却感觉手中的鞋是潮湿的，
再仔细看，那鞋分明是刚刚被鞋楦儿撑
过的，再抬眼看母亲，她的眼红红的，带
着倦意。原来，这鞋是母亲连夜为我赶
做的呀！
我默默地把鞋又装进了背包，只说

了声：“妈，您得好好休息休息。”别的就
再也说不出口了。
我知道，以前母亲晚上做活的时

候，父亲总是陪在她身边讲《聊斋志
异》、讲《红楼梦》。可那时，父亲已经讲
不了故事了，不知母亲是怎样熬过那漫
漫长夜的。或许，父亲的那些“聊斋故
事”早已深深印在了母亲的心里，不然，
我这双鞋怎么就如同粘上了“神气”般，
令我的脚步轻快无比。当同伴们抱着
起了泡的脚唉声叹气的时候，我心里还
真有些得意：看你们谁还敢再笑话我这
双鞋太侉太土！
那双布鞋令我对那次泰山之行久

久难以忘怀，每当有人提起雄伟壮观的
泰山，我总会想起母亲曾给予我的那份
深爱。家里的生活慢慢好起来了，我有
了旅游鞋，也就再没有机会穿那双布鞋
了，可我却一直保存着它，总舍不得扔
掉。前不久，丈夫在清扫房间的时候，
把那双鞋混在废物里一并扔了，为此，
我还大动了一次肝火。
后来再想，也没有道理，保存一双

鞋又能代表什么呢，假如以这样的形式
来纪念母爱的话，那么，该保存的东西
会塞满我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的，那又何
必呢。与其说让铭心刻骨的记忆塞满
房间，塞满思想，不免也太沉重了，于是
我学着用文字来储存。

近日，大连重型锻造有限公司的天
津风电配套项目正式落户东丽区无瑕
街道，这是无瑕街道利用闲置厂房进行
招商的成功案例。
无瑕街道街域特点明显，产业聚集

度和关联性较强，具备招商优势。为
此，街道主要领导亲自抓，上手干，制定
《无瑕街道招商工作方案》，按照“612”
工作思路，明晰产业定位，结合街道实
际特点，以激发新的生产活力为导向，
利用现有闲置厂房进行盘活利用，招引
钢铁材料及装备制造类企业形成产业
规模，从而达到产业溢出效应。在这一
工作思路的指导下，成功落地了新天钢

工业互联网项目和东江物流、钰浩祥和
等一批优质企业。
今年3月中旬，街道与大连重锻进

行了初步接洽，该公司是一家专门加工
生产海上风电配套设备的专业化企
业。自2006年成立以来，呈现良好的发
展态势，2020年营业额超10亿元，主要
客户为西门子、大金重工、瓦轴集团等
国际国内知名企业，是全国风电行业的
领军企业。该公司计划在天津落地一
个海上风电配套项目，经研判与无瑕街
道产业定位高度匹配，能够形成完备的
产业链、起到良好的带动作用。街道领
导高度重视，随即与大连重锻进行紧密

对接，帮助其寻找合适的厂房资源。在
寻找厂房的过程中，街道成立专业服务
小组，各科室联动为企业进行现场研判
指导，用真诚服务为投资者树立信心。
经过2个多月的沟通洽谈，该项目

正式落户无瑕街道，并于5月20日在东
丽区智能大会项目签约仪式上与无瑕
街道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项目计划分
3期进行，总投资22900万元，总产能
90000吨/年。一期项目计划租用赛瑞
现有厂房进行改造利用，拟投资7000

万元，新上设备14台，计划实现年产能
30000吨。目前，街道正在积极帮助项
目对接各区级职能部门，并与项目方一
同制定项目落地时间进度表。目前，已
进行设备调试并进行试生产。投产后，
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1340万元，年税收
2365万元，带动街域就业50余人。
下一步，无瑕街道将进一步优化街

域内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动能，并紧
紧围绕产业定位，积极开展招商引资，
为街道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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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重锻项目落户无瑕街道

健 康 生 活

秋季气温变化大，是肠道传染病、
虫媒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的季
节。因此，秋季加强传染病的防治，对
维护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一、肠道传染病

1. 霍乱。由霍乱弧菌引起，发病
急，传播快，可引起流行、爆发和大流
行，临床特征为剧烈腹泻、呕吐、大量米
泔样排泄物等。常经水、食物、生活接
触和苍蝇等而传播。
2.伤寒。由伤寒杆菌引起，临床特

征为长程发热、全身中毒症状、肝脾肿
大、玫瑰疹等。主要通过水、食物、日常
接触、苍蝇和蟑螂传播。
3.痢疾。由痢疾杆菌引起，主要表

现为发热、腹痛、腹泻和粘液脓血便。
主要通过生活接触、食物、水和苍蝇等
途径传播。
4. 手足口病。肠道病毒EV71引

起，三岁以下婴幼儿多发，主要表现为
发手、足、口等部位疱疹，重症患儿可出
现肺水肿、脑炎等。主要通过与病人密
切接触或接触被病毒污染的手、毛巾、
玩具等途径传播。
如何预防？1.了解肠道传染病的

相关知识。2.讲究环境、食品卫生和个
人卫生。3.以饮食卫生为重点，把好
“病从口入关”，做好“三管一灭”，加强
自身防护。4.充足的睡眠和丰富的营
养可增强体力。5.感染肠道传染病应
立即上医院就诊，切忌胡乱用药。
二、呼吸道传染病

1.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
呼吸道感染，主要通过空气中的飞沫、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或与被污染物品的
接触传播。临床症状：急起高热、全身
疼痛、显著乏力和轻度呼吸道症状。
2.结核病。由结核杆菌感染引起

的慢性传染病。可侵入人体全身各种
器官，主要侵犯肺脏。人与人之间呼吸
道传播是本病传染的主要方式。常有
低热、乏力等全身症状和咳嗽、咯血等
呼吸系统表现。

3.麻疹。通过呼吸道分泌物飞沫
传播。以发热、上呼吸道炎症、眼结膜
炎及皮肤出现红色斑丘疹和颊黏膜上
有麻疹黏膜斑，疹退后遗留色素沉着伴
糠麸样脱屑为特征。常并发呼吸道疾
病如中耳炎、喉-气管炎、肺炎和麻疹
脑炎等。
如何预防？1.保持室内经常通风

换气，保持空气清新。2.讲究个人卫
生，不随地吐痰，日用品常进行日照消
毒和适当处理。3.呼吸道传染病流行
时，到公共场所应戴口罩，少到人口密
集的地方。4.必要时可进行疫苗的接
种：如接种卡介苗预防肺结核，接种流
感疫苗预防流感。
三、虫媒类传染病

1.出血热。由流行性出血热病毒
（汉坦病毒）引起，以鼠类为主要传染
源。以发热、出血、充血、低血压休克及
肾脏损害为主要临床表现。
2.恙虫病。由恙虫病立克次体引

起的急性传染病，啮齿类为主要传染
源，恙螨幼虫为传播媒介。病患者多有
野外作业史，起病急，有高热、毒血症、
皮疹、焦痂和淋巴结肿大等临床表现。
3.乙脑。由乙脑病毒引起、经蚊传

播的人畜共患的中枢神经系统急性传
染病。患者主要有发烧、剧烈头痛、恶
心、呕吐、嗜睡不醒等症状，重者可出现
抽搐、昏迷，甚至呼吸衰竭而死亡。
如何预防？1.防止被蚊虫叮咬是

最好的预防措施。2.大力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消灭蚊虫。3.外出时（散步等）
穿长袖衣服，尽量避免到杂草丛中。4.
对早期发现的病人，应早期诊断、早期
隔离，防止病毒传播。5.旅行期间或之
后有任何高热或类似感冒病症的话，要
尽快看医生治疗和接受血液检查，越早
诊治越有效。

（东丽区疾控中心供稿）

如何预防秋季三大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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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撩拨着这座城市的街，街默
如素。
街上的人们依旧行色匆匆，从他

们手中拎提的物件上依稀可以觉察到
节日已临近。我穿过好几条街也没有
选到几样可心的节日吃食，也许对节
日的期盼一贯只属于小孩子吧。越长
大，我越觉得年节悉如平日般寡淡。
倒是今年的秋雨格外绵密，总是见缝
插针地下上两场，似乎只为敲打谁的
心窗。
微雨淅淅，丝丝点点并不恼人，只

给长期习惯奔忙的心平添几分清凉滋
润，整条街也没有撑起几把伞，可能人
们都不希望被伞隔断这份天赐的惬意
吧。街边售卖月饼的摊位很多，包装
都很精美，各种口味的馅料应有尽有，
展示的月饼卖相十足。可卖家似乎都
不太殷切，除了个别有心的商家会在
摊位旁边立上价牌，大多数摊位的售
货员都把身子扭向一旁百无聊赖地闲
聊、发呆、玩手机，丝毫不理会货架上
月饼的身价不为人知。偶尔把目光落
在打自家摊位前经过的行人身上，也
并没有农村集市上那些摊主们眼中的
那种热烈与希冀。偶逢有摊前驻足的
顾客，也只是像在家门口菜摊买菜一
样象征性地翻捡一下，以尽本次购物
的挑选义务。对于付款提走的月饼口
味，则不甚关心。
眼前的情景让我想起十年前在北

京鼓楼脚下一家馒头铺的见闻。这是
家陈设很简单的铺面，一套竹篦笼屉，
一个不锈钢面案，一把老式钢刀，一台
灶。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在蒸气氤氲中
忙得不亦乐乎的老板和老板娘了。每
天清晨五点多便有一队长龙在这铺子
门前排起，排队的大多是住在什刹海
周围四合院里的老北京们，排到笼屉
跟前的人则在和老板谈着今天馒头的
成色和口味。
“早您呐，老板，今儿的馒头真暄

腾啊，给我捡10个热乎儿的拎走。”
“得嘞，这都刚出锅的，您拿好，咱

这馒头戗面儿的，回去路过烟袋斜街
您再买碗豆腐脑儿，能吃顶喽，地道！”
“回见了您呐！”

“回见老板。”
他们一手拎着馒头，一手盘着视

作心头肉的手把件儿，局气的一天就
从这兜儿热馒头心满意足地开始了。
在我看来，他们是中国老百姓的真实
缩影，他们始终活在民以食为天的烟
火气里。什刹海酒吧街的炫目霓虹并
没有同化他们对生活淳朴至简的认
知，对他们来说任何浮华掠影都不如
每天嚼在嘴里的馒头更来得实在。
十年后的今天，我拿起手机试图

再次寻回那份烟火气，在地图上挨街逐
店地查找好几遍，却再不见那个蒸气氤
氲的馒头铺。大抵它早已伴随着鼓楼
的钟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吧。
是啊，在这个物质供应过剩的时

代，月饼也早已沦为中秋节薄淡至寡
的符号，抑或是礼尚往来中被拎来拎
去的伴手之物。月饼不再是二十年前
孩子们心心念念的“凤肝龙髓”，倒像
极了张洁笔下的那盘仅剩迁就和漫不
经心的荠菜。
雨还在下，我紧了紧风衣领口，继

续向前走。
走到街角的一处摊位前，我停住

了脚步，在用废木条钉制的货架上摆
着十几年前乡下集市上兜售的那种散
装月饼，只有碗底大小，颜色也并不油
润，甚至还有虬龙般的青红丝张牙舞
爪地伸出那歪歪扭扭的饼边。
摊主是位眼光浑浊的老人，旧式

灰布解放帽的帽沿磨得翻了花，帽沿
压着霜白的鬓发。他嘴角叼着手卷的
旱烟歪头看向我，随着口中烟雾的吞
吐，下巴上寸许长的胡子一翘一翘地
向我示意。
我拿起一块月饼，捏了捏，自手上

传来的一种莫名熟悉的感觉猝然间撞
向我的心房，此刻时间与空间戛然而
止，我只听见雨点落在我的肩上、手上
和这块月饼上，滴答，滴答……

刹那间，思绪跌入了往事的渊崖。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

我的整个童年是那层层环抱的大山围
起来的记忆之城。儿时的我们没有城
里小孩子习以为常的生日蛋糕、可乐
薯条，大人们都忙着种地、打工，凑齐
全家人的口粮。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去
束缚我们的自由，自然也不存在上学
接送、作业辅导等“贴身服务”。这也
使我们的顽劣天性如鱼得水。满身泥
巴和草叶的我们整天上山掏鸟、下河
摸鱼，偶尔在山上采到些野果就足以
让我们满足开怀。那个时候，月饼绝
对是我们心中的奢侈品。于我们这些
孩子而言，对中秋节的盼望完全是出
于对月饼的垂涎，动机无比纯正。每
到中秋前一个多月，我们便开始期待
那些头脑活络的商贩赶着马车前来售
卖，这段时间即使我们在山上玩耍也
会不住地向村口的方向瞭望，以确保
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商贩的行踪，好及
时跑去告知“消息闭塞”的大人们。显
然，当时的我们并不理解家里大人对
我们眼中的绝世美味能轻易做到“不
为所动”，是因为囊中羞涩的无可奈
何。好在那时商贩们的交易思维并不
拘泥死板，他们深知农村人的家境水
平，因此很多商贩也愿意村民用玉米
来换取月饼等紧俏之物。经过一个
多月的软磨硬泡、或哭或闹，我们基
本上都能熟练应用孩子的专有技能
让自家大人为我们买些心目中的“珍
馐”。而那时的月饼正如我眼前的只
有碗底大小、干硬粗糙，却被那时的
我们视作珍宝。
六岁那年的中秋，我和往年一样

使尽浑身解数让大人为我买了四斤月
饼，长长的四包月饼被我小心“珍藏”
进家中专用来装米面的红柜中，我一
边抹着口水一边打算着这么好的东西
一定要等中秋节那天由我亲自开封并

隆重地摆在盘子里端上饭桌才行。那
时的月饼普遍不大，好一点的一斤装
有四个，差一点的一斤能装十二个，基
本就是棋子大小的两层厚面皮里挤着
一层薄如蝉翼的馅料，所以一斤月饼
可以装成尺许一包。我记不清那年的
四包月饼各是多大规格了，可我无比
清楚地记得那个中秋节前一天中午，
父亲外出回来，将手里的东西放下后，
母亲迎上去问：饿了吧，先吃两块月饼
垫垫，一会再做晌午饭。说着话在我
吝啬而关切的目光中打开了那节红
柜，取出了一包月饼，打开包装放到父
亲面前。那小小的月饼如何经得起成
年人的大口嚼食啊，很快父亲已经吃
完两块，准备拿第三块时，我的嘴里突
然冒出了一句：爸，你别吃了，明天过
节都不够吃了。话说出口，年幼的我
也感到了不妥，但是心中那个可笑的
计划却支撑着我继续注视着父亲伸到
一半的手，那只手停住了，手指动了
动，顿了好久终是缩了回去。这时母
亲责怪了我，我已记不清她说的话。
父亲没有转身，更没有呵斥我，只是默
默地转身到外屋，拿起了早饭剩下的、
冰凉的玉米面饼子。
长大后，我曾鼓起勇气当着父母

的面提起此事，他们都是一脸不在意，
说不记得了。我也曾多次在脑中尽力
还原当时的场景，我试图想象父亲当
时的表情，可我能回忆起的只有他那
年轻却尽是疲态的背影。可能我一直
只是在幻想父亲当时并不在意自己儿
子的童言无忌，借此逃避一些内心的
谴责吧。
父母自然早就淡忘了此事。可对

于我，它成了一生的愧。
后来，我参加工作，成家生子。
后来，父亲因病离开了我和母亲。
……
今天，我来买月饼，给我的儿子。

月 饼
张大鹏

这

绝不是耳鸣

我确信

我听到的声音

一定是天籁之声

每一次的蛙鸣蝉唱

绝不是在倾诉

更不是在畅想

是想把内心仅存的一丝温暖

还给大地 留给远方

岁月的路上

点缀星星辉煌

我确信

这撩人的月光

绝不会灼伤你的裸露

更不会淡漠你的眸光

我确信

它梳理过许多温暖的心房

你陶醉着的

也是你熟悉的味道

月至中秋

果儿倒挂 谷穗灌浆

这一切都是

努力拥抱大地的欲望

源于

一颗心被捂热后的执着与坚强

不信你去品味

叶草上闪着的晶莹

也含有泪珠儿

跌落时的情商

月至中秋 人到中年

没有思念 何来远方

□ 诗歌

月至中秋
李俊才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大 家 谈

□ 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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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子涵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