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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八月十五，是一年一度的传统
节日中秋节，更是家家户户、和和美美喜
庆丰收的团圆节。对于我来说，中秋节
年年快乐，今年的中秋因为诗歌融入了
圆月的餐桌，因此妙不可言，更加快乐。

当天晚上，丰盛的晚餐过后，爸爸、
妈妈把餐桌搬到院子里，我也立即帮着
搬凳子，端上那像月亮一样圆圆的月
饼。爸爸摆放好精美的水果拼盘儿，妈
妈煮好一壶菊花茶，把爷爷、奶奶、姥爷、
姥姥请到餐桌前，一家三代围在一起，一
边喝着茶，一边品尝酥软香甜的象征着
团圆的月饼，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中秋节，也叫赏月节，当天晚上，
人们仰望天上那轮皎洁的明月，总会
浮想联翩。那白皙明亮的月亮好似少
女的脸，在云层里若隐若现，时而含情
脉脉地躲起来，时而羞羞答答地探出
头，如水一般清澈碧透的月光犹如母
亲慈祥的爱，饱含着深情的祝福，从广
寒宫洒向人间。

今年的中秋节因为姥爷、姥姥的
到来，使得这个中秋节不光只是丰收
节、团圆节，更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快乐
节和文化节。我的姥姥是一位不甘寂

寞的退休族，她在天津老年大学诗歌
朗诵班算是小有成绩的佼佼者。我从
小学一年级就饱受姥姥的熏陶，跟着
姥姥练习诗朗诵，现在也算是能够站
在学校诗词大赛的舞台享受过鲜花、
掌声和荣誉的“小小朗诵家”。

中秋之夜，明月当头。在浓浓的
节日氛围中，从事全民职业教育的妈
妈来了灵感，迫不及待地提议：现在社
会倡导全民读书，今晚咱们全家就借
着月色正浓，来一个“咏明月，迎国庆
的朗诵会吧。”妈妈的话音未落，小院
里顿时响起一致叫好声。

在家中被公认的模范好男神，我
的爸爸率先站起来，情不自禁地诵读
了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婵娟。”爸爸感情饱满，语音圆润，一下
子把全家老少带入了一个诗画般的中
秋佳境。

我和姥姥是一对诗词诵读的好搭
档，姥姥带我这半年多，经过近乎专业
化的训练让我收获很大，已有十几篇
诗稿能够背诵如流。姥姥还带着我参
加天津图书馆举办的朗诵会，我们用
诵读诗歌的形式歌颂祖国，歌颂新时
代，传递正能量。于是，在这样的一个
家庭诗会上，我和姥姥绝不会甘拜下
风的。在妈妈的主持下，我和姥姥站
在自家的花前月下，在亲情和温馨的
欢笑声中，以别样的才艺合作朗诵了
我国当代著名诗人阿紫老师的代表作
《读中国》——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

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

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

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

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

明/生生不息的长河/我们读中国/……
我家今年的这个中秋节，是在《读

中国》的诗歌朗诵中进入高潮的。《读中
国》让大家读出了中国人的骄傲和自
豪。我和姥姥诵读之后，姥爷他们这些
不会背诗的老人也耐不住寂寞，拿起诗
稿纷纷参与到《读中国》的合诵中来……

这个中秋节，全家人在诵读的激
情与欢乐之中享受着一种文化与团
圆。教师出身的爷爷虽然退休多年，
但精神依然矍铄，风采不减当年。他
满面红光乐呵呵地说：“咱们都是有福
的人，赶上这样好的时代，好的社会，
作为一个家庭还真是不能缺少文化这
种元素、这份乐趣，借着风清月朗，我
即兴篡改一阕南宋辛弃疾的词《西江
月·夜行黄沙道中》以赞今晚欢乐梦
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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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亲庭院坐，三代人诵诗文。当年生
活多艰难，如今幸福美满。’”

金色的秋天，我们收获了金婚。
翻出50年前的结婚照，我感慨万

千。那时多年轻，但岁月无情地染白
了我们的华发，沧桑的皱纹爬满面颊，
倏忽间，垂垂老矣！
“有缘千里来相会”，命运把海河

畔的我和承德山区的她结合在一起，
不是缘分吗？

我们是旅行结婚的，她的户口还
在原籍，我们从黑龙江回去登记，就算
结了婚。妻子望着窗外半阴半晴的夜
空，月亮伸出半边脸祝福我们，星星神
秘地眨着眼睛，高深莫测的夜空预示
着什么？她叹口气：“我们的命啊，不
好也不坏。”

新房是农场分给的一间小土屋，
我用报纸糊糊四壁，两套新被褥炕上
一放，窗台上用砖头支块镜子，就安了
家。买二斤糖块给同事们一分。因为
当年在农场演样板戏《红灯记》我扮演
过日本鬼子鸠山，所以看热闹的小孩
们都喊：“鸠山家来了个大姑娘！”这就
是我们难忘的人生大事。

简陋的婚礼，不代表感情不深。
结婚后，妻子决心改变这“一穷二白”
的家。我上班开车，她在家属队干
活，歇息时采猪食菜，收工挑回来喂
猪。一年后，女儿出生了。我说：一，
在家看孩子、喂猪；二，如干活把孩子
送托儿所。她根本不听，既出工，孩
子又不送托，为的是尽量增加点收
入，省一点开销。她让我做了个木栏
杆用折页安在炕沿上，上班时一立，
炕就成了“木栏王国”，任孩子怎么哭
闹也掉不到地上。下班回家，看到孩

子趴在炕上睡了，半边小脸印着炕席
的印痕……

当时农场只许养两头猪，多养就
是搞资本主义，后来又许养四头了，妻
和我商量“再养两头？”我坚决反对：
“你出工，管孩子，采猪食菜，养两口已
经够累了！再多两头，累死啊！”谁知
我下班，发现猪圈又多了两猪崽！她
的固执、倔强真令我哭笑不得。

果然，她累吐了血，我们四处看

病，卖了四头猪的钱也没够！
儿女们从“木栏王国”陆续长大，该

上学了。我们夫妻性格有很多不同，但
在孩子学习上却惊人的一致——“好好
读书，只要能考上，砸锅卖铁也供！”砸
锅卖铁是句狠话，破釜沉舟，不吃饭也
供学！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原因，当
年我初中辍学，被饥饿赶到东北“盲
流”，她同样小学毕业到东北，我们的
大学梦要后代实现！

偏远的北大荒农场，一介农工之
家，无像样的家具，却有个大书橱。我
家独特的风景线：我业余读写，孩子们

学习。浓厚的学习氛围使他们成绩
好，后来我小文发表，他们也考上大
学，一举两得。妻子则做我们的后盾，
几乎包揽了家务。

1995年，我在东三省杂文大赛中获
奖，在电视台为我录制的《百态人生·布
衣鸿儒》专题片中，妻子说到“看到他们
爷几个学习用功，我感动”时，还流了泪。

有一年多事之秋，我腿骨折住院，
大奶牛也病倒了，断了经济来源。我住

院，孩子们上学都要钱。天灾人祸没有
压倒妻子，她用柔弱的肩膀挑起家庭的
重担。待到我能拄拐走路了，她去县城
做起小生意。我一瘸一拐地去看她时，
正煮茶蛋。炉子冒烟，开门又冷，北国之
春多寒冷！我握着她冰冷的手，看着呛
红的眼，不由地鼻子发酸……

腿好了，我也下了海。领导免去
我的停薪留职费，总场出具特困职工
证明，县工商税务免税，没有政府的关
心，群众的照顾，我们能渡难关？多谢
好人们！

开始，我不好意思，我推车妻叫
卖，“盒饭啦，茶蛋啦，大碴子粥啦！”与

其说沿街叫卖，不如说像沿街乞讨。
妻子笑道：“你怎么像孩子课本上那个
穿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咱们正
大光明做生意，没啥丢人的。如今改
革开放，时兴搞活经济呢。”她还有“理
论”，我这个写点小文章的也服了。

在妻子疲惫的叫卖声中，孩子们
毕业了，成家立业了。儿孙满堂，苦尽
甜来。孙辈们很争气：外孙女考上浙
大，孙女考取中国传媒大学，圆了我们
的大学梦。

何为金婚？情如金坚，不怕火
炼！《诗经》云：“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我们手牵手，相伴着慢慢老去。何人
最亲？父母总会先你而去，子女总会
插翅高飞，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只有
夫妻。

在历史的长河中，半个世纪只是
一朵浪花，但人生能有几个50年？“一
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这
一万八千天的恩情，最深的马里亚纳
海沟，装的下吗？

诚然，家庭是矛盾的共同体。两
个性格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难免磕
磕碰碰，但家庭的军功章上，妻子有多
一半的功劳！

老伴常羡慕年轻人的婚礼：长长
的车队，婚纱礼服，录像摄影……对于
当年简陋的婚礼，常怀愧疚。如今生
活好了，我们也奢侈一回！我们照了
金婚照，摆了酒席，弥补过去：

风雨同舟五十年，
夫妻恩爱苦也甜。
莫叹人生路坎坷，
晚霞夕阳红满天！

秋的清晨在小鸟叽喳声中醒来，
推开窗户，一丝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
任几丝乱发在额前依偎，闭上眼睛享
受着第一缕新鲜朝阳带来的喜悦。

穿过人车如流的街道，避开沿街
摊点的嘈杂吆喝声，进入静海东城经
典的休闲景区春曦公园。徜徉其中，
这里静谧幽径，绿叶成荫，翠柳婆娑，
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现实生活中
的那些压力和琐碎，似乎都被一种文
化的气息所屏蔽，耳畔也从喧嚣进入
了安静。

公园离不开花的装点，五颜六色
的鲜花招来蜂飞蝶舞，显得处处充满
着生机。那姹紫嫣红的月季、半开半
合羞涩无语，那千娇百媚的芍药总是
那么姿态唯美，一颦一笑让人心醉，尤
其那红色的锦带花密密麻麻地长在甬
路两侧，前面还有成片的黄花菜及很
多不知名字的花，争奇斗艳，沁人心脾
的花香弥漫着公园的清晨。

走在曲径通幽的甬路上，听着梧
桐树上的山喜鹊在欢快地歌唱，看它
们在相互追逐跳跃，有点行走在山林
中小路上的感觉，非常之惬意。不知
从什么时候山喜鹊落户到这里的，好
像以前很少见到，也许是现在绿化的
原因吧，以前整个县城就几片平房和
光秃秃的道路，一眼可以从西城望到
东城，现在有了高楼大厦、有了广场、
有了公园，道路的两侧也都种满了树
木和各种花草，一眼望去满眼翠绿。
这也充分地体现了新时代民生改善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真
正意义所在，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工
作和生活，应该说：“幸福”二字，不言
而喻。

忽然几声蝉鸣在山喜鹊的演唱中
增添了别样的音律。回忆过往，在城
区耳边听到的最多的自然是烦躁的蝉
鸣，很难想象到能有现在这般的鸟语
花香。如今当耳畔传来罗大佑的歌曲
《童年》：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
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

蝶停在上面……
随着时光隧道穿越到儿时的童

年，那时是无忧无虑的，彩霞映着余
晖，知了妙韵的鸣唱，林间的燕鸟尽情
地喧叫。约几个小伙伴一起到树林里
粘知了是最快乐的事。先到地里找点
麦穗用嘴嚼烂，形成面筋后具有粘合
力时当作粘知了的胶，把胶固定到一
根长长的竹竿顶端上，做好武器就开
始寻找目标了，哪里知了叫的声音大
就奔向哪里，到树下个个都蹑足潜踪，
不敢大声说话，小心翼翼地将杆子举
过头顶，慢慢地向着知了的尾部靠近，
当距离靠近时迅速将带有胶的一端捅
过去，这时就会将知了的蝉翼牢牢地
粘住，成了战利品。

知了的一生，经历默默艰难的蜕
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它的蜕
变需要经历三个过程，潜伏、蜕壳、化
蝉。一般知了产卵后到第二年6月开
始孵化，孵化后幼虫落地随即潜入土
中，在地下蛰伏3到5年，有时会长达
13年，通过吸食植物根部汁液获取营
养补充所需的能量，慢慢成长起来，
再经过一段时间“知了猴”身体变得
坚硬时，就能够不断的挖洞，然后破
土而出，大多时候“知了猴”会攀爬到
树上脱壳蜕变，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一
个小时，当知了的双翼变硬后就会一
飞冲天。

对照蝉，看我们自己，虽不同
类，可以比拟。我们人从上学到工
作，通过学习达到鲤鱼跳龙门考入
理想大学，再到入职工作，再到进步
高升，不同时期不断地蜕变，直到一
鸣惊人。应验了虞世南的诗句：“垂
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
远，非是藉秋风。”

游园是一种休闲，遐想标志着成
熟和成长。时至中秋，看落花流水，品
味“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坐在向
晚的秋风里看云卷云舒。毋庸置疑，
可以给人生增添一份诗意，让精神找
到一种安详放松的感觉。

金风送爽，正是香山红叶挂红
时。去年的国庆节，早年的几位好友
邀请我游潭柘寺，于是自己忘记了本
已老迈年高，便念及彼此的莫逆之交，
欣然赴约，故地重游，感慨万千。

记得，我第一次到潭柘寺已有整
整25年了，这段时间恰恰是我国经济
发展最快的时期。那时候来潭柘寺因
为时间紧张，走马观花一扫而过，就记
得那里山清水秀，很有灵气。先有潭
柘寺后有幽州城的传说，在北京妇孺
皆知。时至今日，在当年相交的好友
精心安排下，我们有缘在这金秋时节
重游潭柘寺。

如今通往潭柘寺的公路平坦宽
阔，大约35分钟的车程，我们下了汽
车。举目四望野山坡古木参天，石涧
清泉绕寺低吟。路旁巨石峥嵘，秋风
送爽，莺歌燕舞，真是如入仙境。

迈过最后一级石阶，一座飞金
走彩的大牌楼赫然出现在眼前。高
耸于葱翠松枝之上的潭柘寺牌楼，
正中牌楼的横坊上有一块汉白玉的
石匾，正面书有“翠峰丹泉”4个楷体
金字，面北背面书有“香林净土”四
个字。据《潭柘寺岫云寺志》记述这
8个字为清代康熙皇帝于康熙三十
七年题写的，金划银勾、遒劲有力，
为现代寺院中留有的不可多得的历
代书法作品。

穿过牌楼，步过山门，出拓树林，
跨怀远桥，看过大铜锅和大雄宝殿，我
们来到帝王树下。相传这棵参天银杏
树种植于唐代，距今1300多年，其郁郁
葱葱的绿冠高达40米，粗壮挺拔的巨
干周长达9米，需7个成人手拉手才能
合抱树干。“帝王树”之名为乾隆皇帝
御赐，相传清朝每换一个皇帝它都要
长出一条枝干来，久之与老干重合。
至清末宣统时复生一根小枝干，至今
仍不发达。帝王树西侧还有一棵“配
王树”，也称为“娘娘树”，相传植于辽
代，至今已1000多年。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朝朝天子，
代代帝王，在中国老百姓心中谁是天
地万物真正的创造者和主宰者？站在
帝王树下我久久沉思着……几千年的
历史，几千年的沧桑。直到1949年1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
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
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推翻

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
义的统治，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全面胜利，谱写了人民当家作主
的历史新篇章，成为几千年来中华民
族最伟大的创举。

看过帝王树，我们几个老友在观
音殿前休息，喝茶交谈，古今中外、海
阔天空……我独自溜到了寺外，爬上
了寺后的宝珠峰。置身宝珠峰巅，俯
瞰南麓山坡，古刹雄姿尽收眼底，殿宇
轩昂随山而起，寺院四周，苍松翠柏、
郁郁苍苍。纵观寺院的建筑，大体分
为东中西三条轴线，整个建筑自山门
开始，依山势而起，层层高升，错落有
致，组合得当，体现了我国古代的建筑
智慧和艺术。

站在宝珠峰上向后仰目，可见几
座山峰像卫士一样，马蹄排开，守卫着
宝珠峰。九峰环列，景象壮观，煞是好
看。宝珠峰似一颗珍珠一峰当心，九
峰环立，如九条巨龙围绕着一颗宝珠
在玩耍、争抢、嬉戏。这正是潭拓十景
之一，九龙戏珠。

重游潭柘寺，我不由得陶醉在这
人间仙境之中，而那“潭柘十景”的平
原红叶、飞泉夜雨、绵屏雪浪、层峦架
月、雄峰捧日……又是怎么样？真说
不清楚。时间真快，已是中午12点了，
我们到了返程的时间。我登临潭柘寺
极目远眺，仿佛看到了千山万水，大山
深处漫无边际地展开了。特别是全国
所有的贫困地区都得到了党的福祉，
老百姓一个也不少全都过上了好日
子，这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奋斗目
标如期实现，全国人民都切身地感受
到祖国的发展和强大，人们生活在这
样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度
有一种无比自豪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正在遐想，汽车鸣笛。再见了潭
柘寺、宝珠峰，愿你们随祖国的经济建
设发展更美好、更亮丽！

金婚
刘鸿儒

重游潭柘寺
汤保武

快乐中秋节
翟浩霖

游园遐想
于俊杰

十月是你的生日

我的祖国

呼唤你的名字

我泪眼婆娑

聆听你的呼吸

我心头火热

祖国，我想对你说

每当旭日初升的时候

《东方红》是我心中最美的歌

每当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义勇军进行曲》就是我律动的脉搏

祖国，我想对你说

你是燃烧的火炬

我是你火炬里的星火

你是唯美的诗词

我是你诗词里的平仄

你是绚丽的花园

我是你花园里的花朵

你是灿烂的星河

我是你星宿里的一颗

祖国，我想对你说

我爱你万里晴空

我爱你千顷碧禾

我爱你朝霞炫美

我爱你夕阳似火

我爱你年年月月每一天

我爱你分分秒秒每一刻

祖国，当你突遇灾祸

我惶恐、惊愕

祖国，当你不幸染病

我心疼、焦灼

祖国，我想对你说

不论你什么时候需要我

我都责无旁贷，毅然抉择

无论你什么时候选择我

我都义不容辞，情深血热

祖国啊，我想对你说

为了你的繁荣昌盛

我愿做你厚土下的一粒种子

不怕风雨挫折

生根、开花、结果

为了你的吉祥安宁

我愿做你慈颜上的一瞬笑窝

乐观健康生活

平安、幸福、快乐

祖国啊，祖国

我热爱的祖国

祖国，我想对你说
薛韵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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