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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风一吹，月儿洒落一地碎银，空气里流
淌着月饼浓郁的香甜。母亲关上院门，街上
孩童的歌声便只留下个尾声。

院里，父亲支张木桌，中间放盘月饼，两
旁是后院采摘的水果，有染了红斑的大枣，
有裂了口的石榴。月饼值钱些，是专门上集
镇买的。母亲燃起香，虔诚地插在沙碗里，
气氛就开始肃穆起来。她和父亲朝天拜三
拜、跪三跪，小酒杯举过头顶，又缓缓地落

下，地上就画下三道酒痕。大人们默念着什
么，我没听清，我只知道做完那些，就能和哥
哥们享用献祭的美食了。

稍大些后，我才知道那是家乡中秋神圣
的祭月仪式。父母亲年年如此，从不间断。
老了，腿硬了，也要扶着桌子屈下腿、弓下腰
拜几拜。有年适逢下雨，滴滴答答缠绵不
休。我想这下不用祭月了，就偷偷吃了块月
饼，抓了把花生。不曾想到了晚上，屁股上就
挨了父亲一脚。我委屈地趴在窗台上哭，母
亲说：“有云，月亮会在心里。咋会没了呢？”
雨住了，我仰起头，果然见云隙透出了光亮。

今夜月明如昼，虫鸣若琴。我踱步村外，
一畦畦毛豆挂满了豆荚；卧在脚旁的冬瓜，酣
然入梦；黄瓜叶上的露珠噙着明月，顾盼生
辉。深秋的景致、气息，令人陶醉。

我记忆里，小时候总是没有电。父亲从
田间回来，囫囵吃过饭，端个簸箕，拿个木凳，

就倚着门口的老榆树剥棉桃。母亲刷了锅
碗，搬出纺车，坐在玉米皮编织的蒲团上，和
五娘六娘在门前纺线线。月影下，纺车吱扭
吱扭地转。她们拉家常，念经诗，手一起一
落，暑热和疲劳好像都随着劳动的舞蹈消散
了。我写完作业也去剥棉桃，只剥了一把，
手指就被棉桃尖扎破了。原来看似轻松的
事，实际上充满了艰辛和不易。

有年夏收，父亲腰痛病犯了。为了腾出
时间回家夏收，我抓紧时间干了几天的工
作。可到请假时，老板却让我到外地出差，说
是缺人手，实在协调不开。所以，工作和收麦
只能选择其一。麦熟一晌，蚕老一时。龙口
抢食，争分夺秒，迟收一时，一年的辛苦就糟
蹋了。我出差回来，就火烧火燎地往家赶。
下车后，晴朗的天气突然变得阴沉下来，我
急得火冒头顶，心里很是担心没收完的麦子
淋上雨。天黑时到场地一看，没想到父亲已

在堆麦垛了。母亲说这几日借着月光，父亲
没黑没明地收割，现在都收回来了。她说，
月亮爷亮光光，是咱不花钱的灯。我的眼泪
不由得落了下来。

今夜抬头仰望，吟诗作赋。有人低头踌
躇，思念故人。风还是那么吹，月还是那样在
云里穿行，淡定得像走过每个平常的日子。
我突然明白了，月亮靠它的引力，减小了昼夜
的温差；靠它的转动，带给了万物生长的四
季；靠它的皎洁，让父母黑暗里不会跌倒。难
怪人们对月心存感激、满怀敬畏。

月圆了，四顾不见了父母劳碌的身影。
只有曾经陪伴他们，让他们劳累、给他们希
望的土地，还浸润着他们的气息。今晚，
在那个世界里，二老该又支起木桌了吧？
活着的时候，他们没时间赏月，这会儿沐
浴着银辉，父亲该听上秦腔，母亲又开始
诵经了吧？ （运销集团）

中 秋 的 月 亮
孙文胜

现在超市物品充盈，随着中秋节临近，想
置办点蔬菜水果就直接买得了；如果没有
所需物品还可网购，肯定把你想要的那一
口几分钟拿下。

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儿时的记忆
中，买菜那跟现在没法比，过年冬菜要提前
收拾地窖，也只是放些红白萝卜、土豆、白
菜，该埋的埋，该上架的上架，晚上一家人
把西红柿上蒸笼，做几十瓶柿子酱，这便是
冬春两季的主要菜品。只有过年的几天才
得例外，等到通知贴到小区开水房，就知道
矿区的后勤部从千里之外拉回少见的“稀罕
菜”，冬天也买不到的，货都在车上，车停在
库里，露一半车身；那买菜的场景不亚于抢
购原始股，能买着了笑，买不着的，这年似乎
过得不敞亮，有妻子埋怨丈夫的，大人打孩
子的，老太太坐镇指挥的，全家出动肩扛手
提，芹菜、菜花、香菇、冬笋等，鱼也就带鱼一

种，菜都是限量供应，不等落地就卖个精
光，买好菜的昂首阔步走在小区，迎来邻里
一片羡慕嫉妒，赶来晚的、只见地上一片狼
藉，唯有唉声叹气、捶胸顿足；往往大多有
熟人邻里转让一点也算帮衬家庭和谐；这种
模式似乎从 90年代初才结束。而这些记忆
确似昨日，且影响今日，以至于自己家里的
小阳台在年里陆续就要扔掉一些菜，没有
家人的褒奖，只有孩子的埋怨了，“眼大肚
小”的话给我怼了回来，引来妻一旁坏笑。

如果说现在买菜方便，那也还有差距，
来自大城市与区县。我居住的小城区几十
万人口，城区人口占比三分之一，从各小区
到超市、菜场 10分钟步行足矣，过年过节也
不例外，天天新鲜蔬菜绝对物美量丰。大
城市则不然，记得在北京同学家小住，闲来
一人就是书店、菜场、公园逛一逛，从下楼
到小区大门，走了 30分钟，坐公交车到超市

买了菜，再坐上超市的免费公交车回小区
用了 3小时，超市自有免费公交车十几辆，
免费接送附近八九个小区购物者，这下我
才知道为什么这城市人家的厨房窗明案板
净的原因了，这买个菜也忒费时费力，平时
快餐店一吃或点个外卖也就图个方便。

民以食为天，吃团圆饭必然是传统文
化节日的重头戏。菜品没有贵贱，只有一
方水土，一锅记忆，那归来的游子看得清楚
老辈们习惯与生活的柴米油盐，你不见有
老人的家里阳台上又挂起了雪里蕻、萝卜
缨子，板鸭、辣味占领了半个晾衣架，那久
违的酱缸、酸菜的味道在走廊里开始荡
漾。虽然没有查干湖捕鱼上万斤后的盛宴
豪壮，也没有苗家千人长桌宴的隆重震撼，
可谁不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和传承对菜品
的珍惜，谁又不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迎接对
亲人的思念呢。 （建设集团韩城分公司）

快 乐 生 活
王怀民

秋日莲花

陕焦公司 侯俊峰 摄

秋水时至，百川
灌海，泾流之大，两涘
诸崖。万雨归田，汇
于秦源。钻燧取火，
至纯至端，直养无屈，
出乎四域。

秦源招标，兼义
与道，科学规范，系统
完善。方值丙戌，集
团蓬兴，出资百万，立
秦源招标之本，根代
理工作之基。少顷年
间，人才济济，卧虎藏
龙，举伊尹，选于众，

慎而有礼，信而竭力。冉冉乎如日出之
阳，浩浩兮破百亿之关。方其破关斩难，
揽天下之英才，聚众英之荟萃。群贤毕
至，少长咸集。已而若巨鲲卧潜，牵巨浪，
鹜扬而奋髻，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四
海，惮赫千里。自陕北，过蒲城，越渭河，
纵横千里，旌旗蔽空，横槊赋诗。其领域
之宽广，跨六界八荒四海，石油化工，莫不
涉猎；电力铁路，灌读累趣。纵横千里之
远，神气未变；挥斥诸业之间，泰然自若。
持万顷之力，建科学体系；以精细之心，秉
三公品牌。巍巍乎揽四境之项目，悠悠然
予万家之便利。后至丙申之年，集团复批
加资，秦源招标乃益加壮大，人才辈出，众
志成城，默契无间，携手齐进。服务以诚，
经营以专，管理以本，佳绩渠成。

秦源招标，专业高效，全面周到。浴
于廉政，咏而凝心，有勇知方，窥天潜泉。
承发展之宗旨，秉进取之信条。顺时代之
造势，应集团之规划，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志成之年，勇往直前，心诚意坚，活力
无限！ （物资集团秦源招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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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海绿洲 黄陵矿业 史灏 摄

又是一年中秋时又是一年中秋时
刘军刘军

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月夕等，每年农历八
月十五，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玩花
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习俗，是中国最重
要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

矿区的夜，深邃而静谧，微风竟也透着
几分唏嘘，这是新民塬独有的寒秋时节。
夜空中闪烁着星星，月亮也是格外圆润、明
亮，远望高高的井架、办公楼和公寓楼，在
五颜六色景观灯的映射下，格外光彩夺目。
年复一年，转眼间又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
节，牵起我对童年中秋节最美好的回忆。

记得那时，我们一家人生活在铜川老
矿区，每年中秋节，母亲都会早早起来，去
矿区不远的广阳街采购一些月饼、蔬菜和
水果，做一顿丰盛的饭菜，中午全家人聚在

一起吃饭，父亲还会喝上一点白酒，以示庆
祝。晚上，便在院子里摆上桌子，用盘子放
上月饼和苹果，母亲就会叫上我们和她一
起面对月亮，双掌合十进行拜月、许愿，然
后在皎洁的月光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
边吃着甜甜的月饼和苹果，一边遥望着星
空，看着月亮在白云中穿行，越来越高，越
来越亮，越来越圆。在赏月的同时，母亲总
是会给我们讲一些她从老家外婆那里听来
的关于中秋节的故事和传说，父亲还会问
问我们最近的学习情况，希望我们好好学
习，健康成长。此刻，一家人欢声笑语，其
乐融融，好不温馨。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虽然这么多年
过去了，我已步入中年，但是每当我回忆起

儿时和父母在老矿区的家里过中秋节的情
景时，心里倍感温暖。

现如今，我已成家立业，也离开曾经生
活工作过的老矿区，划转到了彬长矿业，
这一路走来有太多的感慨和回忆。在新
的工作单位，结识了新的领导和朋友，工
作和生活上也有了新的收获。这几年，单
位逢年过节都会给员工发很多过节礼品，
中秋节不仅会给员工发月饼，还会到井口
开展节日慰问活动，使我们这些远离家乡
的异乡人，感受到节日的喜悦和单位党政
工的关怀。同时，来彬长这几年里，逢年
过节，我都会带上单位发放的节日福利，
回到铜川老矿区家里看望父母，陪他们聊
聊天，使他们感受到天伦之乐。回到家

里，母亲总是问我吃什么饭，我说就吃她
做的家常便饭，因为那是“妈妈的味道”。
每次回家和父亲在一起，他总是问我在彬
长的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每次都会嘱咐我
要和单位领导和同事搞好关系，要与人为
善，工作上要勤奋不怕苦，要有责任心，要
有感恩心，要对得起单位给予自己的一切。

多年来，每当在工作上遇到困难，感到
迷茫和困惑时，父亲的谆谆教诲就会在我
的耳边响起，鼓励着我砥砺前行。

又是一年中秋时，我会在今后工作和
生活中，一如既往地感谢和感恩一直以
来帮助和支持我的亲朋好友，我会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勇敢面对工作和生活上
新的挑战。 （文家坡矿）

云阳塔吊

中亚能源公司 高济民 摄

人生百味

“尊重不是别人给你
的 ，而 是 你 自 己 争 来
的。”父亲在我的印象中
是一个在外性格温厚，
在家却极其严厉的人，
在我犯错的时候，总是
躲在母亲的身后看着他
瑟瑟发抖。还好母亲也
是个“护犊子”的人，每
次都能把“凶狠”的父亲
顶撞回去，然后一边安
慰我，一边给我讲一些
那 时 听 不 懂 的“ 大 道
理”。长大以后才明白这
是他们的“套路”，一人唱
白脸，一人唱红脸。但是
有的错误却得不到母亲
的“庇护”，面对涕泗横流的我，母亲也会狠心
将头撇到一旁。

还记得那是 2002 年初一刚入学的时候，从
村子里的职工小学升到了镇子上的中学，同班
同学光鲜亮丽穿着得体，背着崭新的书包，上
课的书本包裹得五颜六色。看一看自己手里
提着崭新的印着“XX 煤矿”的手提布袋，再看
一看脚上母亲特意扎了一个月的鞋底缝制的
黑布鞋，让我产生了一种自己与这个班级格
格不入的感觉。上课时掏出父亲用矿上发的
报纸包裹的课本，却要鼓足莫大的勇气，同学
向我友好地打招呼，总感觉夹杂着一种看土
包子的嘲笑。肆意宣泄了六年欢声笑语的
我，却只敢将头深深地埋在衣领之中。

回到家中，也没了说话的兴致，赌着气不肯
吃饭，父亲喊了几声，我也没应，母亲进屋寻问
原因，我也只是低着头不说话。父亲端着饭提
着小马扎走进屋里，坐在我旁边一声不吭就那
么吃了起来，看着父亲两碗饭下肚，我的肚子也
是不争气地响了起来。“说吧，今天学校发生了啥
事，第一天上学还能挨打不成？有气吃完了继续
生，谁也没拦着你。”父亲边说边打了一盆饭放在
床边，转身出了门。

偷偷打量一眼父亲不在了，纠结了一阵子
还是拿起饭盆，等我吃得差不多了，父亲又提着
小马扎坐了过来，“饭都下了肚，气消了就说说
吧！”我也是脸皮薄，吃人嘴软，就把学校的事给
父亲“倒”了出去。父亲听完只是哈哈大笑了起
来，“臭小子，你知道那个包是哪来的吗？那是
你爹我肯吃苦，评先进单位奖我的荣誉，我都
没舍得用一直给你存着，你倒嫌弃起来了，这
可是有钱都买不来的。”边说边坐在旁边用纸
卷起了烟叶。“包书皮的报纸你看过了没有，那
报纸上面可报道着你爹我的丰功伟绩，不比那
些个花花绿绿的东西强吗？”他顺手抄起了烧
红的炉钩子想要点烟，不知想到了什么又放下
了，“你妈怕你走路远磨脚，自己一针一线扎出
来的布鞋穿着不比那买来的鞋舒服吗？尊重
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你自己争来的，你自己
想想吧！”说完就把炉钩子放回原位走了出去。
低头看着报纸上描写父亲吃苦耐劳的报道，泪
水不知何时悄悄地爬上了眼角。

如今，我也在父亲的影响下成为了一名矿
工，为祖国能源发展事业而奉献青春。每当看
到 2 岁的女儿撒娇攀比的时候，总是能想到父
亲卷着烟叶的画面，最深的教诲不一定是最严
厉，却肯定是最刻骨铭心的，她爷爷的那句：

“尊重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你自己争来的。”
她终有一日会懂得，我坚信，等她成家生子的那
一天，也一定会将这句话传下去，时代在进步，
但是好的家风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

卷

烟

叶

李
嘉

岁月有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