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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慧根

今夜，明月高悬，梦回故乡。
思念，远比老家庭院里的草木

要深。
故乡满天星一样的柿子，像一

盏盏大红的灯笼，挂满游子被季节
风吹远又返回的梦幻。

遍野成熟的苹果、香梨和玉
米、高粱站立着，思念着亲人，四目
张望，谁也阻止不了心向与渴望。

如今的乡村瘦了，只剩下土地
与怀想。期盼亲人回归的日子，那
些肥沃的思念，让明月高高擎起家
乡的穹顶，又轻轻放下吞噬着自
己。

心灵的颤抖，因痴情而生。纷
扬的故事，闪亮的乡恋，在农家小
院的时间中流淌，磬音律动，兀自
悠扬……

中秋节，已成为中国的一个
实名制的驿站，只有在今晚的酒

杯与月饼里才能发酵浓郁的乡
愁。

岁月的小背篓，搁置在时光的
最深处，装满了日子的走向以及微
凉，从此成为经典的意象。

每一年的中秋都是馥郁的。
“十五的月儿十六圆”，早已长眠的
母亲时常念叨的絮语，一字一句都
嵌入我的灵魂，历久弥新。

中秋月圆，置于心中，即便残
缺，也是完美，亦是永恒。3

□刘庆邦

我们的写作都是从个人出发，从内心
出发，倾听的是自己的心声，凝视的是心
灵的景观。要做到这些，有一个前提，自
己的心必须静下来。心底静无澜，万物方
得映。心静无疑是通向内心世界的必由
之路，舍此就找不到自我，写作是谈不上
的。

然而从目前来说，要做到心静并非易
事。因为外部世界的信息、诱惑、干扰太
多，各种各样的声音过于嘈杂、喧嚣。人
们每天一睁开眼，就见许多信息在争相推

销，仿佛在说：看我吧，看我吧，我是很吸
引眼球的，点击率是很高的。又仿佛有
许多声音在耳边争鸣：听我的，听我的，我
的声音最动听，最爆棚。君不见，许多人
已被社交媒体所绑架，不管是走路，坐车，
吃饭，或蹲厕所，他们都在低头刷屏。有
人甚至在刷牙的那一小会儿时间，嘴里
喷着白沫，眼睛还在斜盯着手机。据报
道，北京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
能在站台下面的轨道池里捡到手机。那
是因为，有的乘客在上下车时还在目不
转睛地看手机，被别的乘客一挤一碰，手
机就脱手掉了下去。绑架的结果，使不

少人患了数字依赖症，甚至是数字焦虑
症。他给家人发一条短信，如果五分钟
不见回复，就心神不宁，坐立不安。如果
半个小时仍得不到回复呢，他会直接给
对方打电话。如果电话打不通，他的焦
躁情绪会快速升级，说不定要选择报警。
在以前没有互联网，通信手段不发达的
年代，倒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见科
技越是进步，生活越是现代，人心就越乱，
越恐慌，很难平静下来。

影响我们心静的不只是外部环境，
还有内部原因。比起外部环境来，一些
内部原因往往更让我们糟心，更不得安

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心里常常
不干净。不干净是我们老家的一种说
法，它并不是指人心里有多么肮脏，是指
人心里有事儿。那些事儿或千头万绪，乱
七八糟，或轻于鸿毛，庸人自扰。但那些
事儿却盘桓在人们心头，推不开，放不下，
使人戚戚，徒生烦恼。若深究起来，那些
事情多是世俗中的是非之心、名利之心、
男女之心、贪婪之心等等在作怪，它们如
魑魅魍魉一样追赶纠缠着人们，使人们难
以做到心中干净和安静。如果一个人不
从事写作，心态如何就随它去吧。而一个
从事写作的人，如果心里老是不干不净，写
作恐怕就难以进行。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正是
考验我们的时候，考验我们是不是有力
量，内心是否真的强大。这个力量不是
体力，也不是智力，而是意志的力量，心
上的力量。所谓意志的力量，就是坚韧、
耐烦、持久、抵抗和勇于战胜自我的力
量。通常人们认为，那些善于追赶潮流，
并在风口浪尖踏浪的人，才显得有力
量。岂不知，激流中的砥柱，或逆流而上
的人，则需要更加强大的力量。作为一
个写作者，他的先决条件不是乱动、变化
和无休止的热闹，而是独处、沉静、坚定
和耐得寂寞。只有真正静下心来，才能
排除外界的一切干扰，有望找到通向内
心的道路，并在广阔的心灵世界走得远
一些。3

静下心来

只有真正静下心来，才能排除外界的一切干
扰，有望找到通向内心的道路，并在广阔的心灵
世界走得远一些。”

——刘庆邦

问心自道

心灵感悟

□韦绪怀

黄国俊教授于2015年1月30日在美
国逝世，享年九十四岁。他虽然辞世年
余，其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有时恍若在梦
中，这种浓浓的师生情驱使我撰文，表达
怀念之情。

黄国俊教授是中国一代名医、中国医
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创始人和奠基
者。1973年和1981年，我曾两次到日坛
医院，在他的身边学习。朝夕相处的岁月
里，经常得到他的关心与教诲。他当时非
常繁忙，但总是挤时间传道授业解惑。我
被他儒雅谦和的气质、幽默风趣的谈吐和

精湛高超的医术深深折服。
我在日坛医院进修期间，据说组织上

拟请黄国俊教授任院长一职，这是常人求
之不得的，可时任日坛医院大外科主任的
黄教授却婉言谢绝，他摇着头说：“我的职
业是医生，干嘛叫我当这个官，那个官！”

一天上午黄教授正带领大家查房，一
位新闻记者慕名专访。黄教授面带微笑
说：“对不起，我没什么好值得谈的，劳您
枉顾。”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他说：“我虽
年逾花甲，仍精力充沛，每天早6点起床
晚12点入睡，医疗、教学、科研、管理，我
想一直干到不可避免离开的那一天就是
了。”淡泊、达观和睿智的黄教授是这么说

的，也是这么做的。
黄国俊教授医德高尚表现在他既治

已病也治未病，他为防治肺癌跑遍云南个
旧的矿山，为防治食管癌多次去河南林
县；在他平素临床工作中也总是把病人的
利益放在最前头。他以一颗善感的心灵
体察病患者的忧虑。长期坚持晚间查房，
看望病人，嘘寒问暖，耐心讲解防癌知识，
使患者放心接受治疗；他的学术研究具有
深刻、前瞻与独创性。他还时常撰写科普
文章，见诸报端；他的手术技巧令人叹绝，
阅读胸片更是慧眼独具，甚至把片内的

“故事”讲得细密如画，连医学泰斗吴阶平
院士有病也亲点黄教授为其会诊、手术。

因为他的卓越成就、敬业精神和高尚品
德，央视《大家》栏目曾详细报道过他的事
迹。

1988年 5月 13日，《人民日报》发表
了新华社从伦敦发回的电传新闻：英国皇
家外科学院在伦敦为黄国俊教授举行荣
誉院士授予仪式，并宣布全球享受这一限
额120名的殊荣者必须是在外科方面有
突出成就的国际上著名的科学家。因此
他也被列入《世界5000名人录》。

怀念黄国俊教授，从他身上，我真正悟
得因“为”而健，因“健”而康，因“康”而寿的
哲理；仰望黄国俊教授，他为医学事业锲而
不舍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铭记！3

□王钢

接触“新乡先进群体”，已经整整30年，老
感情了！

我认识的其中第一人是史来贺，30年采写
他 3次。1986 年第一次采访时，还不曾听说

“先进群体”这个名词；2003年第二次采访时，
听说新乡市在评选“史来贺式的好支书”；2013
年第三次采访时，听说出现了“新乡先进群体现
象”。到现在完成这本书时，“新乡先进群体”已
经站满我的视野了。

在我眼里，“新乡先进群体”就像一个雾中
走来的巨人。清晨原野的浓雾深处，他大步缓
缓走来，缥缈的轮廓在雾中一点点显影，渐渐变
得清晰，变得厚实，当他穿破最后一层雾纱，一
股雄浑磅礴的力量喷涌而来。

是时候了，“新乡先进群体”更加鲜明地亮
相于世，已经是时候了。

我写这本书，是基于一份歉疚和遗憾。那
年大约在冬季，史来贺分别托河南日报政文部
的正、副两位主任，给我捎过两次口信，说想让
我到刘庄看看，一次是在他逝世前半年左右，一
次是在他逝世前两个月左右。可在当时，谁也
看不到死亡之翼的迫近，我大意了，拖延了。人
啊，总是自以为机会很多很多，以致后悔莫及，
为此我曾在河南日报发表散文《错过了史来
贺》。错过了一个重大典型的最核心最精华的
内容，错过了一个伟大生命的最深最深的部分，
现在，不应该再错过“新乡先进群体”这个魅力
无穷的“星云团”奇观了。

《“星云团”之光——走进新乡先进群体》
这本纪实报告，仿佛新乡地界的一块太行巨
石，让我感到格外的吃重。里面的每一张面孔
都如此刚毅，里面的每一双目光都如此坚执，
分别写他们每一位，都可以是一部铮铮史书。
然而这次不同，必须以一个宏观思维的“广角
镜头”，以一种笼盖四野的理性架构，俯瞰整个

“新乡先进群体”，将所有史实尽收眼底，然后
打散、拌匀、重组、盘活，分门别类，条分缕析，
使他们有机融合在一起，深度凝结在一起，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活成一个共同体，活出
超越于个体之上的群体的生命，活出超越于个
体之上的群体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避免

“盲人摸象”，才好为“新乡先进群体”留下一份
全面而恰切的写照。这很难吧？是的，对习惯
于个体人物典型报道的我来说，真是一种逼出
来的结构革命。

理性，在这里是骨架、是脉络，但我不愿让
它桎梏了我、窒息了我。正如对史来贺这个
先进典型的研究，长期以来，理性的强势使我
们从特征、精神、内涵、境界、意义等方面，一
直钻到骨子里把他研究得透透的。可是有一
天回头猛地发现，人们竟然已经看不清他的
脸，那一张充满感性的、眉目开朗的、朴实率
性的、表情丰富的脸。所以，这次写“新乡先
进群体”，力求理性与感性结合，不要遮蔽了
那些容颜的生动，不要委屈了那些天性的鲜
活。透过文章结构的网格，我久久注视其中
的“新乡先进群体”，他们的姿态是腾跃的，他
们的温度是灼热的，他们的呼吸是粗重的，他
们生龙活虎，他们意气风发。我知道，本书最
具生命力的部分，最使人们津津乐道难以忘
怀的部分，一定是来自“新乡先进群体”的这
些真实范例。直到最后一遍修改文字，我还
为之热泪盈眶！

在新乡市委组织部的大力支持下，我得以
完成这一本纪实作品。作为“新乡先进群体精
神研究会”副会长，这也是我的义务。我想，本
书的第一位读者，最好是“新乡先进群体”成员，
我希望以这种方式，向这一个瑰丽恢弘的“星云
团”致敬！1

（本文为《“星云团”之光——走进新乡先进
群体》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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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红

小时候，每到中秋节，正值村子里
秋收大忙。但无论多忙，农历八月十五
下午，母亲都要放下地里的活，专心做
月饼。做月饼用的白面，上午已经掺了
酵子粉和好在盆子里等着它发酵。母
亲先准备做月饼的馅料，她把芝麻炒
熟，浓郁的香味在房间里像长了翅膀一
样飘散四溢，很诱人。她一不留神，我
们就偷偷地抓来放在嘴里，找个她看不
到的地方，“咔哧咔哧”嚼得欢实。再回
来时母亲已把花生芝麻在蒜臼里捣成
碎末，用盐调好放在碗里，这就是“芝麻
盐”，另一个碗里备有白糖和大枣。面
已发好，“白白胖胖”胀满整个盆子，母
亲把面块取出来，放在案子上揉来揉
去，反复地揉。母亲说揉得遍数越多越
透，蒸出的月饼就越软而好吃。直到把
面团揉得光滑，上面冒出许多小泡泡才
好。接着把面揪成一个个小面团，用擀

面杖擀成一个个小圆片，不薄不厚，这
时母亲把“芝麻盐”均匀地摊好在一个
面片上，把另一个面片盖上去，用手把
四周拍紧压平，这下就包得严严实实的
了，母亲说这是“咸月饼”。等把芝麻盐
包完，再用同样的方法包白糖，这就是

“甜月饼”。所有的馅料用完，面也没有
了，母亲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瓶盖或从地
里采来的圆麻花，在月饼的四周按来按
去，像盖章一样，月饼上就有了一些好
看的花纹，再把大枣摁上去，月饼就做
好了。它们又扁又平瘦不拉几的样子，
像发育不良的女子，一点也不中看。母
亲说，这是用发酵好的面做的，它们在
蒸锅里会变大的，你等着看吧。

母亲把月饼包完，大锅的水已经烧
开了，放上蒸屉，把月饼挨个放进去。
不能挨得太近，否则一会儿发大了会挤
在一起，不成形的月饼才愁人呢。盖上
锅盖，大火熊熊燃烧，我们的热望也如
灶膛的火，红彤彤地在心里闪亮。着急

地围着灶台转来转去，听见肚子“咕咕”
地叫了很久，像藏了一只鸟，馍香味才
悠悠地从锅盖四周蜂拥而出。锅盖一
掀，果真，变戏法似的，刚刚还瘦瘦的月
饼，现在个个“丰满”而骄傲地躺在笼屉
上，饱鼓鼓的“扛腰凹肚”，很富态，很有
意思。我们不能自已，手就伸进馍筐
里，母亲一边嘘着气从热锅里往外拿月
饼，一边轻轻地拍了我们的小手制止：

“等等，热馍吃了会噎着。”尽管香气浓
郁，垂涎欲滴，但还是乖乖地把口水咽
了回去。母亲又拿出几块白布，每个白
布里包几个月饼，吩咐我们姊妹几个送
往东邻西舍。这是我们最不情愿的事，
自从过了春节，大半年都没有见过白面
馍了，刚蒸出来的白月饼，还没尝上一
口，就要给人家送去，这不是太傻吗？
母亲却说：“好东西就是要大家都尝尝，
光自家人吃有什么味道？”我们只得噘
着嘴儿，抱着热乎乎的月饼，挨门挨户
地送了个遍。

等我们回到家里，却发现馍筐里
又多了很多形态不一的月饼，原来我
们前脚刚出门，四邻送月饼的孩子就
小跑着送来了他们家做的月饼。母亲
说：“这么多花样的月饼，都是巧手的
婶子大娘做的 ，换着吃不是更有味
吗？”我脸红红的，一定像树梢上缓缓
升起的月亮吧？

月亮像月饼一样圆圆的时候，父
亲也从地里回来了。一家人坐在院
子的桂花树下 ，桌子上摆放着圆月
饼，还有石榴、柿子等瓜果。满树的
桂花绽放，清香宜人，拿起月饼吃一
口，软香素朴的味道里平添了几丝淡
淡的芬芳。

又是一年中秋节，超市里的豪华
月饼摆得琳琅满目，我却情不自禁地
想起那吃了十多年的“面月饼”，那股
香味似乎还在舌尖流连，一家人乐呵
呵的欢笑似乎还在桂花树间穿梭，只
是父亲，早已不在身边。3

□王剑冰

我总是看不到周庄的月亮是怎么升
起来的。

但每天晚上它都会悬在高高的空
中，将一轮银灰洒在屋顶上，洒在树尖
上，继而洒在船篷上，洒在水面上。

那种冷色调的灰光洒得有些不动声
色，不像早晨的阳光有些兴师动众，总是
搅动起一些声响。

月光的洒过，就像洒水车的喷壶，倒
是将一些尘埃似的声响渐渐压住了。

夜就这样来临了。
月亮总还是不如太阳，能够把一切

都照得明亮，即使照不到的地方，也靠它
的影响和张扬而变得光亮起来。

月亮则显出了实在，照得到的地方
就照，照不到的就由它暗下去。

这样，越照得到的地方就越明朗，越
照不到的地方就越黑暗。

这便是太阳与月亮的区别。
但我还是忍不住要看一个完整的月

亮升起形象。
我叫了一只小船，顺着水动脉络一

直向外划，实际上也是顺着月光最初的
光芒向外寻觅。

当船儿的尖头划出了最后一堵灰白
的屋脊，我便看到了一轮明月在那里等
待着我。

它那般硕大、圆满，在湖面的网子上
架着，似被网住的一个银色收获。

而在我这惊羡的瞬间它便上升了许
多。

我猛然想起那句“海上生明月”的
诗，意境是多么的一致。

湖波像海浪般汹涌，周庄则小成了

一艘船，被月照着，照成了一幅古人的
画。

而我也全然不知地成了这画中的一
点。

这幅画我是在哪里见过呢？当月亮
渐渐升高的时候，我想起来了，我在一枚
邮票中见过呀，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中
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这水、这月、这庄子，那是故乡的回
忆，是绝版的印记。

我这才记起，今天是十六了，十五的
月亮十六圆。

十五的昨天，有多少人拥拥挤挤在
周庄的小桥上，沐浴着一层层的辉光。
他们说着各式各样的家乡话，唠唠叨叨
到很晚才消失。

船儿在轻轻地划动着，为这枚邮票
增加了一道道水印。3

天赐之缘

因
﹃
为
﹄
而
寿

品
人
忆
事

面
月
饼

月，就这样来临

中
秋
明
月

在我眼里，“新乡先进群体”就像一

个雾中走来的巨人。清晨原野的浓雾深

处，他大步缓缓走来，缥缈的轮廓在雾中

一点点显影，渐渐变得清晰，变得厚实，

当他穿破最后一层雾纱，一股雄浑磅礴

的力量喷涌而来。

仲秋雅韵 焦全才/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