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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寄相思明月寄相思
周依春周依春

2003年 9月初，入秋后的东北天气
渐凉，我们一行从满洲里乘晚班火车，清
晨就到了吉林长春。刚出站，朋友热情
地招呼上了小车，穿过城区直奔白山市。
这是我唯一一次到过长春，仅只是路过，
对长春的印象至今模糊，只是后来从一些
战争题材的电视片中有些许了解。

车行途中在一户民家饭馆吃了一餐
正宗的东北乱炖后继续赶路，下午早早
地下榻白山市抚松县政府宾馆。晚间天
气预报晴天，一觉好梦，美美地期待着。

早起果真艳阳高照，心情愉悦，在
我同学时任抚松县委书记的陪同下，启

程美好而又神圣的登山之旅。车队绕
长白山西麓行程三小时抵达山脚，租上
棉军大衣，徏步登山。登山途中阳光依
旧，偶尔飘过丝丝白云，期盼的圣池就
要见真容了。

长白山天池是大清朝的龙脉，乃神
山圣水，北宋文学家苏轼曾经描述，“水
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天有
不测风云，果真，到了山顶只见云雾飘
逸，水气缭绕，好似“一片汪洋都不见”，
即使近在咫尺也面目朦胧。等了半小
时，冷得实在不行，只好扫兴下山。

在山脚吃过午饭，太阳又窜出来

了。我们仍不心甘，租上棉军大衣又第
二次登山。真是奇了怪了，下面好好
的，到了山顶依然如上幕。又等了半小
时，实在坚持不住，只好依依不舍返程。

下山三分之一行程处，有两位轿夫
就地休息。我们心里闷闷不乐，但还是打
趣地取闹轿夫，“师傅，这天还能开吗？”

轿夫热情，“怎么不能？”“坐我们的
轿子就能开。”问了只要 100元，并承诺
不开不要钱。

朋友说，好不容易大老远来都来
了，就赌一把吧。于是坐上轿子又第三
次登山，其实再步登也爬不上去了，只

是苦了两位忠心的随从跟在轿子后面
硬撑。

到了离山顶大概不到五十台阶，轿
夫停下来休息片刻，我调侃他们今天算
是白忙活了。休息了只十来分钟，轿夫
叫声“坐稳”，健步如飞直冲山顶。

刚落轿，一阵劲风吹过，顿见云收
雾敛，一缕金霞直射湖心。四周山体仍
被浓雾笼罩，只是天池被完整地揭开神
秘的面纱。清澈碧透，一平如镜，五色
斑斓，波光岚影。“云卷雾舒时，潋滟水
光妙好。”我们被眼前的盛宴惊呆了，竟
然都忘记了打开相机记录这一珍贵的

时刻。十多秒后，等我回过神来，一切
复原，就像是做了个短暂的美梦。

兴奋极了，给轿夫奖励了双倍的劳
酬。一路下山，满心欢喜，心中的夙愿
如期。据说，有福之人才能看见天池。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心之人方有福。朋
友打趣，“你就是个坐轿子的命。”我一
笑回之。

回想起这次经历，我感悟，不管做
什么，贵在坚持。每每遇到挫折，我也
总会鼓励自己，坚持！坚持！机会是留
给有准备之人的，坚持总会有希望！

（作者系湖南省农信联社党委副书记）

初秋风韵
孙世伟

“落叶知秋”。
初秋的风伴着几分夏末的温

度，把初秋装扮成一首首诗的芬
芳。几场秋雨送来了渐凉的秋
意，初秋天高气爽，风轻云淡，还
有“秋老虎”不断的发威，彰显了
初秋的韵味。

时间总是那么匆匆忙忙地从
手指间不断滑落，还在夏末的沉
醉中，初秋却已悄然来临，不得不
告别昔日翠绿的山野，眼帘映入
的是五颜六色的斑斓，火红的，浅
黄的，酱紫的，翠绿的，尽染山峦
叠嶂。一望无际的农作物经过春
的播种，夏的耕耘，最终迎来了金
灿灿的秋。

告别夏末的八月，走入初秋的
九月，秋风乍起，气温也是凉一阵
热一阵，秋雨也是下个不停。当片
片落叶随着秋风飘落时，转眼间就
把整个山野渲染的色彩斑斓，低垂
的金黄稻谷在瑟瑟的秋风中摇
曳。遍布山野那些不知名的小花，
经过秋风秋雨的洗礼，怒放的更加
妖艳。

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漫
步田野山间，处处是一派丰收的
景象。辛勤的人们在春天播种希
望，伴随着夏雨的滋润，经过辛勤
的耕作，在秋风乍起时，满怀希望
的走进了秋天，去收获属于自己
的成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有付
出，才有希望。

秋天，是一个天高云淡的季
节，当你惜别秋雨就会看到朗朗的
蓝天。登高眺望，蔚蓝的天空中飘
着朵朵白云，绵延起伏的山野被五
颜六色的植被装扮得婀娜多姿。
秋风扫走的不仅仅是落叶，还有那
浮躁的心情，最后收获的是希望。

“爱拼才会赢”。人生也亦如
此。只有你不断的努力拼搏，实现
自我，才能收获一个美满的人生。
（作者单位：吉林东辽县农信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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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总会有希望坚持总会有希望
邓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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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的晚上，当我干完手里的工作
已是午夜时分，一连几天的加班使我有了
些许疲惫。走过步行街，刚刚踏进安全巷
的时候，天竟不知不觉下起雨来。我没有
未雨绸缪的习惯，雨伞自然没有带，只得
一路任淅淅沥沥的雨打湿我的头。

一踏进安全巷，透过稀疏的光影，
就隐约感到似乎有人跟在我身后，鬼鬼
祟祟的样子。我三步一回头，深一脚浅
一脚地行走在雨雾里。扑嗒扑嗒的雨
水声，更使安全巷充满了无边无际的烦
恼，显得并不是如它的名字一样名副其
实了。

我最怕黑夜里的一切怪异行为，因
为黑夜里并不能让我沉着如阳光下。
这么多年来，我很少有在夜里行走的习
惯，要不是晚上加班，我才不会独自一
个人走这冷清的夜路。想到身后有人
跟着，又使我懊悔，平时总是一味地享
受着懒觉给我带来的快意，而忽视了对
身体的锻炼，要是身体再强壮一点，也
不至于让人看了觉得如薅秧一般。

脚步声越来越近，透过影子我能看
清跟随者脚步之快。恐慌之余，我满腔
怒火，这算什么名堂嘛，惊恐的血液直
往脑门撞。我猛然收住因为恐惧略有
些颤抖的脚步，站住了。他猝不及防，
也站住了。我突然回头，看到的是两只
眼睛盯着我，死死地。“你来。”说着他走
向前方一盏昏暗的路灯。迟疑着，我还
是挪动了脚步。

夜，静静的夜，寂寞的夜，恐惧的夜，
我走得步步惊心，四周已是安眠的世界，
我这时感受到那非同寻常的诱惑。

他站在我面前。借着昏黄的灯光，
我能看清这是一位老人，头发已然有些
花白了，而且有些凌乱，衣服湿漉漉的
裹在身上，显得逾加瘦弱。他一只手提
着个篮子，一只手提着一盏自制的莲花
灯，微弱的灯光在黑暗里有着些许的温
暖。看到他衰弱和瘦小的样子，我因紧
张蹦跳得厉害的心才稍稍有些平静下
来。他放下篮子说：“我已经跟在你后
面好几天了。”我有些吃惊。然后，他从
怀中小心翼翼地掏了半天，掏出一张皱

巴巴的照片，珍重地将照片交到我手
上：“我儿子。”从照片上，我能看清发黄
的底色没能掩饰那男孩的英俊潇洒和
充满年轻人特有的朝气。

“你和他长得一模一样。”他几乎是
瞪着我，眼里透露着几分忧伤。

“现在他在哪里？”我想走了，面对
这样一个陌生的老头儿，我能和他说什
么呢？

他停顿了片刻，呢喃道：“死了。”
我吓了一跳，在黑夜里听到这个可

怕的字眼，他已是黯然神伤。我想快快
离去，这老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又
不忍心撇下这深夜的伤心。

“今天是中秋，也是他的生日，三十
五岁了……”他唠叨不已，脸上说不清
是泪水还是雨水。“你儿子一定很乖。”
我应付着问。

“不对。”我没有想到他竟绝望地低
吼，说话连珠炮似地快：“他讨厌我，可
是我改了，我不再喝酒了，你闻闻。他
死的时候，我还在喝酒。你不知道，那
时我喝了酒就打他、骂他。”老人泣不成
声，凄苦至极。

我必须走了。老人却拦住我，从篮
子里拿出一只月饼。“今天是中秋，他三
十五岁了，他很喜欢吃月饼，豆沙的，这
个缺口是他妈咬的，那个缺口是我咬
的，你……你……”他执拗地把月饼塞
到我手里。“他最怕黑了，他最想拥有一
盏莲花灯。”老人念叨着把手里的莲花
灯交给我。

他走了。
烟雨霏微。我把莲花灯撑得高高

的，迷蒙的雨幕中，照亮着老人踽踽独
立远去，很快消失在雨夜里。我手中的
月饼让雨水淋得又冷又硬，就像人间难
以抛弃的苦难，沉甸甸的。

我擎着老人送我的灯盏，光影虽然
微弱，但能让人感受到温暖和希望，让
人心境纯粹，特别是在这样寂寞孤独的
夜里。我抬头望天，天上无月。中秋无
月也团圆，我想。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
分行荣县支行）

无月 也团圆

毛正宏

这本书给我的记忆非常深刻，也
是我经常翻看的枕边书之一，这就是
出生于奥地利的美国临床心理学家
维克多·弗兰克尔撰写的《活出生命
的意义》。

维克多·弗兰克尔的经历充满传
奇色彩，二战时期被关入奥斯维辛集
中营达三年之久，并成为少数活下来
的人之一，67岁驾驶飞机，80岁登上
阿尔卑斯山。维克多·弗兰克尔十分
独特的经历也让这本书焕发出别样
的光芒。

对于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作者告
诉我们，没有特定的答案。维克多·
弗兰克尔指出可能找寻生命意义的
三个途径：工作（做有意义的事）、爱
（关爱他人）以及拥有克服困难的勇
气。苦难本身毫无意义，但我们可以
通过自身对苦难的反应赋予其意
义。从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思想火花
中，给了我深刻的触动。维克多·弗
兰克尔指出，“在苦难中，一个人可能
仍然保持勇敢、自尊、无私，也可能为
了自我保护在激烈的斗争中丧失了

人的尊严而无异于低等动物。”正是
保持了这份勇敢、自尊、无私的精神，
支撑弗兰克尔在存活概率不足二十
八分之一的“死亡工厂”奥斯维辛集
中营中活了下来。

《活出生命的意义》前言里有一
段话，“一些不可控的力量可能会拿
走你很多东西，但它唯一无法剥夺的
是你自主选择如何应对不同处境的
自由。你无法控制生命中会发生什
么，但你可以控制面对这些事情时自
己的情绪与行动。”读来很有启发。

面对生命无常变化，选择控制
情绪，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上，是一种
更积极的应对方法。当遭遇厄运或
者困境的时候，也能找到生命的意
义，重要的不是忍受痛苦或是避免
痛苦，而是找到意义，一旦转变对于
苦难的态度，痛苦本身就有了意
义。“只要我们拥有自主选择如何应
对处境的自由，我们就不会一无所
有。”正是如此吧。

这让我想起当代作家余华写的
《活着》。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

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
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
牛相依为命，看了一遍后我再也不忍
翻看。是的，活着本身很艰难，正因
为异常艰难，活着才具有深刻的含
义。这也正契合了维克多·弗兰克尔
所说：“生命在任何条件下都有意义，
即便是在最为恶劣的情形下。”

思考生命的意义对我来说太过
沉重了一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
人公保尔·柯察金说：“人最宝贵的是
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
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
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
而羞耻……”以前对我来说，充实忙
碌的工作与生活，让我觉得没有过多
的遗憾就很知足。现在，更多的时
候，活在当下，过好当下，对我而言，
就是其意义本身了吧。

而维克多·弗兰克尔指出可能找
寻生命意义的三个途径，也让过好当
下的想法有了更多指引。能读到这
本书，并有所收获，真是很欣喜。

（作者单位：江苏赣榆农商银行）

中秋节，既是团圆和思念的日子，
又是丰收和奉献的日子。

小时候，每逢中秋佳节，母亲会用
从生产队分得的菲薄酒谷（方言，即糯
谷）磨成酒米（方言，即糯米），晚上为我
们做一锅酒米干饭，说是一锅，实际只
有上面一层是酒米，下面全是红薯或土
豆，因为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家里人
口多，如果不匀着吃，就会吃了上顿没
下顿。会盘算的母亲经常教导我们，要
牢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莫要

“有了一顿餸，莫得了敲扁桶”，然后把
腊肉切成肉丝煎干，连同油和油渣一起
浇在蒸熟的酒米饭上，再撒上一些葱花
拌匀，那样的美食至今仍令我垂涎欲
滴，回味悠长，而在那时中秋节能吃上
一顿酒米干饭也是一种奢望。

吃罢晚饭，我们一家人会在院坝里
乘凉。皎洁的月光下，幼小的我躺在曾
祖母的怀抱里，她指着天上那轮圆月，
给我们讲嫦娥奔月的故事。

相传在远古的时候，天上突然出现
了十个太阳，晒得大地直冒烟，老百姓
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了。有一个力大无
比的英雄名叫后羿，他登上昆仑山顶，
运足气力，拉满神弓，一口气射下九个
太阳。后羿为老百姓除了害，很多人拜
他为师，有个叫逄蒙的人，为人奸诈贪

婪，也随着众人拜在后羿的门下。后羿
的妻子嫦娥，是个美丽善良的女子，她
经常接济生活贫苦的乡亲。一天，昆仑
山上的西王母送给后羿一丸仙药。据
说，人吃了这种药，不但能长生不老，还
可以升天成仙。可是，后羿不愿意离开
嫦娥，就让她将仙药藏在百宝匣里。这
件事不知怎么被逄蒙知道了，八月十五
这天清晨，后羿要带弟子出门去，逄蒙
假装生病，留了下来。到了晚上，逄蒙
闯进后羿家里，威逼嫦娥把仙药交出
来。嫦娥心里想，让这样的人吃了长生

不老药，不是要害更多的人嘛。于是，
她便机智地与逄蒙周旋，眼看就要搜到
百宝匣了，嫦娥疾步向前，取出仙药，一
口吞了下去。嫦娥吃了仙药，突然飘飘
悠悠地飞了起来。她飞出了窗子，飞过
了洒满银辉的郊野，一直朝着月亮飞
去。后羿外出回来，不见了妻子嫦娥。
他焦急地冲出门外，只见皓月当空，圆
圆的月亮上树影婆娑，一只玉兔在树下
跳来跳去，妻子正站在一棵桂树旁深情
地凝望着自己。后羿不顾一切地朝着
月亮追去，可是他向前追三步，月亮就

向后退三步，怎么也追不上。乡亲们很
想念好心的嫦娥，在院子里摆上嫦娥平
日爱吃的食品，遥遥地为她祝福。从那
以后，每年八月十五，就成了人们企盼
团圆的中秋佳节。

我们听得如痴如醉，无不为后羿的
勇敢和嫦娥的善良所感动，带着甜蜜很
快就进入了梦乡。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
们家也承包了几亩田地，母亲每年总
会留足半亩田来种糯稻，她起早贪黑，
披星戴月，除草施肥，辛勤劳作，产量

高出了原集体生产时近一倍，仓廪实
而不再为吃不饱而犯愁。每逢中秋佳
节，母亲会用收获的糯米打成糍粑，在
月明星稀的中秋之夜，我们一边有滋
有味地吃着糍粑，一边听大人们有说
有笑地畅谈改革开放好政策，分享丰
收带来的喜悦。虽然再也不能听到曾
祖母给我们讲嫦娥奔月的故事，但却
有了一份“中秋夜里说丰年，听取欢声
一片”的幸福感。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经济的
发展，市场上的食品越来越丰富，各式
各样的中秋月饼应有尽有，月饼取代了
我们曾经的酒米干饭和糍粑，从此有了
吃月饼的习惯。

中秋夜，吃月饼，赏圆月。“每逢佳节
倍思亲”。此时全家人少不了牵挂在外
保家卫国的弟弟。电话里，当教师的父
亲更多的是对他安慰和鼓励：人有悲欢
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家中
一切都好，你就安心当兵吧！没有你们
的付出，就没有万家团圆，我们为你感到
骄傲和自豪！电话那头的他不禁哽咽
道：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祝你们中秋快乐，身体健康！

中秋节快到了，朦胧的中秋记忆又
一次萦绕在我的心头。

（作者系四川遂宁农商银行行长）

中秋随笔
张鹏瑶

又是一年中秋，而今已度过二十
七载。

日子一天天过着，好似漫长，
又好似飞快，好似生活便是这般平
淡无奇。然其中也不乏那些感动
难忘的记忆，好似生活本无需记录，
年轮便代表了一切，就像奶奶的皱
纹越来越多，妈妈又长了几根白发，
而我更擅长于“保温杯里泡枸杞”。

时光是一个极好的词，成长着
成长，却又是一个极其残忍的词，
衰老着衰老，以前盼望着长大，而
今却又羡慕着那个儿童，路过的人
越来越多，而真正能留在身边的人
却又越来越少。

当代作家张嘉佳说，世间有两
种爱情，一种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另一种是让我留在你身边。世间万
物，芸芸众生，也或许一切如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结婚”一词
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不将就”
频频亮起红灯，几经“新文化”的浸
染，好似也可以接受孤独终老，因为

“宁缺毋滥”。然近来身边结婚的朋
友越来越多，那一刻竟有些恐慌。

朋友说：“我们本是‘凡人’，便
需行凡事。”当然，并不否认，更承
认爱情之美好。只是，我不知道良
人在哪儿，不知道是否已然错过，
也不知良人何时抵达我的身边，然
后说一句，让我留在你身边……

中秋佳节，本是团圆，然只是
想念，想为你写一首情诗，想为你
唱一首情歌，想陪你度过三餐四
季……

嗨！我会努力过好每一天，然
后等风也等你……

（作者单位：山西壶关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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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生命的意义
吕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