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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鄉秋色
代偉

           金陽用筆，
           描一幅秋色圖
           遠山已是層林盡染
           西風追逐小溪的腳步
           蘋果的香味，鋪滿
           野花點綴的小徑
           它，一頭挑起
           村莊的炊煙
           一頭挑起
           遠天的夕陽
           母親的喚歸聲
           喚醒蟋蟀的唱詞
           餵養我童年甜蜜的夢

月之惑
山立

           你總是選擇
           月亮圓的日子
           我習慣了
           習慣看你月亮下的
           神秘與冷漠

           月光中
           你不說話，也不唱歌
           你讓我抬頭望月亮
           卻不允許低頭
           迎接你夢幻般的目光

           今天的月亮
           和那天的不一樣
           你還如此神往
           攬入懷中的，只有你
           踩住月光的影子

閒話清秋結
艾文

 在微博本地熱門裡閒逛，意外發現附
近那座小山竟然成了賞秋的新晉網紅打卡
點。網友們從各種角度呈現著山野的清秋美
景。或長或短，全都配發了贊秋、盼秋、戀
秋的文字，字裡行間透出濃濃的清秋情結。
瀏覽頁面，我的身體和心靈也隨之豁然通
透，雖未親臨其境，但心頭那瀰漫已久的清
秋結卻被狠狠地喚醒了。

清秋結，是農人渴望豐收，是學子希冀
題名，是離人夢縈家親；是志士憂憤報國，
是亡君哀思故土；是勞碌後的凝思，是新篇
前的沉澱。

「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清秋，
居于暑夏與寒冬之間，此時，碧空遼闊，雲
淡風清，人們掙脫了酷暑的炙烤，還未受縛
于寒冬的禁錮。一切都是那麼令人心曠神
怡，我們可以盡情地眺望天寬地闊，聆聽秋
蟲啾啾，觀遠山如黛，賞層林盡染。大地的

果實沐浴著秋霜白露，豐盈之外更顯水靈；
文人的才思映襯著圓月清輝，神馳之中盡著
家國情懷，清秋使人情思百結，逸興勃發。

幼年時，我的清秋結是早點把外婆接來
家中小住，因此，總盼望著秋收快快到來、
早早結束，這樣，家裡就不忙了，也應了外
婆常說的，到了秋上再去；高中時，我的清
秋結是懷揣錄取通知書，到一所漫山紅葉的
大學報到，然後登臨山頂，遊目騁懷，為人
生藍圖擘畫雛形；參軍後，我的清秋結是手
握鋼槍，如蒼山一般巍然屹立在邊關哨卡，
目光如炬，勇猛似虎，保衛祖國邊境安寧，
守護中秋夜的萬家燈火；今天，我的清秋結
是不忘初心，腳踏實地，在追夢征程裡，收
穫事業和家庭的快樂。我的清秋結隨著人生
流轉，在變與不變中感悟清秋之魅，品味清
秋之美，收穫清秋的饋贈。

自古以來，人們就有多姿多彩的清秋
結，或哀時傷逝，或悲天憫人，或遣志抒
懷。

「閒夢遠，南國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
暮，蘆花深處泊孤舟。笛在月明樓。」這是

南唐後主李煜的清秋結。被囚禁于小樓中的
亡國之君，此刻正在似夢非夢之間神遊故國
清秋，心生無限悵惘，餘生每年清秋將是他
永遠繞不過的結。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
辛棄疾的清秋結定是誓死抗金，收復失地，
讓那層層疊疊，狀如美人髮髻的青山在清秋
時節盡收眼底。在報國無路、壯志難酬的悲
憤之際，清秋美景，既增添了他的憂愁與憤
恨，更激發了這位民族英雄為秀麗山河沙場
點兵的壯志豪情。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鉤。何當金絡
腦，快走踏清秋。」李賀的清秋結是盼望一
展抱負，建功立業。即便懷才不遇，天不假
年，這位才華卓絕的青年才俊，在短暫的生
命中卻始終憂國憂民，心懷夢想。

清秋美景，在詩詞文章中流淌，在滄桑
巨變中重現。無論你功業蓋世，抑或渺如螻
蟻，都會在心頭凝聚成獨屬你的情思，百結
千回，欲罷不能。清秋結，已然成為中華文
明的一幀精神符號，裝點我們的靈魂，照亮
你我前行的步伐。

母親的中秋節
劉繼智

 小時候，因為家境貧寒，兄弟伙多，
家裡缺糧缺錢是常有的事。每到中秋節，父
母沒有錢買月餅給我們吃，那個時候，我對
于月餅的印象幾乎為零，根本就不知道月餅
到底是什麼樣子，吃月餅是什麼滋味兒。但
是，母親對于這個節日也是異常重視的，印
象最深的是：每到這個節日來臨之前，母親
就忙著借糯米、舂糯米、和糯米粉，做羹粑
給我們吃。

中秋來臨之前恰恰是新谷剛剛割倒，
有的還沒有割，生產隊雖然也種了糯谷，但
分到每家每戶往往要到中秋過後，母親實在
等不及，但也沒有錢去街上購買，怎麼辦，
就只有借了。

那個時候，鄰居之間互相借東西是常
有的，但借糯米，又在新糯米還沒有出來之
時，想借，真的不是容易的事。頭幾天，母
親在串門聊天之時，就不動聲色旁敲側擊打
聽誰家有糯米，往往是問者有意，答者隨
意，多半的家庭和我們家庭狀況差不多，糯
米這種緊俏糧食對于他們來說也同樣金貴，
母親沒有善罷甘休、輕易放棄，依然繼續串
門聊天，有意往這方面扯話題，工夫不負有
心人，有幾家果然還留了一點糯米。

夜裡，母親和父親在油燈下商量，思
忖著這幾家誰最容易借到糯米，討論來討論
去，依然沒有個準確的結論，第二天早晨，
母親捧了個木升子，把身上的衣服反覆扯了

扯、拍了拍灰塵，就上路借糯米去了，皇天
不負有心人，兩個小時之後，母親終于借到
了一平升糯米，回來的時候，明顯是腳步帶
風、面帶喜色，有些樂顛顛的模樣，話語裡
明顯帶著顫音。

「走，舂糯米去！」母親拿了一個盆
子、一把專門用來掃石臼的短笤帚，一個螺
篩，便帶著我往西門外的舂米石臼走去。

村頭的舂米石臼到底用了多少年，我
不知，但自從記事的時候，它就發揮著重要
的作用，舂米、舂麥、舂蕎麥、舂芝麻、舂
高粱，少不了它，雖然，那個時候，卡米機
已經進鄉村，但舂米石臼的嘰呀嘰呀聲依然
每天響個不停。

好在那天舂米的人並不多，前面就只
有兩三個，母親就把盆子和螺篩放在舂米石
臼不遠處，意為排隊，讓我在這裡等著，自
個又回家忙別的事兒去了，大約過了一個多
小時，母親從巷子裡走了出來，那幾家也分
別舂完了，終于臨到我家了。

等最後一家離開之後，母親用短把笤
帚把石臼上上下下清掃了一遍，然後把泡濕
的糯米倒進石臼之中。

舂米石臼俗名碓場，兩部分組成，一
部分是石臼；另一部分是碓石和裝碓石的長
木頭，石臼處有兩根豎起的木樁，專門撐起
碓石木板的，木板的另一頭下面有個場子，
當碓石翹起時，另一頭恰巧落在場子底部，
這種原始的機械運用的就是槓桿原理。

母親踩了另一頭，這邊的石便翹了起
來，一鬆腳，石碓就落在石臼之中，反反覆
覆，糯米便成了粉子。

當然，母親在踩石碓板的時候，也會
經常停下來，然後叫我踩了板子，不松腿，
她就用笤帚的另一頭把裡面的糯米攪動，目
的是讓糯米舂得更加勻稱。

糯米粉舂好之後，母親就把它倒在簸
箕上曬乾，到了中秋節這天，母親于是拿出
盛有糯米粉的袋子，小心翼翼地把糯米粉倒
進砂盆裡，然後著少量的水，用手在糯米粉
裡揉搓，直到把糯米粉揉成一坨為止。

接 下 來 就 是 搓 羹 粑 了 。 羹 粑 就 是 湯
圓，這名字很土氣，但平日裡我們叫順了
口。吃羹粑是我所愛，但我卻不喜歡搓羹
粑。

母 親 把 糯 米 粉 團 摳 成 一 小 坨 一 小 坨
的，接下來，母親就教我如何搓羹粑，把那
小的糯米團放在手心處，兩手摩擦，使之成
圓形即可。當然，搓之前，一定要把雙手洗
得乾乾淨淨。我不管怎麼用心，都沒有母親
搓的羹粑圓溜，母親搓的羹粑，不但圓，還
有一種光溜溜的感覺。

鍋裡的水燒得翻滾起來，母親才把一
個個的羹粑丟進熱水裡，直到一個個的羹粑
浮出水面，母親便用鍋鏟把一個個羹粑撈起
來，分別盛在灶邊的瓷碗中。碗裡的羹粑依
然熱氣騰騰，滿屋子裡氤氳著熱氣，空氣裡
飄散著糯米清香的味兒，還沒有吃羹粑，我
已經垂涎三尺了。

這就是母親特意準備的中秋節：吃羹
粑！而在我們老家，每到中秋節，沒有月餅
還行，但沒有羹粑吃，就不是過中秋節。可
見中秋節吃羹粑，已經成為我們那裡的一種
傳統習俗。

「方川杯」 世界華語閃小說大賽評選揭曉
菲律濱華文閃小說學會榮獲優秀組織獎

菲律濱華文閃小說學會訊：2020年「方
川杯」世界華語閃小說徵文大賽組委會，于
9月28日發佈由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閃小說
專業委員會、廣州市方川潤滑科技有限公司
主辦，廣東省閃小說委員會承辦的《2020年
「方川杯」世界華語閃小說徵文大賽》，以
「愛是永恆，潤滑心靈」為主題，2020年5月
1日開賽，至8月31日結束徵稿，共收到有效
參賽稿件569篇。

除有中國內地及港澳台地區作者參賽
外，還有德國、加拿大、印度、印尼、馬來
西亞、新加坡、日本等十多個國家及地區的
華文作者參賽。經初評、二評後，共有98篇
作品入圍決賽。經終評委王勇(菲律濱)、余
途、程思良、王平中、邵俊強、冷清秋、劍
言一白、顏士富、遲占勇、憨憨老叟對入圍

的匿名作品獨立打分，按得分高低排序，評
選結果揭曉，現予以公佈（因未有作品達到
特等獎的水準，經組委會研究，特等獎寧缺
勿濫，同時擴大其他獎項名額。另，同一作
者多篇入圍取成績靠前之篇次）：

  特等獎：空缺。
  一等獎(2名)：1、《26個未接電話》，

劉青(廣東)，2、《小車被撞後》，林永煉(廣
東)。

 二等獎(4名)：1、《雨夜》，沙劍波
(江蘇)，2、《愛無言，情無聲》，蒲建知
(廣東)，3、《換防》，一灣淺藍(四川)，4、
《龜癡》，海華(廣東)。

 三等獎(6名)：1、《丑新娘》，紅妹
(廣東)，2、《為愛續費》，雁戈(四川)，
3、《托付》，麻堅〈貴州)，4、《愛情霞

光》，趙同勝(河北)，5、《金手指》，謝
素軍(廣東)，6、《救援驢友》，凌鼎年(江
蘇)。

優秀獎(30名)：1、《中國印》，石漁
(河南)，2、《寶地》，林健(河南)，3、《風
箏又斷線了》，馬卡(廣東)，4、《你幸福
嗎》，萬華(江蘇)，5、《線切割》，廖小權
(四川)，6、《1938年的那場洪水》，代應坤
(安徽)，7、《超人》，廖麗文(廣東)，8、
《紅旗飄飄》，王立紅(黑龍江)，9、《外婆
的桃花扇》，吳繼忠(湖南)，10、《木頭將
軍》，吳建(山東)，11、《捐大蔥》，劉浪流
浪(湖南)，12、《真經》，東方(山東)，13、
《爸爸是只蜻蜓》，寇建斌(河北)，14、《午
夜免單》，何學滔(山東)，15、《尋找》，徐
秀宏(江蘇)，16、《「釋放」之日》，鄭燮

(四川)，17、《烤火》，尹翔學(廣東)，18、
《山稔情》，陳振昌(廣東)，19、《疫情中的
跨國愛情》，呢喃(德國)，20、《父親的軍
禮》，段文祥(河南)，21、《競拍寶井》，
謝金城(湖北)，22、《坎貝爾流淚了》，楊
希珍(黑龍江)，23、《方川，加油》，藍月
(江蘇)，24、《一雙鞋墊》，肖曙光(廣東)，
25、《與荷有約》，陳遠芳(安徽)，26、
《寂寞的舞者》，洪超(江蘇)，27、《等一
個人》，袁霓(印度尼西亞)，28、《救人一
命》，羅一(日本)，29、《吻》，小雨人(加
拿大)，30、《這才是我兒子》，巴龍(黑龍
江)。

優秀組織獎(3名)：1、菲律賓華文閃小
說學會，2、《校園文學》。3、閃小說作家
論壇廣東版管理團隊。

中國大使獎助學金
惠及晨光中學學子

晨光中學訊：菲律濱華教中心於二○二○年八月
十七日下午三時舉行「中國大使教育基金菲律濱華校二
○一九至二○二○年學年度獎學、二○二○至二○二一
年學年度助學金網上頒發儀式」，中國駐菲大使黃溪連
閣下、參贊兼總領事羅剛先生、領事董洪亞先生、菲教
中心黃端銘主席、中新社菲律濱分社關向東社長、十二
位華校領導和來自二十七所華校的三十位學生代表參加
儀式。中國大使教育基金今年撥款四十萬人民幣，共計
四十八所華校的六十八名學生榮獲獎學金，五十一所華
校的九十七名學生獲得助學金。

本校有四名學生是中國大使教育基金的受惠者，獲
得獎學金的有陳景森同學和王建宏同學，而獲得助學金
有施永勝同學和美娟同學。        

中國大使教育基金會及華教中心的熱心善舉，令人
敬佩，本校特藉報端，並申謝忱。

中信基金會熱心華教
再次捐獻晨光助學金

晨光中學訊：由菲律濱中信慈善基金會與華教中心
合作設立的「中信菲律濱華校學生助學金」二○二○至
二○二一學年度贊助名單已經公佈於報刊，惠澤全菲各
個華校之莘莘學子。本校本學年度兩位學生楊聖青和劉
愛莎品學兼優，經申請批准，各獲得助學金。中信慈善
基金會熱心善舉，樂育英才，鼓勵貧寒優秀學生勤勉上
進，令人敬仰。本校特藉報端，並申謝忱。

中國多地掘金「夜經濟」提振消費
　　中新社永州9月29日電　位于湖南南部、擁有2200多年歷

史的文化名城零陵，正在舉辦為期一個月的第二屆歷史文化名

城（永州）文旅活動周暨柳宗元文化旅遊節·零陵夜宴，以期

建設全業態夜間經濟集聚區。

　　零陵區委書記唐燁告訴記者，希望通過夜演、夜跑、夜

購、夜遊等系列活動，創建高品質夜間經濟示範點。

      這形成「食、住、游、購、娛、演、體」等多元化的夜間

消費市場。

　　夜遊經濟是一種文旅融合的新消費形式，將「自然景觀+

燈光藝術+文化特色」有機結合，以改變「白天看景、晚上走

人」的旅遊模式，正逐漸成為拉動城市經濟活力的新引擎和疫

情之下擴大消費、穩就業和恢復經濟的抓手。時下，中國許多

城市正向夜經濟「進軍」。

　　活躍的夜經濟元素，讓湖南省會長沙成功問鼎「中國十大

夜經濟影響力城市」，吸引了阿里巴巴前董事局主席馬雲前來

「打卡」。

        作為這座「網紅」城市夜經濟最集中與活躍的區域，天

心區正在為打造中部地區夜經濟示範區努力。

　　「在這裡，夜食、夜購、夜遊、夜娛、夜讀等多元並存，

還應用5G推動傳統百貨及線下餐飲、商超等實體企業，與

『互聯網+』平台合作，發展線上消費。」天心區委副書記、

區長黃滔說。

　　一些城市的夜經濟呈現出獨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內涵。新疆

國際大巴扎夜市民族風情的餐飲、手工藝品和建築，吸引了全

國各地遊客；南京將豐富的夜間活動與「夫子廟—秦淮風光

帶」相結合；哈爾濱立足「冰雪大世界」等項目，引爆冬季冰

雪旅遊夜間消費……

    在中國，夜經濟正從一二線城市蔓延至三四線城市。素有

「桃花源裡的城市」之稱的湖南常德推出「夜遊」精品線路，

包含實景演出、古鎮夜景燈光展以及商街夜市和各類民俗體

驗，受遊客熱捧。

　　「夜經濟」不僅為旅遊業發展打開了廣闊天地，也讓小店

經濟獲得強勁復甦動能。

        「疫情期間關門幾個月，沒有收入。在夜間消費的帶動

下，現在銷售額不斷上漲，我們準備推出新款式。」在零陵古

城開一家漢服店的唐麗說。

　　目前，中國多地出台了促進夜經濟發展的政策。其中，北

京市啟動「夜京城2.0」行動計劃，將開發10條左右「夜賞北

京」線路，策劃舉辦10場精品螢光夜跑、夜間秀場等戶外主題

活動。

        廣州則成立了城市夜間消費聯盟。

　　美團副總裁、美團研究院院長來有為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中國正處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後的經濟恢復和消費復甦階段，

夜經濟正成為提升城市活力、拓展消費空間和促進城市經濟更

加繁榮的重要途徑。

　　「夜經濟已從早期的夜市，發展成為食、游、購、娛、

體、展、演等多元化消費，成為一個新消費業態、消費模式，

滿足了老百姓尤其是年輕人群體新的消費需求。」湖南大學

經貿學院教授李琳表示，夜經濟給城市帶來了活力和新經濟增

長點，但也對城市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主管部門和

監管機構要做好服務，落實扶持政策，增強夜經濟發展可持續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