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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初三语文的江老师， 他为人

师表的形象， 在我记忆中， 仍清晰隽

永、明亮生动。

江老师是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

乡土名师 ， 不仅衣着朴素 、 饮食简

单， 而且平易近人、 谦和低调。 那一

年， 他带初三毕业班， 教我语文。 遇

到这样的老师， 我是幸运的， 我的同

学也是幸运的。

江老师严于律己、言传身教，他一

手端正平稳的楷书，就让我们肃然起敬

又倍感羞愧。 那时候，偏远乡镇初中学

生考取省级重点高中是一件很艰难的

事情。 因此，初三学生大多埋头苦读，无

暇顾及“ 花开花落”“ 云卷云舒”。 然而，

第一次听江老师授课，我就被他那充满

趣味性、 思考性的互动式教学所吸引

了。 他采取的“ 探讨式”“ 假设式”教学

法，不拘一格，耳目一新，让同学们各抒

己见，放飞想象，很能启迪学生的辩证

思维和创新思考，让人受益终生。

19

年前，我家乡沱川还不是“ 写

生之乡 ”，而是一个“ 待字闺中 ”的玉

女。 那时候， 颇有远见的江老师就创

新开展了一堂别开生面的互动教学

课， 让同学们围绕“ 挖掘沱川旅游资

源，推进沱川旅游发展”主题展开热烈

讨论，积极建言献策。 虽然，这样的课

堂与中考试题“ 风马牛不相及”，但是

同学们兴趣盎然，精心准备，赢得了全

校观摩老师的一致好评。

“ 教如农功，日夜思之。 ”为了启迪

学生的辩证思维和创新思考，江老师还

经常性开展主题辩论赛，组织学生观看

“ 大学生辩论赛”电视节目等，将课堂搬

到“ 唇枪舌剑”和“ 电话荧屏”现场，让原

本枯燥的语文教学变得生动活泼、趣味

横生。 江老师利用晚读课，开展“ 感恩教

学”“ 励志教学”“ 梦想教学”等，以“ 无用”

促“ 大用”。 江老师将他从大量书籍中收

集到的母爱、成长、奋斗等主题美文，原

原本本、逐字逐句、耐心细致地朗读给

我们听，让晚读课成了“ 听读课”，让同

学们从中受到思想洗礼和灵魂熏陶。

江老师谆谆教导我们学会感恩、

学会求知、学会拼搏，不断引导我们不

怕困难、不要懒惰、不必自卑……江老

师的“ 滴灌”，久久为功，激发了我们对

生活的热爱、 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时间

的珍惜，也坚定了我们“ 读书成才”的

信心与决心。

那时候， 我们初三的课程安排得

很紧凑，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住校生周

六下午放假回家， 周日早上就得赶到

学校上课。回家的短短半天时间，主要

是去带干菜和换洗衣物。 而来回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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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里崎岖的山路，就花去了两个多

小时。那时的寒冬周日，我清晨五点就

起床了，热好饭菜匆匆吃完，就邀上村

里的其他两位伙伴一同赶赴学校。 借

着月色， 我们踩着结了霜的草地返回

学校，在“ 咔嚓、咔嚓”声中，翻过两座

山、路过两座凉亭、绕过一段田垄、穿

过几条小巷……山路上还不时窜出一

两只小动物， 一旦受到惊吓而踩空石

阶，后果不堪设想。 霜地里，我们穿着

单层帆布鞋的双脚， 早就感受不到一

丝温度了，但我们的内心却是火热的。

因为，踏过一段又一段崎岖的山路，前

方有我们“ 读书成才”的梦想……

我掌管班级教室门钥匙， 喜欢大

清早借着月色去打开教室门看书、 晨

读。 多少个清晨， 我抬头看天， 那圆

圆的月亮、 冷冷的月色， 却给了我暖

暖的希望， 江老师像一缕月色， 照亮

我的心房。

多年后， 当我成为村子里的首个

本科生、 首个公务员后， 也一直没有

停止同江老师的联系 ， 感恩他的教

导。 江老师的很多学生， 入了各个名

牌大学， 行业建树者颇多。 我不是江

老师“ 得意门生”， 但他待我一直鼓

励有加、 厚爱有加。

我初中毕业后， 母校相继建了新

校舍、 新宿舍。 走那条崎岖的山路的

人也不多了， 江老师后来也去了别的

学校任教。 求知路上， 有江老师， 真

是我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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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是一位偏矮偏瘦、 和善和

蔼的老人。

进了老人家， 一把破旧的躺椅击

中我的心，一股冷汗冒上来，比泡泉还

凶，似乎在咕咚作响。 说是躺椅，其实

只剩“ 骨架”。 旧红布重重叠叠包扎在

“ 骨架”上，躺椅似乎穿上了不成体统

的“ 外套”。米黄色的塑带组织，从靠背

到托底，稀疏地搭不起经纬线。躺椅的

前后落地横杠， 均衡地穿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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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一

般大小的白色塑料圆筒。看得出，这是

一辆改装“ 滑轮车”，尽管破败，仍“ 在

岗服役”。

看见生人来，老人有点不自在。他

拍了拍“ 老家伙”，也轻轻地推了推，示

意说“ 将就，还可以用。”只是他的乡音

太重，听起来有点吃力。

我随老人进卧室。窗外，不请而来

的光柱，慷慨地亮白了空间。一面老式

的直贴镜大衣柜和一个床头柜， 一高

一低簇拥着一张脱漆的硬木靠背床。

床上躺着一个僵直、没有表情的女人。

她无光的眼神，迟滞得没有办法交流。

好在脸上不多不少， 白的失血般的脂

肪肉，传递着活着的生命体征，尽管给

出的信息非常微弱。

喧闹从窗口导入。 我循声走进窗

口观望， 楼下是一条小街。 老人补充

说， 我们这里就是龙港市新渡社区新

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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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对面的楼房，剪断了我们

的视线。屋内外的场景，石头一样压重

了我的心情。老人挨着窗户靠向我，做

出一个令人费解的举动，他伸出右手，

指头并拢后，做出弯钩形，在老款平开

窗防水边框下，向东向西平衡移动。我

在疑惑中，也学着老人的动作，果真可

以嵌进一半的手指。老人介绍说，这是

女人的“ 杰作”。

老人叫孔万表，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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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女人

叫李彩莲，小老人

3

岁。 李彩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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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那年，被病魔压倒。 当时，往返龙港至

温州，单程虽然仅有

60

公里，但要过

两条江、坐两次船。 有一次，他们从温

州返回，除陆路外，过渡飞云江就等了

两个小时， 从新渡码头上岸才完成了

第二次轮渡。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一天

完不成往返，总要搭上两天的时间。

第四次去温州求治， 李彩莲已经

昏死。 交通不便，舟船劳顿，吃这点苦

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这回李彩莲

因患脑白质增生症越来越重， 四十度

的高烧几天不退，血糖检测天天爆表，

医院只有辞医。无奈，那就把爱人千辛

万苦弄回家，就等着办丧事。

死神并没有接招，只判李彩莲“ 半

生不死”。 也许是生命力的坚强反弹，

也许是不断添加的冰块产生的效应，

几天后，李彩莲果然“ 醒”了。 于是，继

续地筹钱，继续地打针吃药，肉体是保

全了，但意识恢复不了，也丧失自理能

力。

厄运的降临，击不倒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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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

孔万表。 五个孩子要养要管，老大

15

岁，老小

5

岁，一个小梯队，嗷嗷待哺。

但这不是难题。 他选择了孩子在家的

时候，溜门挣钱。这个时间段就是起早

贪黑。一辆脚踏三轮车，载动了他和家

人的时光， 碾走了一个又一个春来暑

往、花开花落，就是碾不走缠身爱人的

恶魔。

李彩莲刚过四十岁， 就失去了知

觉，木讷得仅是一砣肉身。 抱、翻、抬、

搓、揉、推、喂等等，统统靠外力才能维

持她的一举一动。即便是简单的几步，

她也离不开任何一个支撑点。 女儿在

家， 有时会分摊爸爸对妈妈一泡尿一

包屎的擦拭、清洗、更换。女儿婚嫁后，

每一口、每一勺、每一次的日常伺候，

都是孔万表无怨无悔、 没日没夜地兜

底。

他的操劳发生在每一分每一秒。

他的用心也发射在一点一滴。原本，一

个长期卧床的人， 因为背部缺氧、缺

血，会招来床褥症的攻击，但李彩莲成

了个特别。毕竟，孔万表在爱人身上投

入了更多的时间，每隔几个小时，就翻

拍、按摩、搓打。高强度的精力投放，保

持了爱人躯体的健康。爱人没法站立，

他买了躺椅。爱人无法行动，他土法泡

制，买来了加厚圆塑管，像组装汽车轮

胎一样， 给躺椅的底架“ 造了几个轮

子”。 躺椅有脚了，就可以推着走。 时

至今日，躺椅老迈不堪，他也舍不得淘

汰，只用家里多余的杂布料，像缠绷带

似的，给躺椅连一连、扎一扎。 省钱是

一回事，留着既可以用，又做个纪念，

一家人看重的就是这一点。一把“ 老古

董”推走了多少酸苦，也推移了李彩莲

摇摇晃晃的人生。

孔万表怕爱人禁闭得不行， 就用

自己制作的“ 推推车” 把她送到窗户

边， 让她看看窗外的世界。 坐着太矮

够不着视线。 站着好看，但又站不住。

站，那是留给下辈子享受的事。李彩莲

在丈夫的示范下，只能半佝偻着身子，

用一双手，做出直角的“ 钩钩”，死死地

扳住窗户的防水框边。这个动作，比较

安全，万一扳不住，屁股下有躺椅。 更

主要的是提升了一点视角 ， 解决了

“ 看”的问题。 久而久之，她十个手指

头，变成了两把“ 弯弯钩”。其墙与窗的

结合部，硬是掏出了一条缝隙。

李彩莲在木僵的前几年， 尚没有

失语的状态下，在有家人照看的同时，

依靠自己的肩膀和一双胳膊， 构成三

个支点， 依托这堵墙可以来回慢慢靠

行， 借此也可以活动一下身子。 支点

的力量， 长期的作用， 石灰墙皮磨破

了。 有时，躺椅推桑不够灵敏，碰撞墙

体，加大了墙皮磨刮的创伤。潮气湿气

长时间依附墙上， 岁月之手就壁画出

烟熏般的“ 炭黑地图”。

看着床上“ 直板”的生命，眼前祥

和的孔万表，让我由衷钦佩。

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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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和水

想 起 江 老 师

吕富来

江 南 有 佳 酿

余 敏

风雨相伴的人生

吴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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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钹山属武夷山东脉，山高岭峻，树木葱茏，有

典型的丹霞地貌。 九仙湖一汪碧水青山环绕，云蒸

霞蔚，江南风貌尽现于此。铜钹山盛产杨梅酒，色如

琥珀，入口软甜，为江南佳酿。

每年的梅雨季节，铜钹山的十万山峦都藏在了

云雾里。 在水汽缭绕的山坡上，一棵棵翠绿的野杨

梅树，挂满了红红紫紫的杨梅果。 杨梅熟了。

杨梅果成熟的时候，山里人仿佛迎来了一年中

又一个喜人的节庆，他们早早就等着满树鲜活的色

彩，用天然的热情，把雨季点燃。 家乡的杨梅树，无

人栽种，无人认领，山谷间，溪涧旁，自由生长，俯仰

生姿，这是大自然对乡亲的馈赠啊。

杨梅树植株不高，叶子四季常绿，狭长，是常见

的形状，没有果实的时候，写满了一树的朴实无华。

我从没有见过杨梅花， 文学作品里也甚少见到，大

约连花也是不起眼的吧。这样看来，一年之中，只有

枝头挂果之时，才是这棵杨梅最惊艳的时候。

记得也是在梅雨时节的那个午后，与友人下至

白花岩景区下的谷底， 那儿有一个野杨梅的树群。

进得山谷，看见身背竹篓的乡亲，在杨梅树丛间忽

隐忽现，传过来的话语和笑声，和着哗啦啦的流水

声，仿佛一曲质朴动人的山歌。

可以想见， 当红紫的野杨梅和火辣的高粱酒，

炮制出一坛农家淳朴的甜蜜时，乡亲的日子平添多

少美好的滋味。 斟满一杯一饮而下，心窝里就会升

起悟道尖的雄奇，流淌着九仙湖的清亮与绵长。

不知是因为梅子成熟而称这季雨为梅雨，还是

因为这些雨水促进了梅子的成熟，反正她们互相成

全，在这个缺少阳光的时节里相依为命，成就了许

多佳话。 宋代贺铸曾以名句“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

梅子黄时雨”而被世人称为贺梅子。 百度上说这梅

子是黄梅，善做果脯，我却固执地认为，在家乡铜钹

山，梅子就是杨梅的昵称。 于是，对于杨梅的认知，

我又增添了几份诗意。而中学课本里入选赵师秀的

《 约客》 ：“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

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令人不禁感慨：好

一个闲敲棋子落灯花！ 外面既是雨声不绝，人迹渺

茫，那就留在家里下棋。 雨做背景，灯为点缀，梅雨

时节自有乐趣。

这样的时候，也不妨来一杯杨梅酒吧。 约上三

五好友，喝上一两杯，说说笑笑之间，既祛除一身湿

气，又酿起满心愉悦，不也快哉？

广丰本土产的杨梅小巧得很，味道醇香，看上

去是剔透的粉红色，可爱得可以串起来当项链。 或

是铜钹山独特的水土与云雾， 赋予它的与众不同。

食用是不敢放开手脚的，不出三五个，便牙齿发酸，

再无力咀嚼其他食物了。

杨梅泡酒自是最佳用处。乡亲把当季的杨梅采摘

回家，清洗后滤水备用。 酒是去年的高粱酒，纯正，凛

冽，闻着便有火辣辣的气息。 这种透明的液体吸收了

高粱的精华，深藏酿酒师的情意，带着时间的韵味，日

子越长越带劲儿。一斤白酒配上二两杨梅，不多，也就

一捧而已。 杨梅入酒，加入冰糖，加盖封好，不出半个

月，即可痛饮。泡过酒的杨梅颜色浅了很多，也失去了

很多光泽，也许她用尽了全力，想让这酒液更接近琼

浆。果汁和糖分溶解在酒里，瓦解了白酒的浓烈，口味

顿时变得柔软和甘甜，那酒色，也变得略带红褐，倒在

透明的酒杯里，仿佛江南女子的浅浅笑意，让你忍不

住想靠近并深深体味了。

这酒，被我们戏称为甜蜜的陷阱，不知俘虏了

多少思念铜钹山的心意，牵扯了多少离开铜钹山的

脚步。

来铜钹山，不喝杨梅酒，就领略不到铜钹山的风

骨和柔媚。因此，那些包装精美琳琅满目的各种酒品，

被大家丢在了一边。 也许，只有一杯带着泥土气息的

杨梅酒，才能与这青山绿水互相呼应，带来从视觉到

味觉的全面美感。 山里的杨梅酒通常没有包装，只有

盛放的容器。 或许是一个陈旧的酒坛，乡间师傅烧制

的，简陋，粗粝，坛壁很厚，肚大口小，由于长年累月放

在阴暗的角落，色泽暗沉，摸上去有旷日持久的凉意，

仿佛岁月就在手心里咝咝地流淌。也许是一个透明的

玻璃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里面的所有。 酒在上面

微漾，杨梅都沉淀在底部，就像母亲，操持着全家，末

了只默默地躲在一边。 很多酒家的吧台上，摆满了各

种果酒，马家柚啊，猕猴桃啊，皆可入酒。 最受客人欢

迎的还数杨梅酒。 老板以示口味正宗，喜欢当着客人

的面，把酒从玻璃罐子里倒出来。 那些酒液拉出长长

的红色透明水线，恰到好处地注满一个个杯子，如同

铜钹山人饱满的热情。

说杨梅酒是个甜蜜的陷阱，是因为这种酒入口

感觉极好，甜丝丝，清爽爽，完全没有白酒的辛辣。

其实酒精度全在里头， 不过是因那些果汁和冰糖，

当时意识不到而已。 客人连呼好喝，于是一口连一

口，一杯接一杯，等到感觉自己也许醉了的时候，早

已是四肢无力，手脚发软，再也站不起身了。一个朋

友陪着他的自远方来的客人去铜钹山，也许是高兴

过了头，也许是自恃酒量好，也许是想身体力行地

告诉大家，铜钹山杨梅酒有多好喝，反正据他说，一

口闷的小杯喝了三十八杯，然后，远方的客人没有

留下来，他却留下来了。这以后许久，仍然是我们的

谈资。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诗画江南加上可口的杨

梅酒，一定是别样的醉人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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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天气与去年不同， 立秋过后， 接连下

了几场秋雨， “ 秋老虎” 的威风一点点失掉了先

前的劲头， 正应了一句老话

:

一场秋雨一场凉。 这

两天早晚外出散步健身， 已没有了先前的闷热难

耐， 浑身上下感觉神清气爽

,

通透舒适。

时光如流， 岁月留芳。 转眼间， 人生不知已

几度清秋。 前几天收到一个朋友微信里发来的祝

福， 朋友是这样写的： “ 人生一世 ， 草木一秋 。

愿你带走夏季所有的烦躁和焦虑， 用舒爽的秋风，

丰满你疲惫的心灵， 用渐红的秋叶， 点染你花白

的两鬓， 秋天是你人生中最清爽的日子。”

真是天凉好个秋。 也许秋天是激发诗情的季

节。 朋友的祝福， 像一阵秋风划过心灵的水面 ，

荡起一圈圈清爽的涟漪， 让我突然间感觉到一股

扑面而来的秋意。

朋友当年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 ， 生活困难 ，

初中毕业就学了木匠， 此后多年在外打工。 一个

普通的打工仔， 根本没有大词人辛弃疾那样的才

情， 却能用诗的语言， 借秋天诉说了人生的无限

感慨， 表达了内心明媚秀丽的心境， 展示了一个

草根百姓人生的乐观与豁达。 出乎我的意料， 朋

友对生命竟然有如此深刻的感悟！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 朋友在外闯荡多年， 做

过包工头， 当过小老板， 见过的人 ， 经过的事 ，

吃过的苦头自然不必说， 完全是生活这个大课堂

教会了他， 教会了他几十年来如何在社会底层打

拼， 坚强乐观地活着， 让他同样跟辛弃疾一样 ，

在人生的秋天， 拥有一颗恬淡的诗心！

人生是一条路， 有人一生走得曲折艰难， 有

人一生走得平顺如意。 与朋友相比， 我却幸运多

了。 我们虽一起长大， 一起上学， 他却因为生活

困难而中途辍学， 早早地走上社会， 为生计奔波。

而我却从小学一路平顺地读到大学， 后来做了老

师， 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虽说当老师也辛苦

多累， 但到了如今这岁数， 随着资历和待遇的不

断增加， 日子一天天比朋友过得优雅闲适。 但平

顺如意的人生不一定比曲折艰难的人生过得精彩。

逆境或许是人生成长更好的养料， 更能够激励一

个人， 造就一个人。 朋友这大半生， 吃的苦的确

比我多， 但现如今， 他的能力， 他的眼界和胸怀

绝对在我之上， 更不要说他这一生的钱远比我赚

得多， 两个孩子大学毕业， 都在上海和杭州工作

安家。 如今他虽还在外面工地做事， 但早已不需

要早年那般辛苦。

人生如四季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春夏秋冬 ，

我们每天都在穿越生命的四季 。 到了我这样的

年龄 ， 早已走过了多彩的春天 ， 火热的夏天 ，

来到这爽朗的秋天。 日子一天天变得清凉厚重 ，

心情自然也一天天变得沉静明澈 。 在这样的季

节 ， 该收获的早已有了定数 ， 我无须跟任何人

比出息 ， 比强弱 。 今天我之所以要提起我的朋

友 ， 我不是羡慕他 ， 更不是嫉妒他 ， 而是想通

过他的故事 ， 告诉人们一个道理 ： 苦难和幸运

都不是人生的常态 ， 正如有这样一句名言 ： 上

帝为你关上一道门的时候 ， 也会为你打开一扇

窗 。 在苦难面前只有不断地战胜它 、 改变它才

是人生真正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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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

月

1

日，中秋和国庆喜相逢。 中秋国庆

同时出现在

10

月

1

日，在

21

世纪仅有

4

次，上一次

是

2001

年，另两次将出现在

2031

年和

2077

年。 中

秋遇国庆，家国齐团圆；两节喜相逢，共祝祖国好！

中秋也是历代文人墨客、 诗词名家寄托情感的

节日。 借中秋表达忠心爱国之抱负及家国情怀，辛

弃疾首屈一指，堪称榜样。

一、辛弃疾写于上饶的五首中秋词

其一，痛饮思乡酒、表达忧国情的《 一剪梅·中秋

元月》 。 词云：“ 忆对中秋丹桂丛，花也杯中，月也杯

中。 今宵楼上一尊同，云湿纱窗，雨湿纱窗。 浑欲乘

风问化工，路也难通，信也难通。 满堂唯有烛花红，

歌且从容，杯且从容。 ”

辛弃疾隐居上饶便难问庙堂之事。 在看不到圆

月、看不到北归希望的中秋夜，他感到“ 浑欲乘风问

化工，路也难通，信也难通”。 赏月不成，回到屋内，

面对满堂烛红，只能装作从容，饮下这杯中秋思乡忧

国的酒！

一个地道的山东人， 在人生地疏的异乡安顿了

下来，最后在这里故去。 对辛弃疾而言，他是一个有

故乡回不去的游子啊！

面对中秋到来，他北望故土，只好一个人端起酒

杯，满目凄凉地借酒浇愁。 中秋之夜无圆月，有的只

是云和雨。 这种“ 云湿纱窗，雨湿纱窗”的环境，带给

他的只能是无尽的遗憾和愁思。

其二，充满瑰丽奇特想象的《 木兰花慢·可怜今

夕月》 。 词云：“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 是别有

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 是天外。 空汗漫，但长风

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谓经海

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 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

殿琼楼。 虾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 若道都

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 ”

这是他继承《 楚辞》 、直接用“ 天问体”来表现中

秋情感的杰出词作。“ 杰出”之处并非文采、艺术，而

是大胆的奇思妙想。

几千年来，人们都停留在“ 天圆地方”的思维中，

而辛弃疾此词却提出：是否另有人间？ 这里月落时，

那里的月亮才刚刚从东方升起？ 词人丰富的想象力

和创新精神， 在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王国维赞扬

该词说：“ 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

合，可谓神悟。 ”

战国时代的屈原曾作《 天问》 ，一连问了一百七

十多个问题。辛弃疾这首《 木兰花慢》既不思乡吊人，

也不怀古伤今，而是摹仿屈原《 天问》体，创造性地采

用问句形式， 就明月西沉后的去向接连提出九个问

题， 给作品带来不可羁勒的磅礴气势。 从广阔的太

空，到深幽的海底，作者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深入观察

与思索、大胆的猜测，都跃然词中，暗合现代科学，充

满神奇多姿的浪漫主义色彩。

其三，中秋怀人、寄情于词的《 满江红·中秋寄

远》 。 词云：“ 快上西楼，怕天放、浮云遮月。 但唤取、

玉纤横管，一声吹裂。 谁做冰壶凉世界，最怜玉斧修

时节。 问嫦娥、孤令有愁无？ 应华发。 云液满，琼杯

滑。长袖起，清歌咽。叹十常八九，欲磨还缺。但愿长

圆如此夜，人情未必看承别。 把从前、离恨总成欢，

归时说。 ”

中秋怀人，辛弃疾写了“ 快”“ 怕”“ 怜”三字，点急

切之情，现担心之意，表爱月之心，暗中感伤自己的

幽独；借月圆说团圆，情溢字里行间，表达自己对远

方亲人的怀念之情，体现的是他的真性情。

其四，表达孤寂无奈政治抱负的《 好事近·中秋

席上和王路钤》 。词云：“ 明月到今宵，长是不如人约。

想见广寒宫殿，正云梳风掠。 夜深休更唤笙歌，檐头

雨声恶。 不是小山词就，这一场寥索。 ”

中秋本是赏月佳节， 按理说应当月明如昼，可

“ 明月到今宵”，却“ 是不如人约”。 这首《 好事近》 ，寄

托着词人有心收复故土却无能为力的悲情。 在这个

暴雨之夜的中秋，他直抒自己恶劣的心情：一方面含

蓄地说明了中秋无月， 另一方面又对明月“ 不如人

约”表示了不满与失望，折射出作者对国家前途的极

度失望。

其五，壮志难酬、索然无味过中秋的《 满江红·中

秋》 。 词云：“ 美景良辰，算只是、可人风月。 况素节扬

辉，长是十分清彻。 著意登楼瞻玉兔，何人张幕遮银

阙。 倩飞廉、得得为吹开，凭谁说。 弦与望，从圆缺。

今与昨，何区别。 羡夜来手把，桂花堪折。 安得便登

天柱上，从容陪伴酬佳节。 更如今，不听尘谈清，愁

如发。 ”

作者把对朝廷的失望郁积在胸中。国之不幸，中

秋佳节自然也索然无味。 他认为， 圆月缺月没有分

别，还不都是偏安一隅，难归故国，有心无力，壮志难

酬，如今唯有“ 愁如发”

!

二、辛弃疾上饶中秋词的启迪

五首辛词，五种风格；五写中秋，尽展愁容。因为

有“ 忧国”内容，五词更显美丽动人。

1

、胸怀报国之志。 这是辛弃疾的可爱可敬可学

之处。 他时刻惦念着光复中原，隐退后仍念念不忘。

热爱祖国有不同的方式，隐退后仍念念不忘，更是一

种美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是当今每

个中国人的梦想。 两节相逢之际， 面对新冠疫情防

控常态化，面对利益关系调整带来的矛盾，面对思想

观念多元的状态， 特别需要全体中华儿女以共同之

理想凝聚共同之力量，以共同之奋斗追求共同之目

标。 中秋国庆同一天，正是凝聚共识的好时机！

2

、拿出报国之行。八百八十年前的辛弃疾，于冷

雨飘零的国破家亡之际来到上饶，从此弃武从文，笔

走龙蛇，写下包括这五首中秋词在内的大量词作，终

成“ 一代词龙”。 我们要学鉴辛弃疾的，是锲而不舍

践行自己的报国之志。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我辈虽

位卑，但未缺进取之心；我辈虽力微，却未泯强国之

梦想！ 跟随历史的脚步，为国之富强而立足当下、奋

力前进，是报国的有力行动。

3

、 不忘国之大义 。 收复河山的愿望 ， 对于

辛弃疾来说 ， 是那么强烈 ， 又是那么的无可奈

何。 他以一颗忠心爱国的赤子之心写下一系列不

朽词章， 不啻为心中泣血的呐喊， 振聋发聩 。 如

今， 中国已经富起来了， 我们该如何表达忧国之

情？ 最可贵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 做出属于自己

的那份贡献 。 我们不能忘记了自己的图腾基因 ，

不能忘记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 更不能忘记了国之

大义。 我辈之忧国方式， 莫过于做好手中的每一

件事情， 成为更好的自己。

4

、 常抒爱国情怀。 无论你做什么工作， 无论

你的出身地位多么普通平凡， 有了家国情怀， 就能

战胜一切困难。 俗话说“ 兄弟齐心， 其利断金”，

而“ 兄弟阋于墙” “ 祸起萧墙之内”， 便是从内部

瓦解、 外敌不攻自破的开始。 因此， 《 荀子》 说：

“ 民齐者强， 民不齐者弱。” 人民齐心协力国家就会

强大。 每个国民的爱国之情， 就体现为与各民族友

好相处、 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的同胞之情。

5

、 心存万里长城。 每个中国人都要心装三道

万里长城， 共同护卫我们的祖国： 第一道， 是那座

肉眼可见的、 由一块块青砖砌成的万里长城， 它在

中国古代守护着疆土的完整； 第二道， 是由中华民

族血肉之躯筑起的万里长城， 每当我们国家到了危

难时刻， 这道长城就会凸显出来， 众志成城地守卫

着家园； 第三道万里长城， 就是由方块字累积而成

的、 由中国文化构建出的不朽长城， 这道文化长

城， 虽无形却无处不在， 虽古老却历久弥新， 守护

着中华文明五千年从未中断。 中华文化的兼容并

蓄， 决定了它能包容中外而又不失自我。 我们每个

人都“ 守土有责”， 守住文化的根基不断， 守住精

神的火种不灭， 用独特的文化修养， 构筑中国文化

这道万里长城的绵延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