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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四年前的中秋之夜了。
那晚的月亮饱满、圆润、皎洁，静静地绽

放在湛蓝的天宇中，如水的银辉泻向人间，
流淌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

最后一节晚自习，我提前将全班56名学
生带到操场中央。大家团坐一圈，将我围成
了圆心。

那种场合，自然少不了月饼。
月饼是我下午专程上街买回来的。小城

有一家特别有名的月饼作坊，现场配料、现
场烘制、现场出售，门前排着长长的队，香味
飘溢到好几条街。他们生产的有豆沙月饼、
蛋黄月饼、五仁月饼、火腿月饼四种，为了保
证每位同学都能吃上每一种口味的月饼，我
购买的量就比较大，这也就遭到后面排队者
的诸多抱怨。但当我说明情况之后，便得到
了大家的理解，他们还纷纷赞赏道：“有你这
样的老师，家长肯定都非常放心。”

也还别说，他们真说对了。这么多年来，
我在工作中就是一直在努力做到“让家长放
心”。的确，我的学生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

“留守孩子”，他们也大多都是第一次离家住
校，投奔到我们这所寄宿制学校来的。而我，
几乎是全天候地陪护着他们，除了尽到教师
的职责外，个人认为，还操了不少本该家长
们操的心。

怎能忘记，入校军训，炎炎赤日下，我协
助教官为同学们纠正军姿，扯开嗓子与他们
一同拉练军歌，而不愿躲到办公室里独享清
凉，甚至到稍微阴凉一点的地方远远望着他
们都觉得不好意思。休息时，我为他们递上
纸巾，送去矿泉水，和他们说笑聊天，营造出
轻松愉悦的氛围。晚训结束，我轮转于几个

寝室，了解每个学生的情况，为他们解决初
次住校的困难。记得当时有个男生特别想
家，情绪低落，我就一直陪他聊天，还安排同
寝室的同学与他一起活动，分散他的注意
力。

怎能忘记，每个曦光初现的清晨，我带着
班上的同学在操场晨跑，整齐的步伐铿锵有
力，嘹亮的口号盘旋回荡。然后是回到教室，
精力充沛地放声诵读。每个深夜，待学生晚
自习结束到宿舍就寝后，我才拖着疲惫的身
子走向家的方向。每次到家，家人大都已在
梦乡。一次，对门的邻居问妻子：“你家人到
底是干什么的，每天走这么早，回来这么
迟？”

怎能忘记，那深夜的惊魂电话。那一次，
已是午夜时分，我刚刚睡下又被电话惊起，
班上有位女生头疼呕吐，四肢瘫软，把同宿
舍的同学吓得不轻。我边拨打“120”边急火
火地赶往学校，然后将学生送到了医院。CT

检查排出险情，药物治疗静静观察，直到症
状缓解已近凌晨三点，将学生送回学校之后
看看表，离新的一天的工作已没有多长时
间。等到第二天的中午，学生家长才知道情

况，打来感谢的电话。
怎能忘记，高二时班里更换物理老师引

发的那场风波。我们班之前的物理老师是一
个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帅小伙，他和学生的关
系特别融洽，无话不说，并且他的教学语言
幽默风趣，课堂上往往是笑声一片，学生觉
得和他一起学习轻松愉快。而他中途调走，
新换的陈老师是位中年教师，性情较为古
板，不苟言笑，过多地看重学生的学习态度
和考试成绩。因为两位老师的反差太大，学
生一时适应不了。那段时间，我们班的物理
课堂没了欢声笑语，学生大都耷拉着脑袋心
不在焉地听着课，对陈老师讲的内容基本上
是只听而不去做任何回应，课堂上的空气有
时跟凝固了一样，沉闷、压抑。很快，物理测
试，全班同学的成绩都出现了较大幅度地下
滑。那段时间，我急得直挠头，经常是坐卧不
宁，感觉自己处在极度焦灼的状态。终于，在
我的不懈努力下，拉近了学生与陈老师的距
离，使我们班的物理学习又回到了正常的轨
道。

怎能忘记，家长会前，为了全方位多角度
地展现班上每一个孩子的风采，我多方收集

资料和图片，连夜制成幻灯片，直熬到通宵
不眠。

怎能忘记，篮球赛场边，我带着全班同学
为我们班的队员鼓劲加油，我还为队员们擦
拭汗水，整理衣衫。

怎能忘记，每一个节日到来，我与同学们
在一起的温馨互动……

是啊，学生一年中在校时间最长，在校期
间与我相伴的时间又最长，那一桩桩、一幕
幕，早已成为我心灵上的刻痕，又怎能忘却
呢？

那个中秋夜，大家吃着月饼赏着月，说着
笑着，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近一个小时。我
告诉大家：这是我们高中阶段最后一个中秋
夜了，大家对着月亮，许下心愿，然后每人给
家长打一个团圆电话。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结束时当我站起身
准备带大家回宿舍时，56名同学竟自发地排
好了队，每人给了我一个温情的拥抱。当时
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心里暗暗地说：值了，值
了，我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都值了，这个
拥抱就是他们赠送给我的最好的回报。

那天夜里，我回到家中，妻子和女儿已经
酣睡，家里静悄悄的。我没能陪她们欢度团
圆节，但我不后悔，因为我的心中装着一轮
最大最圆的月亮。这轮明月，于我而言，足以
光耀过去，秉照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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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在解放前是做私塾先生
的，私塾先生又被称为塾师，是十里
八乡有声望的读书人。爷爷借用本
族的祠堂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
那时能把孩子送到私塾接受儿童启
蒙教育的大多是富裕的人家。开办
私塾多年，爷爷的收入主要由 金
构成，脩金别称“束脩”，也就是学
费。中国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
对爷爷来说每年大小节令都是他的

“教师节”，在那些节日里学生父母
往往会向先生送银钱或礼物，这被
称为“节仪”。因为节仪是用来表示
对塾师礼敬的，所以也被称为“节
敬”。

在爷爷教书的地方，人们给先
生送“节敬”最重视三节两寿，三节
是指端午节、中秋节、春节，两寿则
是指孔子诞辰日和塾师生日。爷爷
曾经说，他每年最开心的日子就是
孔子诞辰日，在这个“教师节”里往
往收到的节庚包(即逢节家长送的
红包)最多，而且那一天许多有头有
脸的人家都会争相请爷爷去家里吃
饭，这些大户人家请客时对爷爷恭
敬而殷勤，末了还会奉上点心、茶
叶、布匹等礼物，爷爷很是受用。

在爷爷的熏陶下父亲也成为了
教师。父亲成为教师后，爷爷很高
兴，总是对邻居们骄傲地说：“我终
于后继有人啦！”父亲工作兢兢业
业，多次获得上级部门的嘉奖，数次
荣获优秀班主任、模范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等光荣称号。
父亲所任教的毕业班，每届成绩优异，父亲可以说是桃李
满天下。

父亲第一次过教师节是在八十年代，那一天父亲下班
回来非常兴奋，他说教师是铸造人类文明的工程师，是人
类文明的传播者和建设者，设立教师节有利于形成尊师重
教、尊重知识的社会风气。父亲一边说一边拆开从学校带
过来的包装盒，里面是一个红色的暖水瓶，颜色很喜庆，上
面还醒目地刻有“教师节纪念品”字样。从此这个暖水瓶一
直伴随着父亲很多年，后来暖水瓶的外壳生锈了，瓶塞也
破了，父亲还是舍不得丢掉。父亲数次搬家调动单位，这个
暖水瓶也与父亲相伴相依。

岁月变迁，如今我也成为了一名教师。我们学校每年
教师节都会举行典礼表彰优秀老师，学生们也会亲手为老
师制作节日贺卡表达祝福。去年教师节学校组织的活动我
记忆尤为深刻，活动现场由学生乐队担任现场伴奏，家长
演唱尊师歌曲，表达对了老师的感谢和敬意，在现场还播
放了师生间在一起学习、交流的视频，体现了师生情。活动
结束后，教师和学生一起在校园种下了树苗，我们期望孩
子们茁壮成长，将来成为栋梁之才。如今是信息时代，在教
师节那天最让我开心的是我的微博、朋友圈里溢满了深深
的祝福，让我暖暖地感动很久很久，我感到当一名教师是
多么的幸福和快乐。

三代教师的教师节都是不一样的，也折射出来时代在
变迁，但表达出对教师的尊重和爱戴都是一样的。

父亲嗜酒取决于他性格中的某些瑕疵，
而父亲喜食月饼，这还是我在他晚年时无意
中发现的，这一发现也因此改变了我对父亲
的看法。

如今食品多得让人眼花缭乱，奇怪得是
人的胃口却变得越来越小。这好比十个人玩
十个球，腻，玩不长；要是十个人玩一个球，
玩起来就没完没了。说到月饼，小时候一年
盼来一个中秋，一人分一块月饼，那滋味能
记上一年。倘若时下有人送你两盒月饼，让
你一个人吃，且不断催促：“吃呀，快吃，吃不
完会坏的”，估计你怎么也吃不下，并且永远
也不想再吃了。

我们家当年可不是这个情况。
那时，盼着中秋，不是为了看月景，黄皮

骨瘦哪有那份闲情？我们真正关心的是这一
天饭锅里油水的厚薄，更重要的是父亲带回
来的那一筒月饼，牛皮纸裹着，酥油浸润在
纸上，斑迹驳杂着，拆开纸包，一斤正好五
块，兄妹五人，一人一块。后来，大姐去了省
城，那一块便归了母亲，可是母亲每年只是
象征性地咬几口，最后还是被我们瓜分了。

父亲从来不吃，当我们小嘴嚼巴着的时

候，父亲总是坐在那里端详着大伙，一副满
足和陶醉的神情。

有时，母亲将自己的那块一掰两半，递给
父亲：“你也吃点。”父亲总把头摇得像拨浪
鼓一样：“甜腻腻的，有什么好吃的呢。”这种
意思的话我们听了许多年，后来再也听不到
了，因为，这之后的每年中秋，当大家分食月
饼的时候，好象再也没有谁会想起来去关问
父亲一句。

等我们都大了，工作了，每年的中秋带给
父亲的无一例外全部是酒，因为，父亲是不
吃月饼的。而母亲则不同了。晚上，几把竹椅
子，一家人坐在庭院中，吃着月饼说笑，父亲
很少插话。虽有朦胧的月光照着，我们却看
不清父亲的脸，好象也没人去在意父亲的表
情，只听见父亲断断续续像是要掩饰什么的
喝茶和咳嗽声……

1996年中秋，因客车中途抛锚的缘故，
下午三点我才抵达小镇，火烧火燎推开家
门，只见父亲独自坐在堂屋，手里捏着半块
月饼，嘴，一瘪一瘪地咀嚼着。

一见是我，父亲愣怔了一会，举饼的手僵
硬的悬在胸前，好一会儿才不自然地挤出些

笑容。那种笑容是遍布满脸的，里面的皱纹
纵横，就像你往池塘里突然抛入块砖头的地
方那个样子。当我向父亲手中的月饼瞟了一
眼时，这个笑容立刻就牢牢地凝固起来，变
得毫无生气。

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笑容陷入如此的
窘迫，并且持续不变……

我突然为自己的冒失而感到愧疚，并为
与事无补而深感痛心。我想对父亲说些什

么，却一句适当的话语也找寻不到。我不知
道自己是怎样走出家门的，又是怎样提着一
包尚好的、品种不一的月饼回家的，我悄悄
地将这些月饼放在父亲的床头柜上，而此
刻，父亲正泪眼婆娑地瞅着我，瞅着我……

父亲去世已有很多年了，有关父亲和月
饼的往事仍历历在目，想写，却一直未写，怕
只怕我依旧残缺稚嫩的文字一不小心伤害了
老人的自尊，亵渎了一份深重如山的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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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祖孙孙俩俩
罗罗树树妹妹 摄摄

本报讯(杨晓娟 文/图)“听说周末晚
上放电影，我早早吃过晚饭就过来了，和
家人来广场欣赏电影娱乐身心，让孩子在
影片中接受爱国主义红色教育，我自己也
找回了小时候在村庄看露天电影的感觉，
这个活动真好！”正在市府广场观看电影
的吴大爷一边盯着荧幕，一边对旁边的邻
居说。人群前方的电影幕布上，正放映着
电影《血色烽烟》中的抗战场面，周围驻
足观影的市民200多人，深深沉浸在影片
中那炮火连天的峥嵘岁月中。

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丰富城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市文化
和旅游局立足自身优势，坚守文化为民服
务的初心使命，精心组织开展“我和我的
祖国”红色主题电影展映活动。

从8月份开始，市文旅局组织基层放映
单位4支流动电影队于每周的周六、周日，
在中央公园、皋城广场、市府广场、阳光威

尼斯小区广场等城区多处休闲广场，为广
大市民免费送上公益主题电影100场。

活动精选了《建国大业》《建党伟
业》《红海行动》《厉害了 我的国》
《战狼》《周恩来在延安》《那条河》等
37部反映爱国主义、新中国建设、改革开
放40年沧桑巨变等内容的优秀国产红色影
片，同时还安排了文明创建、普法宣传、
全民阅读、民生工程、防邪教知识、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等公益性科普宣传短片,寓教
于乐，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次群众需求，让
广场电影真正融入皋城市民夜晚文化生
活，成为公共文化体系服务群众的典范。

截至目前，8月份已在城区广场放映
红色电影30余场，累计观影人数达7000余
人次。此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通过电影
放映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正能
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点亮城区
夜生活，得到市民的一致好评。

“我和我的祖国”红色电影展映
点 亮 皋 城 夜 生 活

本报讯(张丽)为进一步推动全
市乡村旅游发展，市文化和旅游局
在考察、调研肥西县、金安区乡村
旅游工作的基础上，谋划发展慢进
漫游乡村旅游线路，拓展发展乡村
旅游的新思路。

调 研 沿 线 的 乡 村 旅 游基础较
好，与六安茶谷、江淮果岭等平台
互动发展，相得益彰，适合打造合

肥都市圈乡村漫游线，发展潜力巨
大。要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深挖沿
线优质乡村旅游资源，规划发展一
批乡村休闲旅游业态，扶持一批乡
村旅游经营主体，完善沿线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好几个重要节点。下
一步，将在做好线路的延伸和拓展
工 作 ， 谋 划 、 打 造 肥 西 县 上 派
镇——— 花岗镇——— 山南镇—金安区

双河镇—施桥镇—张店镇—横塘岗
乡—裕安区青山乡—石板冲乡—苏
埠 镇 ， 肥 西 县 上 派 镇 — —— 花 岗
镇——— 山南镇—金安区双河镇—施
桥 镇 — 张 店 镇 — 霍 山 县 但 家 庙
镇——— 衡山镇两条慢进漫游乡村休
闲旅游线，促进沿线产业发展，带
动百姓增收。

市文旅局谋划打造乡村漫游线

为帮助行蓄洪区留守学子丰富课余学习生活，帮助广大农民
实施文化脱贫，霍邱县孟集镇卫计办、孟集镇文广综合站联合开
展送图书下乡活动。据了解，此次活动共送出各类图书1000多
册，其中包含有虾稻共生种养殖技术书籍、文学名著、学生课余
读本和学习工具书等，这些实用型图书受到胡郢小学师生和村民
的称赞。

张正武 史云喜 记者 徐有亭 摄

本报讯(记者 邱杨)中秋佳节
临近，记者了解到，为让市民在阖
家欢聚的同时，走出家门畅享丰富
多彩的“文旅大餐”，六安市图书
馆准备了多场适合各类不同人群
的、与中秋有关的文化活动，让市
民和读者在中秋小长假期间，感受
图书馆带来的文艺与书香。

这些活动包括故事会、诗歌朗
诵、画展等形式，9月13日晚7点，
为小读者们定制了“山丘晚安故事

会”，特邀专业绘本老师亲临现场
讲；9月 1 3日起至9月30日将举办
《诗画中秋》儿童原创诗画征展
览，此次画展的作品都来自于我市
16岁以下儿童原创，主题与中秋佳
节有关；9月14日下午四点三十分，
市图书馆三楼优秀传统文化沙龙区
举办《从前的中秋》主题文化沙
龙，听小读者们朗诵诗歌，与专家
们共话“中秋”。

同时也提醒市民，自本月起市

图书馆对开放时间已作出调整，每
周周二至周日为开馆日，周一仍为
闭馆日。

中秋将至畅享“文旅大餐”

本报讯(赵炜)舒城县文旅体局自7月起组织开展了为
期两个月的暑期文化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对全县网吧、
KTV、游艺娱乐场所、书店等经营场所开展拉网式检查。
此次行动共检查网吧40家，处罚3家；歌舞、游戏游艺娱
乐场所23家，约谈停业整顿2家无证经营的歌舞娱乐场
所；书店40家，收缴非法出版物97册，有力地维护了该
县暑期文化市场经营秩序。

专项整治行动突出检查重点，强化遵纪守法。重点
检查了经营场所证照是否齐全、歌舞娱乐场所曲目库是
否含有违禁曲目、网吧是否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书店是
否出售非法出版物等，提高经营业主遵纪守法意识，规
范经营。突出消防检查，确保安全到位。结合该县“1+8
+N”安全隐患集中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及“防风险保平安
迎大庆”消防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对文化市场人员
密集场所消防设施、消防器材安全通道进行检查，确保
安全隐患整改到位。

本报讯(余建林)近日，霍邱县政协开展旅游资源综
合开发工作调研活动，调研组一行实地察看了红25军军
部旧址、李氏庄园、李特故居等红色旅游资源，听取了
相关情况介绍。

近年来，该县依托资源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文化
旅游产业，不断提升临淮岗4A景区环境，深入挖掘红色
资源和淮河文化，强力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旅游资
源综合开发工作有序开展，成效明显，为该县全域旅游
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同时，该县深挖淮河文化和红色旅游资源，做大做
强临淮泥塑、霍邱龙虾、“龙翔”牌鹅肝酱、临水白酒
等旅游品牌，积极打造柳编、剪纸、木刻、烙画等工艺
品牌，将其发展成为独具霍邱特色的旅游商品，增强旅
游品牌示范效应。

本报讯(叶吕)为落实文物消防安全监管责任，切实做
好“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文物消防安全检查专项
行动工作，9月2日，叶集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对该区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开展安全专项检查。

检查人员先后查看了史河街道江西会馆、洪集镇双
墩孜墓葬和姚李镇红墩寺遗址。检查消防设备能否正常
操作、电路是否存在老化、是否存放易燃、易爆物、文
物保护员是否在岗。了解了场所各项防火措施的落实情
况，对文物单位内灭火器逐个进行了压力测试。

通过此次消防安全检查，全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消
防安全工作开展情况总体良好，江西会馆消防器材运转
正常，室内墙面有墙漆脱落现象，双墩遗址和红墩寺遗
址，保护情况较好。当场要求相关责任人加强日常巡
查，做好防火防盗工作。

舒城县暑期文化市场

整治行动“收网”

霍邱县推进

旅游资源综合开发

叶集文体局检查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安全生产

送书下乡 扶贫扶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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