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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
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这句古人
的警示之言，已鲜有人去克己奉行，尤其是在一
些大型庆典活动或操办红白喜事时，为了讲排场
撑面子，饕餮美食常丰盛得令人咋舌，客走人
散，盛宴也沦为“剩”宴，一大堆美味佳肴全让
垃圾桶“饱餐享用”了。更有甚者，在一些学生
食堂，孩子们一边诵读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一边却眼睛都不眨，把吃剩的大量饭菜
倾倒至垃圾箱。正如习总书记近日对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所说：“餐饮浪费现
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全社会都该
倡导和厉行节约之风，要果断地对“舌尖上的浪
费”说“不”。

一次和友人去一家自助火锅店用餐，邻桌就

餐的是几位看上去十五六岁的中学生，他们选了
一大堆海鲜肉类，直摆得桌子四边满满当当，糕
点饮料无处摆放，直接垒到盘子上，看着这些孩
子肆无忌惮地笑闹喧哗，大快朵颐，朋友直咂
舌：“拿这么多食材，吃得下吗？”果然临走
时，桌上的火锅里，盘子上，到处都是咬了几口
就丢下的食物，有的蟹和海贝，没动一口就起身
走人了，小小年纪全无惜“粮”之心，着实看得
人扎心不已。

我不由得想起李家同教授在《窗外》一文中
讲到的一个故事。他的朋友是英国某大学校长，
一次去印度加尔各答开会，当他选了一家极为考
究的饭店，落座于一扇很大的落地窗边，正在用
极精致的银色餐具，津津有味地品尝葱烧羊腿
时，抬眸的一瞬，他看到一个饥饿无比的小乞
丐，浑身一丝不挂地紧贴着窗子，全神贯注地盯

着那块羊腿，稍顷，警卫出现，小乞丐迅速跑
开了。从此，小乞丐那双饥饿的目光，像烙印
一样，镌刻在校长的心坎上。校长从此性情大
变，他不在食用考究的食物，一日三餐简单至
极，全校老师得知此事后，都纷纷效仿校长，
让日常生活简单化，不再肆意浪费地球资源。

一次与文学社的文友们一起吃年夜饭，聊
起“舌尖上的浪费”这个话题，饭店老板不无
痛心地说：“我开饭店这些年，看到太多食物
浪费现象，有些人一大盘红烧肉，从上桌到结
束，吃了都不到四分之一，每次倒掉这些剩菜
剩饭，我内心都有罪恶感。我从小在农村长
大，父母种庄稼的辛苦，我最懂，那真是汗珠
子掉地摔八瓣。小时候家里穷，逢年过节才能
吃上肉。”已古稀之年的季老师感慨道：“是
啊，我们这代人，经历过国家困难时期，知道

粮食短缺饥荒之苦，当年我们家孩子多，母亲
为了省下口粮给我们吃，活活饿死了。”那一
刻，在心思沉沉中想起我已故多年的母亲，她
惜粮如宝，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
期，母亲饿得都扒过树皮吃。有次母亲抱着大
姐在火车上，父亲刚把一个饼子塞到大姐手
里，立刻就被人抢走了。从孩童口中抢食，可
想那是何等的饥饿。

近日漫步街头，随处可见“节约光荣，浪
费可耻”等宣传语，不少商家还适时推出半份
菜、小份菜、公筷公勺等举措，他们不仅提供
打包盒，还对践行“光盘行动”的顾客，奖励
小礼品。愿大家共同努力，节约地球母亲的资
源，做“文明用餐，节俭惜福”的身体力行
者，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让勤俭节约在全
社会蔚然成风。

不知是哪只蝉，也不知是从哪天开始歌唱夏
天，整整一个夏天，只要有树木的地方，我们就
能听到蝉鸣，也许是一只，也许是好多只。唱了
一个夏天还远远不够，此刻，独坐在一座石山下
的几株高大枫香树下，不断走来走去的人并不能
分散我的聆听，我在倾听秋蝉。

不知远近高低，此起彼伏的蝉鸣，在初秋的
阳光下，拉长了对夏日的思念。阳光从尚未感受
秋风浸染的绿叶间洒落，在石桌石凳以及满地鹅
卵石铺就的地面上，留下一幅幅随风变幻的写意
光影。

夏日听蝉，往往能听出一种热烈，听出一种
向往，听出一种不折不挠。嘶…呀…嘶，嘶呀…
嘶呀，那声音对于劳作的农人，宣示着阳光的炽
烈和天气的炎热，是一种催眠曲，听着听着，会
不自觉地犯困。而昔日鸣蝉，对于孩童，则有一
种吸引和诱惑。桂北农村的孩子，在夏日鸣蝉的
日子里，常常拿着竹制的粘网一棵树一棵树寻声

找去。那网用屋角蛛网铺就，昆虫沾上绝对动弹
不得。当发现一只站在树上高频振动双翅“鸣
叫”的蝉，蹑手蹑脚靠近，伸出粘网轻轻按下，
嘶呀声戛然而止，那蝉挣扎几下，无奈地听命不
动了。于是，整个夏天，一群调皮的农家娃手
里，时常可见用线捆着身子剪掉翅尖的蝉，时不
时发出无力的嘶鸣。

曾经在华南第一高峰猫儿山脚一片竹林边，
经受过一次蝉鸣的轰炸。一条小溪涧流过这片竹
林，溪涧不宽不深，挽起裤腿随便可涉水走过，
几步便从此岸到达彼岸。溪涧边有一段生长着十
几株柳树，海碗粗细，三层楼高，显得单单瘦瘦
的。初入住，听溪涧边传来阵阵蝉鸣，尚觉有
趣，殊不知那个黄昏乃至整个晚上，满耳都是几
乎不曾停歇过的鸣蝉大合唱。那天晚上几乎彻夜
未眠，夜渐深，那些挤挤挨挨箍在溪涧边柳树上
的蝉该歇歇吧。果真也停歇了一下，也许几秒钟
也许几十秒钟，正在庆幸这轰炸终于结束，那蝉

鸣突然再起，从零星几只渐变为全体参与，从
悦耳变为嘈杂最终成为声音炸弹，直让人心惊
肉跳神魂不宁。

这次蝉鸣大轰炸的后果，是多多少少对于
蝉鸣居然有了几分心怯。每在远离都市的地方
住下，首先聆听周围是否有蝉鸣，颇有点一朝
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架势。

初秋听蝉，没有了夏日的热烈，更多的是
对夏日的回味，是对即将逝去的好时光的惋惜
与叹息。若是在一个人迹稀少而树林茂密的地
方，忽远忽近稀疏悠远的蝉鸣，常常会听出一
种悲悯，听出一种不甘。就这么坐着，听着，
忽然对鸣蝉多了一层新的认识，它们用特殊方
式所表达的，是对生命的热爱，它们是在用自
己短暂的生命而歌。对于它们的独唱抑或合
唱，对于它们的拼力嘶吼，我们应该多一点理
解多一些包容。这样想着，此前因为那次被蝉
鸣轰炸而留下的阴影，随着一阵阵一声声秋蝉

的悲鸣，随风而去。
所谓境由心生，听蝉鸣何尝不是！如果思

念的人在远方，自然会听出一种思念；如果事
业和工作暂时处于低谷，自然会听出一种不甘
和不屈不挠。不然，哪来柳永“寒蝉凄切，对
长亭晚，骤雨初歇”的咏叹。不过，在公平的
时间面前，任何时候听蝉鸣，我们其实听到的
都是生命逝去的悲悯与提醒。

立秋过了，处暑过了，随着白露来临，热闹
了一个夏天的鸣蝉，也就会暂别我们，等待着来
年的夏天。秋蝉并非绝唱，而是夏日不了情的余
韵，是生命交响曲在酝酿下一个高潮华彩而已。

此时此刻，坐在一座石山下几株高大的枫
香树下，聆听着时有时无长一声短一声的秋
蝉，总算对“蝉噪林愈静”的意境有了一丝感
觉。凡尘渐渐远去，心渐渐平和。或低沉或嘹
亮的蝉鸣，在初秋阳光下，一声声，如泣如
诉，仿佛在耳畔，又仿佛在天际。

那是一条美丽宁静的河，一条装点童
年无尽欢乐、充满原始和梦幻魅力的河。
它从湘桂边界崇山峻岭的深林中蜿蜒而
出，在一个叫平定的地方绕了一个弯后，
便像一位婀娜多姿的少女又向前袅袅而
去。

每次回到家乡，我都要沿着河边洁净
的卵石滩漫步，慢慢欣赏品味那如画的风
景，仔细搜寻童年在这里流淌的斑驳记
忆，轻轻拾起那已经流逝却不能释怀的过
往。

河仅四五十米宽，枯水季节，挽起裤
脚就能淌水过河。但到了雨季，河水常常
迅即暴涨，浊浪滔滔，凶猛异常。近百年
来，前人曾多次举全村之力，捐钱捐物，
伐树抬木，精工巧匠，撼天动地地在村边
的河上，一次次修建宏伟壮观、独具侗族
特色的风雨桥，方便了两岸居民的生产生
活。但每座桥后来都被肆虐的山洪无情地
洗劫而去。人与大自然的角逐在这里一幕
幕地轮番上演着，残酷而又现实。如今虽
然已架有坚固的钢筋水泥桥助人们通行，
但每每看到依然屹立在岸上的功德碑、残
存在河里曾作为桥礅用的粗大的长条石和
凿在河中石头上用来放置桥礅的桥洞，便
会唤起许多欲说还休的沉重，就会对前人
战天斗地、不屈不挠的精神心生无限的敬
意和感慨。

河流域方圆几十里内皆为莽莽苍苍的
原始森林，受其呵护，河水总是清澈、明
澄，荡漾着诱人的柔波与清凉。两岸的青
山倒影在水里，像一幅美丽动人的水墨
画。每到夏天，河便成了我和伙伴们纵情
嬉戏的乐园。在绚烂的阳光下，我们像跳
水运动员一样，从岸上的一块突兀的石头
上赤条条地纵身往水中跳，然后一个深潜
从水底冲上把同伴顶翻，这时欢闹声便久
久地在河面上回荡。然而，温顺美丽的河
却有着狰狞可怖的一面。有一天大水还未
退尽，河水还泛着浑黄，我的一位小伙伴
便急不可待地下河游泳，不想瞬间竟被一
个看起来柔柔的暗流漩涡吞噬了。多么难
以捉摸性情的河啊，我们好久不敢靠近
它，从此对这神秘莫测的河有了更多的戒
备和敬畏。

夏天弄鱼，是我们童年精彩生活的一
部分。那时河里的鱼真多，只要站在河
边，就会看见成群结队的鱼在清波粼粼的
水里悠然地游来游去，或在激流奔涌的滩
中炫耀着刺眼的片片银光。那时我们捕鱼
的办法也就特别古朴。摸鱼是最原始的一
种。在星光灿烂的夏夜，我们吃完晚饭
后，相约来到河边，先向河里雨点般的砸
石头，等鱼儿受惊吓藏进石缝后，我们像
一条条蛟龙潜入水中，哪里有藏鱼的石缝
就往哪里摸。徒手摸鱼动作要轻，手要装
成鱼的同伴，慢慢地靠近并把它往死角
挤，瞅准机会将鱼鳃一掐，鱼便不能动
弹。如果运气好，一夜便能抓到几斤鱼。

捞巴石鱼则要讲究技巧。巴石鱼有拇
指般大小，腹部扁平，喜欢贴在水急的石
头上或卵石中。捞鱼时要选择有石头的急
滩，用“捞绞”(捕鱼工具)沿着石头平面
刮过，贴在石头上的鱼就被刮入“捞绞”
中。也可以两个人配合，一人拿“捞
绞”，一人提水底的石头。等石头一离开
水面，用“捞绞”快速接在石头下面，贴
在石头上的巴石鱼便落入网中。而最有成
就感的要数“塞岔”。先观察哪里有可以
围堵的河岔，然后用石头将河的岔道围起
来，再搬来粘土塞住缝隙，把河水挡在岔
外。等到岔内的水小了，便将事先捣成粉
末的茶麸装在筐里，然后均匀地在水中搅
拌，鱼吃了茶麸水后，便昏头昏脑地从水
底冲出，蹦跳乱窜，于是整条河岔沸腾
了，大家兴奋地拿着“捞绞”、鱼篓等工
具投入到了抓鱼捉鱼的战斗中。有时一岔
就可以收获几十上百斤鱼。鱼多一下吃不
完，就用火烘干做成干鱼，或放进坛子里
做酸鱼。因为河里水质好，鱼的味道也特
别鲜美香甜，现在想起就会馋涎欲滴。如
今吃遍了天南海北的鱼，但总觉得还是故
乡的鱼味道最美最好。

然而，美好的东西往往也是脆弱的。
几年前，有老板在河的上游拦河筑坝，打
山洞将河水引到 10 多里外建电站。如今
河里已没有了清幽的绿水，没有了穿梭往
来的游鱼，没有了孩子们欢快的笑声，眼
前只有干涸裸露的河床和满目疮痍的乱石
滩……

而我一直怀念着记忆中的那条充满野
性和美丽灵动的河，那条给我童年带来无
尽欢乐和敬畏的河，那条像梦一样悠远却
又让我魂牵梦绕的河。

童年的河
□杨海标

拒绝“剩”宴，莫负“粮”心
□李仙云

坐听秋蝉
□蒋忠民

刘老师虽然身体较弱，几次晕倒于课堂，但
仍坚守着那三尺讲台。李老师像慈母般地关怀着
每一个学生，对于班上的“留守学生”，她不回
避、不放弃，从生活中的细微处入手，做小事，
做实事，重细节，在学生身边“坐一坐，聊一
聊，逛一逛”，不知不觉中扮演了父母亲的角
色。王老师除了双休日在家外，其余时间几乎都
在学校里度过，被丈夫、女儿戏称为“家里的旅
客”。许老师，还有秦老师……

金风送爽，五谷飘香。岁月老人匆匆而又稳
健的脚步，再一次引领我们迈进遍地橙黄的金色
九月。今天，无论你给我侧影，还是背影，我要
把一直藏在心里的这支赞歌唱出来，献给可亲可
敬的老师们。

九月是收获的季节，到处流溢着温馨的祝
福。看到桃李满园，老师您一定会感到欣慰和骄
傲。但在这属于您的日子里，学生却不知道该以
何种方式向您祝福。抑或最诚挚的情感，本不需

要也无法用冠冕堂皇的话语来表达，但您袒露朴
实的胸怀，山的性格，火的热忱，温柔的话语涓
涓流淌成小溪。总是那样端庄，带着淡淡的微
笑。在您的课本中晃动着激情的烛火，闪烁着坚
定的誓言，却能让学生铭心刻骨地为之感激一
生。

老师，您就像一颗闪亮的星，照耀着学生们
的人生旅途；您是学生们的表率，教导学生们做
人的准则。您脸上的皱纹不是虚度年华的标记，
而是汗水流出的槽痕；满头霜雪不是年迈的象
征，而是载着岁月的沧桑。也许，你们注定不能
呼风唤雨；也许，你们注定远离缤纷绚丽。你们
仅仅是一群普通的人民教师，但平常的你们依然
可以挥洒出一片真诚，一片坦荡，一片清风明月
的潇洒，因为你们的爱和执著正浇灌着生命之花
如期绽放。

你们不为名利所累，不为凡尘俗世所引诱，
为了不俗的追求，你们日升日落，茹苦含辛，从

从容容，用粉笔谱写着平凡而伟大的人生。或
许在这个人世间，除了父母，再没有人这样耐
心而又诚恳地对我们说：任何风雨征程、苦难
之旅，积极的心态，就是成功永恒的基石；勤
奋的行动，便能成就伟大的事业。每当看到您
的眼睛，都会从您的眼神得到对我们学习的鼓
励、赞誉、爱抚、希望。有时也有责备、批
评，惟独没有索取。上课时，每当看到您的眼
睛布上了血丝时，我们知道您又为我们熬夜
了。但在我们的眼里看不到您的疲倦和困顿，
看到的是知识的涡流、启迪的闪电、做人的正
直，得到的是冬季融融的春意，夏季里凉凉的
绿荫。

渐渐的，我们进步了，在坚强中变得意气
风发，而您却在操劳中愈益憔悴；冬天，霜花
开满您的鬓角；夏天，雨水滴落您的发梢。为
了学生的成长，您从容地走出冰雪的阻挠，泥
泞的困扰，把一颗慈母般的爱心，无怨无悔地

投进学生的怀抱。今天，当我们走过青年，步
入中年时，围坐在老师的身旁，才真正知道园
丁的辛劳，蜡烛的无私。

你们的爱，是那样的真，是那样的诚，又
是那样的深。你们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洒于教育
这片芳草园中，满足于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
睛，满足于一个个敞开的纯洁的心扉。你们是
多么崇高而伟大啊！无数个日日夜夜，多少次
梦回往首，我都在心中唱着汪国真那首最美的
赞歌给您：让我怎样感谢您，我原想收获一缕
春风，您却给了我整个春天；让我怎样感谢
您，我原想采撷一朵浪花，您却给了我整个海
洋。

老师，我想把我多年来感谢您的心意充分
表达，但寻遍所有的字山辞海，一切文字都不
足以表达学生对您的爱戴与崇敬，就此躬笔，用
心即叙，向您及千千万万个人民教师在这一特
殊的日子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老师，您辛苦了！

九月的赞歌
□雷琛

山水一色
李海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