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中秋月儿圆袁不知不觉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乡了遥家乡的玉米
已快成熟袁院子里的柿子已经泛红袁爬上房顶可以吃到邻居家的红枣袁
透过明月似乎又回到了举家团聚的幸福时光噎噎

总想对父母说袁多注意身体袁不要太操劳遥岁月在他们的脸上留下
了一道道皱纹袁但没能阻止他们继续奋斗的步伐遥他们虽已年过六旬袁
却丝毫没有野退居二线冶的意思袁每天忙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袁有时还会
在微信群中开心地发布涨工资的消息遥 每当我劝他们不要太拼时袁他
们总说院野放心吧浴工作不累遥冶有时真想把他们接到身边来袁但次次都
被婉拒遥忙忙碌碌袁也许才是他们理想的生活遥

总想对父母说袁我们挺好的袁不要太惦记遥野年轻人应该多闯荡袁见
多识广长本领遥冶这是父亲经常教育我们的话遥从上学到参加工作袁不
知不觉中袁我和家乡的距离越来越远遥从最开始的独立尧自由尧无畏袁到
后来的依赖尧迷茫尧思念袁再到现在的成熟尧坦然尧向往袁生活给予我们
各种各样的色彩袁让我们在历练中变得更加稳重与从容遥在父母眼中袁
我们不需要取得多大的成就袁 只要平安幸福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宽慰曰
在子女眼中袁我们不需要有呼风唤雨的本领袁只要风雨中撑起一把伞袁
在他们眼中袁撑起的就是整片天空遥我们挺好的袁无需挂念与担忧袁南
方环境优美尧气候宜人袁孩子快乐成长袁工作顺心如意袁只盼父母能够
安心袁我们定不负嘱托袁不负韶华遥

总想对父母说袁 放心吧袁 有机会一定常回家看看遥 孩子还小尧
疫情反复袁 由于各种因素没能实现一年至少回去一次的心愿遥 每当
听说家乡的路又变宽了袁 新的产业又引进了袁 以往繁忙的秋收如今
几天就能结束了噎噎我就会迫不及待地想回去看看遥 虽然家乡已不
是儿时记忆中的模样袁 但翻天覆地的变化袁 让我切身感受到了美好
时代的赠予遥

身在他乡袁 我们努力奋斗袁 因为充满希望袁 所以心中向往曰 身
在他乡袁 我们努力奔跑袁 因为目标明确袁 所以奔向前方遥 脚下的路袁
越走越宽曰 心中的灯袁 越来越亮遥 常怀感恩之心袁 常念相助之情袁
愿我们走遍千山不忘自己的初心袁 愿我们踏遍万里坚守最初的梦想遥

我在他乡袁 挺好的遥
你们在家乡袁 也要好好的噎噎

九月的天气如梦似幻袁 既带了些夏季
的炎热袁 又夹杂着秋季独有的清凉遥 中秋
的圆月升起袁 月光散落人间遥

淡白微青的天空中星光点点袁 一阵风
吹过袁 凉意四起遥 日历轻轻抖动袁 将中秋
抖落眼底袁 心底升起期盼院 每每中秋袁 月
饼最是香甜袁 一切景致在月光下仿佛被镀
上一层银光遥 轻轻摇摆的钟表袁 期望将时
间摇快些袁 指针转动的声音滴滴答答袁 轻
轻拨动心弦袁 奏出华美的乐章袁 又挠得人
心痒痒的遥

晓雾里的世界袁 大有睡意朦胧之感遥
路灯忽灭袁 中秋之日方起程遥

浓烈的太阳挂在树梢袁 是一天最热之
时袁 阳光明晃晃地照着大地袁 透过窗缝钻
进屋内遥 盒盒月饼摆在厨房柜子里袁 透过
塑料袋袁 能看到里面装着精致的月饼袁 细
腻的花纹令人心向往之遥 于是拿出一个袁

轻轻撕去包装袁 咬上一口袁 油且香甜袁 于
口中散发开来袁 刺激着味蕾遥 如果这时奶
奶进了厨房袁 看到地上蹲了个偷吃月饼的
野小贼冶袁 定要刮刮我的鼻子袁 笑着道一声院
野唉哟袁 我的小馋猫遥冶

黛青色的天空中高高地悬着一轮明月袁
月光照着条条小路和小路两旁潜滋暗长的
树木袁 投下参差且斑驳的黑影遥 路灯遮住
了部分明月投下的光袁 让人不由得想起童
年时平房上的中秋遥 那时最爱同小伙伴们
一起坐在房顶袁 双腿搭在房顶边沿袁 手边
放着盒盒月饼袁 一起聊着趣事遥 中秋的风
柔柔地吹过袁 繁星似抖了抖袁 那月亮静静
地待在青黑的夜空上袁 好像从那时起便恋
上了中秋遥

中秋节就是家人团聚在一起袁 赏月尧
吃月饼的节日袁 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情感袁
野但愿人长久袁 千里共婵娟冶遥

中秋月袁一鉴初开九州圆遥九州望袁
地勘物测施工忙遥 枫叶新红撷难至袁地
勘红衣遍山行遥峰峦如龙百折宛转无人
踪袁且看地勘测线穿壑缚虬龙遥晨起出
工星作伴袁归来白露湿我衣遥窗外蟋蛰
声渐歇袁明月相伴数据传遥手执仪器测
经纬袁骄阳烈袁勇攀登袁蒺藜刺袁拔复行遥
汗衣未干骤雨湿袁 肩扛手抬再登峰遥再
登峰袁夕阳独照我袁一影丈青山遥

中秋至袁 山间云海起袁 崇崒沐高
阳遥数载施工中袁家书问秋凉遥熟听他
乡桂子落袁遥念宅堂梦中人遥山河有情
知我意袁青春宜当放眼量遥六十载袁白
山黑水漠上行袁地勘传承为国找矿藏遥
新时代袁绿色勘查做尖兵袁无悔青春地
勘好儿郎遥

河北朗威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公司拥有 3条国际领先的美国 MTI
惯性摩擦焊生产线袁2条美国国民油井生
产的管端镦粗加厚生产线遥 产业链完整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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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去超市时袁 发现入口处的几个货架上摆
满了包装精美的月饼礼盒袁 一旁的喇叭里还循环
播放着促销月饼的宣传词遥 孩子看到月饼后明显
兴奋起来袁 拉着我问道院 野妈妈袁 什么时候过中
秋节啊钥 咱们也买些月饼吧浴冶

看着孩子期待的眼神袁 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
的自己一脸期待地问妈妈袁 什么时候可以吃月
饼遥

小孩子应该都很喜欢过中秋节袁 因为不仅能
够吃到美味的月饼袁 还能拿着月饼四处 野游逛冶遥
一般在离中秋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袁 孩子们就
开始期盼了遥 虽然以前的月饼种类没有现在丰
富袁 但同样都是小巧圆润尧 香甜可口的袁 捧在手
心袁 轻轻地咬一口袁 香浓的甜便在舌尖慢慢扩
散遥

那时的我们一边吃着月饼袁 一边听着大人们
讲嫦娥奔月的故事袁 于是对天上圆圆的明月又增
添了几分好奇遥 传说虽然动听袁 但我们最关心的
还是美味的月饼袁 刚开始还是一家人坐在一起袁

但不一会儿袁 小伙伴们就会不约而同地走出家门袁
捧着各式各样的月饼袁 享受这难得的快乐时光遥
在朦朦胧胧的月色下袁 大家谈论各自月饼的样式
和大小袁 遇到新奇的袁 还会互相品尝一番袁 这大
概可以算是小孩子的 野月饼社交冶 吧遥

回想起来袁 小时候的中秋节满是浓郁的甜尧
美丽的嫦娥仙子和静谧而富有诗意的淡淡月光遥

填报高考志愿时袁 我执意要报省外的大学袁
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袁 便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城市遥
离开父母和小伙伴的陪伴袁 中秋节独自吃着从学
校小超市买来的月饼袁 以往甜甜的月饼吃到口中
竟有了一丝苦涩袁 心中翻滚着离别的愁绪袁 眼泪
忍不住在眼眶中打转遥 第一次袁 我对过节有了
野恐惧冶袁 也第一次尝到离别的滋味遥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袁 我对家乡尧 对父母有了
更深的眷恋遥 参加工作后袁 我回到父母身边袁 陪
伴在他们左右遥 婚后我有了自己的小家袁 也有了
两个聪明可爱的孩子遥 虽然我们没有和父母住在
一起袁 但每天都会一起吃饭袁 一家人其乐融融遥

如今袁 时代飞速发展袁 月饼礼盒越来越精美袁
月饼也越发精致袁 样式多得让人眼花缭乱袁 口味
也层出不穷遥 我们的生活也越过越好袁 从狭小的
平房搬到了宽敞明亮的楼房袁 站在阳台的大玻璃
窗前向外看去袁 街边的美景尽收眼底遥

还记得中秋佳节袁 我和母亲一起洗水果袁 切
好装盘袁 再摆放几碟精美的月饼袁 一家人围坐在
一起赏月尧 吃月饼遥 孩子们讲讲新学会的故事袁
大人们则聊一聊最近发生的趣事袁 屋里充满欢声
笑语噎噎

我终于不再惧怕过节了袁 口中的月饼也恢复
了往日的香甜遥 又是一年中秋佳节袁 只盼大家都
能团聚袁 不要辜负了美丽的月色遥

想到这里袁 我的嘴角不由上扬起来袁 走出超
市袁 不觉加快了步伐袁 孩子也在我身旁跳着笑着袁
自告奋勇要来帮我提手中的月饼遥 我一边递给她袁
一边轻轻地抚摸她的头说道院 野好袁 咱们这就给
姥姥尧 姥爷带回去袁 等到中秋节袁 咱们一家人开
开心心地坐在一起赏月尧 吃月饼遥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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