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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阳台上等风 ，也等一
个月亮。

南方的秋凉 ， 总是姗姗来
迟 ，但时近中秋 ，到了晚上 ，也会
有微风扑面。 这时候的风， 捎来
太多的好意，露珠的清凉、草木的
清香 、虫子们的欢唱 ，还有 ，幽深
幽深的静谧。微凉的风里，我看着
一弯月亮，迈着碎碎的步子，爬上
中天 ，月光如水 ，盈盈而照 ，清辉
得有点像，白衫年少的时光。

想起小时候， 一走进农历八
月， 心就变得雀跃。 中秋节快到
了， 到那时， 不仅有圆圆的月亮
看 ，还有圆圆的月饼吃 ，多美哦 ！
每天放学回家， 嗅到空气里不知
是哪家饼店飘出来的甜蜜的月饼
味道，就忍不住咽口水。 晚上，做
完作业，就盯着弯弯的月亮看，看
月牙儿一天一天长大， 一天一天
变得丰满，小小的心，就像生了翅
膀，朝着一个日子飞翔。 终于等来
了月白风清， 一家人和和美美地
坐在月光下，笑语喧喧，香香软糯
的月饼放进口，多甜哦！ 就连眼前
的月亮， 也变成一个甜蜜的大月
饼。

光阴 ， 仿佛是一刹那的事
情 ，吱溜一下 ，许多个中秋夜就
溜过去了 。 现在 ，我依然喜欢中
秋节 ， 依然会在秋风微凉的夜
晚，等一个月亮。 诗经里“月出皎
兮，佼人僚兮。 舒窈纠兮，劳心悄
兮 ”，说的是不是此时的月光呢 ？
古人的浪漫 ， 是与自然长存的 ，
望见明月 ，就会想到那个如明月

一样的人 ，想得心里都爬满了忧
伤 。 而我面对着皎洁的明月 ，是
没有忧伤的 ，只有美好 。 只是对
月饼 ，再也没有小时候的那种期
盼了 ，是因为现在可以随意地吃
月饼了吧 。 中秋还远着呢 ，街上
的月饼就开始汹涌 ， 商场上 ，酒
店里 ，大小店铺 ，摆得满满都是 ，
种类繁多，琳琅满目。 还有淘宝、
天猫和京东等网上超市 ，铺天盖
地的也是卖月饼 、定制月饼的广
告 ， 过去是盼着中秋吃月饼 ，现
在是吃着月饼等中秋 ， 不一样
了。

尽管现在的月饼花样百出 ，
但我喜欢的 ， 依然是豆沙月饼 。
尤其是那种小作坊做的 ， 地道 ，
没有太多的添加物。 层层起酥的
外表 ，软软糯糯的豆沙馅 ，甜味
适中，入口即化。 前两天，从朋友
口中 ，我知道有一个名叫 “海晏 ”
的小镇 ，将举行一个 “月饼文化
节 ”，而当地最出名的月饼 ，就是
豆沙月饼 。 奔着这句话 ，我真的
驱车几十公里，来到为全小镇。

小镇很小 ， 只有 一 条 主 街
道 。 一溜排开的月饼档 ，我一档
一档看过去 。 没有华美的包装 ，
除了纸盒 ，就是用白油纸包裹着
的 ，四只一筒 ，上面贴着一张印
有 “嫦娥奔月 ” 图案的红纸 ，味
道，却是小时候的味道，心底不轻
易触及的温柔就这样荡漾开来 。
拎着一大袋月饼回到小区， 已是
夜色深沉 。 遇见邻居李阿婆 ，她
笑：“买这么多月饼？ ”我也笑：“是

呢，都是豆沙月饼，阿婆要不要试
试？ ”“哦，不用，我儿子一家三口
刚从上海回来， 带回很多月饼和
过节的食品，现在，就等一个月亮
啦！ ”阿婆幸福地吁了一口气。

“等一个月亮！ ”我在这句话
里盘旋 。 中秋之夜 ，月亮是一年
中最圆满的 ， 所以自古以来 ，中
秋月都被视为 “团圆 ”的象征 ，而
客居他乡的游子 ，也奔着这个月
亮 ，千里归家 ，让 “举头望明月 ，
低头思故乡 ”“露从今夜白 ，月是
故乡明 ” 的念想 ， 落到实处 ，毕
竟 ，“花好月圆 ”， 是人们终其一
生追求的梦想！

父亲安详地仙去了，刚
七日整，为七日祭祀日。

难熬的 148 小时， 如银
河遥远， 如黑夜漫长。 七日
前，我们父子还能语言交流，
心灵沟通，如今阴阳相隔，天
壤永别，怎不让我悲痛欲绝、
泪流满面、哀伤无比？！

父亲八十有七， 可谓福
寿。 他一辈子清平、寡欲，正
义、良善，爱国、爱家，经历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岁月，后
参与修筑饶平县汤溪水库，
以灌溉水渠，保障粮食丰收。

父亲质朴，言语不多，但
常常聆听他用四十年改革开
放的新成果和幸福感教育我
们、养育子女，甚至不厌其
烦、唠唠叨叨。 他用新旧对

比， 用身边的人和事， 用自
己七十年耕耘在农业、 建筑
业、 陶瓷业的躬亲示范，启
迪我们珍惜光阴、 自强不
息， 启发我们爱党爱国、洁
身守纪， 启示我们落后挨
打、奋发有为！

进入新时代， 父亲年岁
虽高， 但耳聪目明， 健步如
飞。 他关心时事，爱看中央电
视台、广东电视台，什么新闻
联播节目、 中央领导人会见
外国政要、总书记到边少地区
聚焦脱贫攻坚，“南海仲裁闹
剧”、 中美贸易战， 他耳熟能
详，如数家珍。 正谓：国家兴
亡，匹夫有责。 父亲甚至去世
前两天，神智不甚全清，他还
在关心香港街头止暴制乱，问

我们有没有好转？他说我们一
定要相信香港明天会更好！

父亲走了， 带着他的心
愿：回到生于斯、养于斯、老
于斯的故乡———饶平红色苏
区。 在广州走前，父亲病情重
度危急， 应急医生说很难活
着回到路途遥远的老家，实
际上父亲不仅打破了奇迹 ，
还在老家待了两个时辰才安
详地离去。

父亲， 我们割不舍的感
情， 割不断的思想！ 我们伤
心，我们悲痛，我们怀念。 但
愿您忘却手术治疗一年来的
疾痛，放下牵挂，放下劳碌，
放下负担，用您的坚韧毅力、
乐观向上，在天堂安好如初！
是为祭。

潮文化之源
□谢显扬

勇于开拓创新的潮州人，
创造了独特的潮文化， 孕育了
一大批潮籍杰出人士： 世界华
人实业家、国际汉学大师、文艺
界著名人士、 热心公益事业的
爱国侨领……经典闽南歌《爱
拼才会赢》 诠释了潮州人的辛
酸奋斗历程：“一时失志不免怨
叹， 一时落魄不免胆寒……人
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 有时起
有时落， 好运歹命……三分天
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

追溯潮州文化的渊源，得
回 溯 到 唐 元 和 十 四 年（819
年），韩愈贬任潮州刺史说起。
是年正月，唐宪宗遣宦官赴法
门寺迎佛骨至长安， 王公大
臣 、黎民百姓奔走瞻视，争相
施舍。 刑部侍郎韩愈却逆流上
《论佛骨表》，慷慨陈词 ，秉笔
直言供奉佛骨劳民伤财，毫无
价值。 结果，韩愈被贬谪岭南
潮州。

韩愈没有因被贬失意消
沉，反倒亲力亲为，祭雨乞晴，
祭祀驱鳄， 修堤凿渠， 振兴教
育，选拔才俊，奖劝农桑，赎放
奴婢，传播文明，还悉数捐出上
任潮州刺史的八个月俸金，弥

补学校办学经费之不足， 从而
使当时蛮荒之地的潮州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虚南谪八千里， 赢得江
山都姓韩。 千百年来，潮州人为
感恩韩愈为潮州播下的功德，
为他建韩文公祠， 将本地山水
景观易姓“韩”———学堂叫“韩
山书院”、山叫“韩山”、江叫“韩
江”、堤叫“韩堤”、亭叫“韩亭”、
树叫“韩木”，昌黎路、祭鳄台、
侍郎亭……让潮州的山水草木
和人文景观， 浓浓浸润着韩愈
的风骨气息。

韩愈躬耕潮州虽仅八个
月，但以中原文化燃亮潮州。 据
说潮州在宋代中进士者达 172
人，其中建炎二年(1128)一科连
捷 9 人，一时为之轰动；明代潮
州进士为 160 人， 演绎同榜八
俊、 兄弟连科和一门三进士诸
佳话。

源远流长的潮州文化镌
刻韩愈的魂，当之无愧戴上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桂冠，潮州
人跃升为时尚文化的弄潮人。
如今， 流连潮州 ， 当尝潮州
菜 ，饮功夫茶 ，品潮剧 ，观潮
州景，恍如走进了人文时空隧
道……

月光下的牵手
□陈上前

我一度对父亲怀有深深的
不满与敌意。 这样的认知,源于
我的童年时代,源于彼时父亲对
母亲的粗暴。

记忆中,年轻时的父亲是个
孔武有力的男人, 也是个躁脾
气。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农
民辛辛苦苦,一年忙到头,也只
能勉强糊口, 这让父亲感到愤
懑。 父亲是个要强的人,也很努
力地想改变自己的现状,可最终
收效甚微。 长期的生活困顿令父
亲倍感憋屈,而家庭琐事往往令
他发怒, 他经常与母亲发生争
吵, 尤其是到夏天农忙时节,还
动手打起母亲来。 母亲被父亲打
得负气出走过几次。 我曾经尝试
着想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忘记,
可记忆有时如此强大,强大到令
人刻骨铭心,那夜我追着母亲出
走外祖父家的情景仿佛又浮现
在眼前。

那是“双抢”完后不久的一
个仲夏夜,父亲不知何故又动手
了。母亲幼年丧母,本就悲苦,丈
夫和父亲是她生命里最重要的
两个男人———丈夫不懂得疼惜
她,反而打她,她只能往她另外
一个重要的男人———她的父亲
那里去寻求庇护。

母亲泪眼汪汪,奔走在通往
外祖父家的乡间小道上。 我那时
尚小,懵懵懂懂,虽不懂父亲何
故要打母亲,却也能感受到母亲
泪眼涟涟里的酸楚和可怜。 看着
母亲哭,我也哭,一边哭,一边跌
跌撞撞,紧追着母亲。

那个晚上, 月光分外的明,
如皎皎流素,肆意地倾泻在近处
的树、远处的村庄上,以及还氤
氲着稻香的田野和兀自潺潺流
响的沟渠里。 夜近乎透明。风儿
呢喃着, 温软得像一只乖巧的
猫, 又柔和得像一支轻曼的乐
曲。 南方水乡的盛夏夜,自然也
少不了虫声啁啾,蛙声阵阵,这
些乐师似乎并不在意人间的愁
苦,只是一个劲地想将夏的热烈
唱到极致。 小路通向堤的一端内
侧有一荷塘, 满眼翠色欲滴,微
风吹过,菡萏摇香,绿丛里吹出
的薄水迷雾,丝丝缕缕,飘飘渺
渺,在月光的映照下,宛如一条
条缭绕碧荷的白色纱巾……

到外祖父家,就要翻过这道

堤,还要经过一座架在沟渠上的
石板桥,桥那边的村庄里有很多
狗,隐隐约约还能听到狗叫。 我
哭着追了很远,有些害怕,母亲
似乎心软了,她怕我掉进水里或
是被狗咬,便慢慢地停住了向前
奔走的脚步。于是,我赶上前去,
牵住母亲的手,破涕为笑。 于是
在月光下,一大一小,一前一后
两个身影,向着外祖父家奔去。

母亲出走后, 父亲要干农
活,又要照看孩子(我的弟妹);要
做饭菜,又要洗衣服;要喂牲口,
还要拾掇家里。 两天后,这个糙
老爷们就被生活整得七荤八素,
狼狈不堪,他决意要去把母亲寻
回来。

父亲腆着脸去外祖父家找
母亲时已是掌灯时分,外祖父把
我的两个舅舅叫了过来,四个人
围坐在一张桌旁,好像要开会的
样子,母亲就躲在灶房里生火做
饭。 我不知道当时父亲是否会感
到某种威压,一向慈眉善目的外
祖父那天神情显得有些严肃 ,
眉头枯皱, 我那两个高大的舅
舅也显得脸色凝重,毫无笑意。
会议由外祖父主持, 他说过一
些什么话,我早已记不清楚了,
只是略略还能想起大意: 家庭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 舌头
也有跟牙齿相撞的时候, 要多
体谅,包容……男人动手打女人
是不对的,如果觉得我的女儿不
好,可以退货,我无条件回收,如
果不想退货,就好好待她……

吃过晚饭,外祖父打发母亲
随父亲回去, 母亲虽然有些赌
气, 到底还是跟着父亲出了门,
走在回家的乡间小路上……

经此“一役”后,父亲脾气虽
然还是暴躁, 但也收敛了很多,
他似乎很少打母亲了。 再到后
来,大约我十岁后,就再也没有
看到或听到父亲的“家暴”了。后
来的后来呢,我去了两千里外的
异地工作,父亲却是越来越难以
离开母亲了……

多年以后, 想起那个月夜,
想起那段往事。 有时散步在夏夜
的月光下,看见有孩子一手牵着
父亲,一手牵着母亲,我总疑心
那个孩子是我,那对夫妇是我的
父母,我真愿这样牵着他们的手
走下去,直到地老天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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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系购彩收获意
外之财

近日， 幸运儿俞先生到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兑
取大奖。 他表示，自己买彩很
佛系，都是想起来才买，没想
起来就拉倒， 所以这个头奖
是笔意外之财， 号码都是自
己买的时候随便看哪个顺
眼，就写哪个，没有什么心得
可言。 俞先生还透露，自己仍

在上班，而且打算继续上班，
领奖也是趁着出外勤过来领
的，没跟记者说太多，俞先生
便匆匆离开。

据统计， 自大乐透新规
上市和特别规定实施以来 ，
广州已经中得 12 个 500 万
元以上大奖， 其中有 8 个超
过 1000 万元，以 19054 期的
单票 3 倍追加头奖 5400 万
元最为耀眼；此外，还三度制
造超值二等奖，分别为 19034
期的单票 10 倍追加二等奖

797 万元、19042 期的单票 5
倍追加二等奖 500 万元和
19095 期单票 10 倍追加二等
奖 691 万元。

周三奖池余额
28.4 亿元

接下来， 大家不妨来看
看今晚开奖的大乐透 19106
期的头奖奖池情况。9 月 9 日
晚，大乐透第 19105 期开奖，
当期开奖号码前区 01、04、
09、14、17，后区 01、06。

当期一等奖中出 2 注
1000 万元 ， 分落北京和河
北，但均无追加。 二等奖中出
151 注，单注奖金 28.6 万元，
其中 34 注选择追加 ， 多得
22.8 万元奖金。 当期投注额
为 2.7 亿元，计奖结束后奖池
余额 28.4 亿元。

周三 ， 大乐透 将 迎 来
19106 期开奖，大家可以凭借
2 元冲击 1000 万元基本头
奖， 更可以通过 3 元追加博
取 1800 万元追加头奖。

离中秋还有两天时间， 柳凤收到
丈夫刘帅寄回来的一盒月饼。 看着月
饼，她有些心酸。 她和刘帅是“五·一”
时结的婚，婚后只有半个月，他就进城
打工去了。 虽然他月月的工钱都给自
己寄了回来，还隔三岔五地打电话，但
她总是担心他在外的安危， 衣服脏了
怎么办？工地上的伙食好吗？工地上的
活累不累……

柳凤在家每天除了照看庄稼和伺
候公婆外， 还要到村中心那家彩票投
注站买上一两注彩票， 想着哪天万一
中了大奖， 刘帅就不用再那么艰辛地
进城里打工和她两地分居了。

当晚，柳凤看着彩票开奖直播，竟
然发现自己买的彩票中了二等奖，奖
金三十多万呢。她难掩内心的快乐，连
忙拿想电话， 想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
息告诉给刘帅。然而，刘帅的电话却占
线，再打，依然占线。 如此反复拨打了
五六次，还是占线，这让她心中很是焦
虑，刘帅的手机在夜里能打给谁呢？难
道刘帅还有比她更重要的人吗？

她又把电话打给了刘帅的堂弟刘
士，刘士是和刘帅一起进城打工的，他
们在同一个工地。电话打通了，她着急
地问：“刘士，刘帅在干什么？他的电话
怎么一直占线呢？ ”

刘士在电话里说：“嫂子， 我们刚
在一起看电视呢，看着看着，刘帅哥就
一边拨打电话一边往外走， 过了几分
钟又回来说， 夜里正好有回家乡的一
趟列车， 他要连夜赶回家乡和你团圆
过中秋呢。 ” （杨进峰）

8月30日，财政部公布了2018年彩票
公益金筹集分配情况和中央集中彩票公
益金安排使用情况。 2018年全国发行销
售彩票5114.7173亿元，共筹集彩票公益
金1338.7498亿元。

最新公告显示，和往年一样，全国社
保基金在2018年的彩票公益金分配使用
中依然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 那么，彩票
公益金与社保基金、彩票公益金与社会生
活中的每一个人，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根据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彩票公
益金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按50:50的比例分
配，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在社保基金会、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民政部和体育总局之
间分别按60%、30%、5%和5%的比例分配。
经全国人大审议批准，2018年中央财政安
排彩票公益金支出586.5392亿元， 其中分
配给社保基金会358.45亿元。 彩票公益金
已成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重要资金来源。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设立于2000年8

月，设立当年，财政拨入资金200亿元，至
2018年年底， 中央财政净拨入资金累计
达到9130.89亿元。 在这其中，以体育彩
票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彩票公益金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2001年起， 以中国体育彩票公益
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彩票公益金就成为
社保基金不可或缺的重要资金来源。 根
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年报，2018年财
政性拨入全国社保基金资金 573.77亿
元， 其中中央财政预算拨款200亿元，彩
票公益金358.45亿元， 彩票公益金占比
62.47%，在财政性拨款中占据大头。

截至2018年年底，在中央财政净拨入
社保基金的资金和股份中， 彩票公益金累
计达到3010.14亿元， 占财政净拨入额的
32.89%，成为社保基金的重要来源之一。
以体育彩票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
彩票公益金持续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提供资金支持。 （安颖）

广州白云区这个幸运儿运气爆棚

羊城晚报记者 安颖 通讯员 李琪 插图 采采

9 月 2 日， 体彩大乐透第 19102 期
开奖， 这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 84 期开
奖。 前区开出号码“05、10、15、19、31”，
后区开出号码“03、06”。 全国唯一的 1
注 1000 万元头奖落入广东，广州白云区一幸运
儿以“9+2”复式票命中，除中得 1 注一等奖外，
还收获了 20 注四等奖、60 注六等奖等若干小
奖，单票中奖 1007 万元。

随手买彩居然中得 1007万元

图里有

“宝”
可微信
扫描

彩票公益金与社保基金有啥关系？

中秋团圆
插图 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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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号回归
奇数热出
———析体彩玩法走势

大乐透：前区：大号回归，大
小比关注 3：2 防 4：1。 和值上
升，关注 90—120 之间。 奇数热
出，关注奇偶比 3：2 防 4：1。012
路关注：2：1：2。 连号淡出，关注
散号。后区首防双小、双偶组合，
次防双大、双偶组合。

七星彩：613—907—455—
392—104—077—162。

排列 3： 精选号码三注：
529、274、681。

排列 5： 精选号码三注：
57191、04029、03746。 （安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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