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秋安吉

尊敬的电力客户：
县供电公司将对全县低压电力客户启动智能交费模式。该模式具有电量随时查询、

余额及时提醒、交费方便快捷等特点，能够帮助您及时了解用电情况，避免欠费影响征信
记录和产生停电风险，解决房东和租客的用电纠纷等问题。近期，供电公司会通过短信、
电话、上门等方式通知市民办理。

市民可选择以下方式自主开通智能交费业务：
方式一：手机下载“网上国网”APP，注册、实名认证、户号绑定后，办理智能交费业务；

路径【更多】-【全部功能】-【交费】-【智能交费签约】或者【首页】-【活动中心】-【开通智能
交费得奖励】。

方式二：通过手机支付宝APP，搜索“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生活工作号，点击【我的
用电】-【智能交费】进行线上办理。

方式三：供电营业厅柜台办理。
为了您及时收到正确有效信息，需要核实您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等信息。即日起，

我公司工作人员将采用电话、短信或上门服务的方式，与您沟通联系。如有打扰，敬请谅
解，并感谢您的配合！

提倡用方式一进行办理，可获得更多优惠，同时可随时随地查询电费电量及余额变
化！

如有疑问可拨打以下电话咨询：

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关于全面推行智能交费的公告

服务区
递铺供电服务区
凤凰供电服务区
梅溪供电服务区
天子湖供电服务区

营业厅电话
0572-2426096
0572-2426666
0572-2426238
0572-2426216

供电所值班电话
13511229001
13511229002、13511229003
13511229011
13511229009

服务范围
昌硕街道
递铺街道、灵峰街道
梅溪镇、溪龙乡
天子湖镇、鄣吴镇、递铺街道（横塘村）

服务区
孝丰供电服务区
余山供电服务区
杭垓供电服务区
浦源供电服务区

营业厅电话
0572-2426202
0572-2426261
0572-2426274
0572-2426281

供电所值班电话
13511229005
13511229004
13511229007
13511229008

服务范围
孝源街道、孝丰镇
天荒坪镇、山川乡、上墅乡、灵峰街道（大竹园、碧门、水口村）
杭垓镇
报福镇、章村镇

国网浙江安吉县供电有限公司

网上国网APP，用心陪伴您的每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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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霞

路过一个村落，站在村口，花
香已经扑面而来，放眼望去，沿街
住户家家院外都养花，心情顿时美
丽起来。

我小时候背上长了一个疙瘩，
红肿发炎了，疼痛难忍，母亲带着
我来这里找一位孙婆婆看疙瘩。
孙婆婆看疙瘩有名，进村一打听
她，便有乡亲指着开满凌霄花的墙
说，那就是孙婆婆家。

远远看到，一墙橘红色凌霄花
一团团一簇簇从街中院墙上探出
大半个身子，铺满半座院墙，在土
黄色院墙的映衬下，分外妖娆。

孙婆婆儿子在外地工作，她独居
在乡下。孙婆婆公公是本地有名的郎
中，后来孙婆婆丈夫也随父从医。

孙婆婆不识字，但在中医世家耳
濡目染也会一点医术。她丈夫去世
后，村里小孩子关节脱臼了，都找她
给接上，她还有治疗皮肤病的秘方，

谁生了疙瘩或疖子，找她贴几次药膏
就会痊愈。孙婆婆看病不收费，她说
她不是郎中，按说不能给大家看病，
但有找上门的，她也不好推出门外，
给拾掇一下，若管用就继续来治疗，
若无效果就不必再来。

凡去她家找她的，都有个不成
文规定，第一次看病，不必带礼品，
第二次去看病，说明有效果了，若
提一兜水果、一袋子点心、或一包
糖果，孙婆婆便会留下，礼品贵重
或过多，孙婆婆便全部拒收。

我找孙婆婆换过三次膏药疙
瘩就消了，此后再没长过，也没再
去过她家。如今二三十年过去了，
故地重游，和村里一位老人家谈起
孙婆婆，得知，孙婆婆已经去世三
年，虽然人走院空，但一墙凌霄花

依然旺盛生长。邻居们每天把胡
同打扫得干干净净，连孙婆婆家的
大门也时常给清洗一番。

老人家还说，孙婆婆在世时，
她家门口常聚集着一群小孩子，孙
婆婆常把所收礼品拿出来分给大
家吃，家长们感觉不好意思，她便
说，我一个老太婆吃得了多少，放
家里留着坏了呀，娃儿们吃了，这
属于帮我的忙。

孙婆婆是个好人呐。老人家
感慨，想当年，孙婆婆种下这株凌
霄，初衷是等凌霄长大，开枝散叶，
攀出院墙，在院墙上形成记号，有
人来她家时，只需找凌霄花墙便可
寻到。凌霄花开院墙外，乡邻路
过，也会被美丽院墙吸引，忍不住
驻足观赏一番。

后来，大家纷纷效仿，都在院
外栽花，装饰门庭，为了便于区分，
各家门口所种草木都各不相同。
后来各家都被院外植物名字代替
了，老李家院外种月季，就喊月季
家的；老苏家院外种紫藤，就称呼
紫藤家的；还有金银花家的、石榴
花家的、梨花家的……

谁家院外没绿化，便会落个
“没种花家的”。唉，这名字太难听
了，院外花木赶紧种起来。

一墙凌霄花让空院落有了人
间烟火气，人走花留，不觉得主人
已故去，只想着她去远游了，不久
还会回来。

孙婆婆当初栽种下一棵凌霄，
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多美丽的连锁
反应，与其说是凌霄花墙的功劳，
倒不如说孙婆婆的好人缘产生的
效仿行为。

家有花名，让农家小院有了诗意。
即便打马而过的路人，也能携一怀花香
离去，心里从此多了惦记和温暖。

■王国梁

我上初三那年，换了一位新来
的女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兼教语
文课。她姓李，是从城里来的。李
老师年轻漂亮，说好听的普通话，
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新鲜感
觉。她上完第一堂课，我们这些调
皮捣蛋的男生就欢呼雀跃起来。

那时，李老师特别喜欢穿一身
飘逸的白色长裙，显得气质高雅极
了。她上课给我们讲到了“借代”
的修辞手法，比如用“红领巾”借代

“少先队员”，用“长胡子”借代“老
头”，我们背地里就开始叫她“白裙
子”。白裙子，是我们对她的飘逸
和美丽的欣赏，也表达了我们想接
近她的愿望。

我是班里最能闹的男生。上
课的时候，李老师在上面讲课，我
就高举着手，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
题，想引起她的注意，她每次都耐心
地解答，并没有因此对我有多深的
印象。我有些失落，有一次竟然在
课堂上搞起恶作剧，李老师让我读
一首诗，我故意拉着长调，读得阴阳

怪气的，完全破坏了诗的意境。我
看到李老师气得脸有些红，心里颇
有些得意。接下来，李老师自己范
读了一遍那首诗，她的声音真好听，
婉转优美，我不觉低下了头。

乡村学校的孩子们都野，上树
爬墙，无所不干。我带着头儿在学
校胡闹，那次我要翻过学校的矮
墙，去外面的玉米地偷玉米。我翻
到墙头上，突然觉得有人在拽我的
脚，我使劲攀住矮墙，大声说：“别
拉我，一会儿让‘白裙子’看到我，
要写检查的。”其实，我多么希望

“白裙子”能看到我。
“赶紧下来，翻墙多危险！”竟

然是李老师的声音！我“哧溜”一
下从墙上下来。李老师把我叫到
办公室，对我说：“都上初三了，还
不好好用功。你脑子好使，把精力
都用在学习上，考上重点高中没问
题……”李老师对我说了很多话，

她终于注意到我了！
谁知，几天后，一个伙伴被人

欺负，我跑去把那人打了一顿，我
自己也被打得鼻青脸肿。因为打
架，我被叫到学校的教导处。李老
师把我领回去的时候，眼神里满是
失望，她冷冷地说了一句：“以后，
我再也不管你了！”那句话，对我来
说简直是万箭穿心。

后来的日子里，李老师真的不
理我了。我上课举手想回答问题，
她看都不看我一眼。我有时迟到，
她也不再苦口婆心给我讲道理。
我的作文本上，再也没有她大段大
段的批语。我尝试着上课给她打
岔，让她注意我，可是她充耳不闻，
照旧讲自己的课。

我明白，李老师彻底对我失望
了。我暗暗对自己说，她不是看不
起你吗，一定要学出个样子来给她
看看。从那以后，我不再整天在学

校里胡闹，而是埋进书堆里，刻苦
学习。同学们都问我，是不是受啥
刺激了，跟换了个人似的。我的成
绩进步很大，可是李老师依旧对我
不理不睬。她的漠视，更激起我一
定要考上重点高中的斗志。最后
几个月，我几乎拼了。本来成绩中
等的我，一跃考到班里的第五名。

我终于考上了重点高中！那一
刻，我最想看到李老师的表情，心里
想，她不是看不起我吗，我争气了！

我来学校取通知书的时候，遇
上我们的数学老师。她对我说：

“你们李老师为你可是费尽了心，
你每次进步，她都非常欣慰。你的
作文写的好了，她就在办公室念给
我们听。她给你找复习资料，让别
的老师送给你……”数学老师话还
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出来了。

学生千差万别，所以老师的教
育方法也多种多样，正所谓因材施
教。李老师看出了我的性格散漫，
就用漠视的方法让我收敛自己的
贪玩之心，激励我奋进。不管老师
们用什么方法教育学生，出发点只
有一个，那就是爱。

■汪群

秋天，蛙声、蝉鸣声，声声远
去，再也追不回来；蝈蝈声、雁叫
声热了耳边，触了魂魄，欣喜得
让心儿也会跳蹦出来。

秋天，树叶的色彩如泼墨般
浓了又浓，幻了又幻，妩媚妖娆，
让你我目不转睛，又为之动容。

美丽安吉的秋天，如一幅立
体的油画，一首灵动的诗歌。

山区杭垓一带漫山坡的板
栗林，刹那间，似换上了红黄相
间的节日盛装，艳丽多姿，在暖
阳下闪闪亮亮，醉了大地。一棵
棵枝头上的板栗，借着风儿，披
着刺猬状的包裹体，耀武扬威又
颤颤巍巍，一个个成熟得向你

“笑”开了口，不经意间，绛红色
的果儿也会不受羁绊，一骨碌啪
嗒啪嗒地跳出暖窝、滚下山来。
板栗说：“我要在中秋月圆的时
刻与您见面。”呵呵，让你的心儿
有多暖啊。此时，天荒坪大溪村
的原始森林里，如小脑袋探伸出
的山核桃，似乎低垂得不知所措
了，滴翠的外衣，紧紧裹着一颗
颗坚挺饱满的“内核家族”，摩拳
擦掌，情窦初开，早早地盼望着
让自己快快下山去，芬芳乡里、
誉享城池。

天子湖畔，波澜起伏的原野
上，喜看稻菽千重浪。吟诗村
的张大伯惜时如金，分分秒秒
忙碌在家门口的晒谷场上，谷
耙子像荡秋千一样，来来回回
地推搡着、跳跃着，颗颗“千粒
重”亮亮灿灿，光光滑滑，干干
净净，似乎今天就可以将它们
颗粒归仓，围起来的谷圈子也
会 书 写 一 个 个 红 红 的“ 丰 ”
字。晓云村种粮大户汪玉飞
胸有成竹，八百亩田野丰收在
望，心中盘算着与去年之比的
更多收益，他与妻子天天穿梭
在田头，筹划着秋收与未来，
脸上写满了喜悦。鄣吴镇景
坞 村 的 李 大 爷 ，在 自 己 的 地
头，把刚刚挖掘出来的花生、
番薯，理了又理、选了又选，一
串串、一簇簇，两个箩筐装盛
得满满的，沿着山边的小路急
匆匆往家赶，肩上嘎吱嘎吱叫，
竹扁担沉重得弯了又弯。朗朗
笑声，又很快在居家古老的天
井里、廊檐间弥漫开来，美了夕
阳、乐了星空。

秋天，秋风、秋雨，似乎少不
了给人以惆怅，给大地以萧瑟
之感。其实，它向大地展示的
又是四季更替中那种独有的精

气神，那种忘我的睿智与青春
的奉献。

让人醉迷的金秋时节里，我
的脑海间闪出最多的一个词汇
就是“清秋”二字。古今中外，此
情此景，有多少文人诗圣留下不
朽的名作与诗篇，今日读来仍然
是感慨良多、回味无穷。

诗人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
五》：北 山 白 云 里 ，隐 者 自 怡
悦 。 相 望 试 登 高 ，心 随 雁 飞
灭 。 愁 因 薄 暮 起 ，兴 是 清 秋
发 。 时 见 归 村 人 ，沙 洲 渡 头
歇 。 天 边 树 若 荠 ，江 畔 洲 如
月 。 何 当 载 酒 来 ，共 醉 重 阳
节。诗人见北山岭上白云起伏
霏霏，作为隐者的自己此时就
有了品味中的欢欣；登高又是
为了遥望，心情也随着鸿雁高
飞远去。诗人说，忧愁啊，每每
是薄暮引发的情绪，兴致往往
又是清秋招致的氛围。诗人在
山上时时望见回村的人们，又
看见他们在沙滩渡口歇息，是
多么一种惬意的生活；远看天
边的森林像似荠菜，俯视江畔
的沙洲又好比是一轮弯月。诗
人情不自禁：什么时候你能载
酒到这里来，咱们重阳节来一
场开怀畅饮共醉！辛弃疾《水
调歌头. 舟次扬州和人韵》之
句 ：“ 落 日 塞 尘 起 ，胡 骑 猎 清
秋”。词人写景虽然是无光的
落日，显得惨淡，但他一生力主
抗金，倾注了壮志难酬的悲愤，
吟咏祖国河山，抒写力图恢复
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今日读
来同样是激情澎湃，意味深长。

秋天，带给我们更多的还有
秋高气爽、云淡风轻、春华秋实，
以及胸怀宽广和淡泊明志之美
妙心境。

竹乡优美的生态环境，山
清、水秀、气净，在这个丰产丰收
的时节里，赋予了美不胜收的
诗情画意。农家菜园满园春
色，青菜、萝卜、芹菜、菠菜、蒿
菜……多过春日里播种、夏日里
收获的当家品种，数不胜数。
岁月匆匆，进入深秋之后，原野
上已有了耕牛犁作的身影，大
小麦、油菜、紫云英种子也开始
陆陆续续下田播撒了，为冬日
萌发生机，积蓄力量。似海的
竹漾里传来叮叮当当声，好似
侠客之刀光剑影，竹农进入了
起早摸黑砍毛竹、做毛料的大好
辰光，各种运输车辆也开始忙碌
开了。

清秋的竹乡，你来了，怎能
不醉？

■张金刚

秋月打窗，明光光、亮堂堂。
天地清辉透过纱帘拢着已入中年
的我，微凉中愈发精神起来，误以
为天已放亮。

有时，很恨昨夜的微醺，惹得
晨醒难眠，可邂逅这如水如诗的月
光，也便释然了些。毕竟无数次酣
眠中错过，未曾得见，何况是一轮
雨后新秋之满月，更是难得。

这皎洁，应是被流云擦拭而生
的。犹记得，我们几位鬓已缀霜、
皱纹微刻的老友，就着几根烤串、
几碟小菜、几句知己话，喝下一壶
高粱烧酒，披着一身清凉月光，朗
声慢步穿过小街小巷时，头顶恰恰
有云在飘飞，似是和着我们摇晃的
步履，又似是我们踏着云飞的节
奏，且将一切烦事付浮云。

秋月在云里穿梭，时隐时现，
不知是月在走，还是云在飞。抑或
月与云是在天际逗趣，你追我赶，
你躲我闪，恐负了这清秋良辰，更
撩动着我们这些老男孩儿观云逐
月的闲情雅致，哼唱了几句老掉牙
的“月亮走，我也走”，不小心暴露

了已入“人生之秋”的尴尬年纪。
“夜初色苍然，夜深光浩然。”

此时，云开见月明，且更明，甚是欣
喜。酒已醒，人也醒，倚窗望向静
谧、尚在安睡的小城，似只有我独
享这清清亮亮的世界，心亦随那轮
西斜的明月通透起来。

等这通透，该是等久了。也是
在这窗前，我与众人一样因疫情禁
足家中，天天巴望着小城从枯黄中
一点点返青吐绿，一点点热闹繁
荣，不觉已从冬到春，从春入夏。
当时，连太阳都似已黯淡无光，更
甭提暗夜里的月亮了。疫情消散，
接着暑气蒸腾，阴雨连绵，难见透
亮的天，更难见璀璨的星月。

其实，何夜无星？何夜无月？只
是似我这般被俗事叨扰、易多愁善感
之人，无心寻星观月罢了。还好，数场
换季雨洗去了溽热，冲刷掉阴霾，送来
清凉好个秋。春有百花，夏有凉风，

“好时节”一直都在，却未用心感受。

秋来，有月，是时候倾心细品了。
明月在那西山顶上，朗照过无

数个春秋，看过了太多世事沧桑、
人间冷暖，有着绝对的大智慧。夜
深人静之时，我凭窗对月，豁然开
朗，那些曾压得我不能呼吸的小
事，想来根本不值一提。有事，才
是人生，应对就是了。

父母曾在秋月下四处借钱，为我
筹学费。我曾在秋月下焦灼地赶文
案，准备上会；也曾因压力巨大，在秋
月下做着辞职的“逃跑计划”……回
望，一切皆成过往。苏轼对这看得太
透彻，“月有阴晴圆缺”，解开了不知
多少人的心结。月升月落，又是一
天；朔望轮转，又是一月；天天月月，
又是一年。人生何其短暂，想来，能
再与秋月相遇，即是获得。

月下，世界看似在沉睡，却又
都在按部就班地行进着。

河溪借着月光奔忙东流，水草又
滋润了几许，卵石又圆滑了几分；树

木没了知了没完没了的吵嚷，正好赶
紧地潜滋暗长，叶子该黄就黄，该红
就红，该落就落。大地到了该交答卷
的时候，玉米、谷子、高粱、南瓜、花
生、红薯、苹果、葡萄……趁着秋夜凉
爽，加快了储存养分、瓜熟蒂落的速
度，都盼着农人给自己一个笑脸。这

“隐秘角落”里的事情，秋月看得一清
二楚，但她不说，只是乐。

街道正是安歇的时候，被车轮
碾轧过的柏油路面，可以暂时舒展
畅快地呼吸一下，很快，它们又将
载着这个城市驶向前方。常去光
顾的早餐店，应该已经亮起了灯。
大叔和面、剁馅，大婶熬粥、拌菜、
包包子、做豆腐脑，彼此不言不语，
配合默契。那些亮着的窗户，是否
有人在加班，有人在准备行囊，有
人在病中煎熬，有人在辗转反侧
……月光是安静的，城与人也随之
安静着，但等天亮即刻再出发。

秋有月，且能伴我徐行静思，
自是乐事一桩。即便我已步入如
秋中年，但心境淡如水，静如月，安
如夜，当是正值人生好时节。我对
着即将落山的明月长舒一口气，裹
了被子，复睡在满床月光里。

穿过旧光阴的墙外花

有一种爱叫漠视

秋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