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秋 的 月 亮 是 圆

的。

这个“圆”字，积淀

了中华民族上千年的美

好愿景。天上月圆，地

上人圆。中秋之夜，我

们总是渴望团圆，想故

乡，想亲人，想友人。

中华的月亮文化里

注满了浓浓的思念，也

注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于是，中秋月夜，湖

里的水更添灵气了，我

们相约友人，在翩跹舞

姿中梦回旧时光；古镇

的桂花更香了，我们围

着母亲，沉醉在月饼的

芬芳里不愿醒来；而思

念也更浓了，“露从今夜

白，月是故乡明。”“海上

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我们在古人流传千古的

诗句中寄托乡愁。

花好月圆，阖家团

圆，成为我们追求的生

命情调、生命境界。

于是，中秋月夜，我

们一遍又一遍地吟诵：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但愿人长久，千里

共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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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汉字的特征之一，就是可以顾名思
义。不经意间发现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大多
数写月亮的文字，即便是古诗词，也绝少晦涩，
显得十分“明白”——这不正是“日月之为明”

“月色之为白”么？比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
时”，不用解读，已是明白如话又如画似的，那轮
散发着清辉更散发着诗意的明月立即浮现在眼
前。同一轮圆月之下，天涯变咫尺，似乎触手可
及；家山千重，乡关万里，也同沐月光。这一刻，
家国同在。

其实，粗浅的科学知识已让人明白：月亮就
是月球，一颗天体行星，与人类栖居的蔚蓝色星
球同处太阳系，形成自转并公转的地月系统，亿
万年间，亲如家人比邻而居，互相“吸引”而维持
着平衡。

月亮只有这一枚，为什么中国的月亮却能集
结那么多的诗意与家国情怀？每个月都有几天月
圆时刻，为什么“月到中秋分外明”？为什么“举头
望明月”自然就“低头思故乡”呢？这轮清辉之中
隐含着什么样的中国文化与心理密码？

日月行走，四季轮回。天人合一的思维方
式，使我们的祖先成为最擅长借自然而感知生
命情怀的人群。先民观昼夜交替，很早就将与
太阳对应的月亮叫做太阴，阴阳化合而生万
物。年、月、日的古老历法，也以日、月变化来标
记时间，因因相袭，至今沿用。所以说，中国传
统文化也最具时间意识与生命情怀。

中秋节，以及美轮美奂的中秋月，就在这样
的文化背景中诗意登场。

史料记载，“中秋”一词最早源自《尚书·尧
典》：“宵中，星虚，以殷仲秋。”“仲”通“中”，“宵
中”指昼夜长短相等，“虚星”是北方玄武七宿之
一，“殷”是“正”，也就是以虚星黄昏时在南方出
现，昼夜平分来说明仲秋时节气候。

“中秋”二字正式出现是在战国时期《周礼·
天官·司裘》一篇中：“中秋献良裘。”“司裘”是当
时管皮衣的官员，意思是，中秋时节，夜寒风凉，
要献上精致的皮衣了。

唐朝初年，中秋节成为固定节日，《唐书·太
宗记》明确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的说法。
正因为这个节日在秋季八月，因此又称为“秋
节”“八月节”“八月会”。

月圆，寄托人也圆，加之民间祈求团圆的美
好心愿和相关习俗，中秋节又被我国多个民族
称为“团圆节”“女儿节”，期间的很多活动都围
绕“月”而开展，又俗称“月节”“月夕”“追月节”

“玩月节”“拜月节”。
这一番来龙去脉的梳理，中华文化的独有

韵味已跃然纸上。不管什么名称与民俗，中秋
节都寄托着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热爱、美好情感
的倾诉与理想未来的向往。于是，灿若星辰的
月亮诗歌在中国大量出现。

虽然不是中国人最先登上月球，但要说哪
个国家书写月亮的诗歌最多，肯定是中国。“月
亮上站满中国诗人”（著名诗人傅天琳语）之语
并不夸张。在中国，即使黄口小儿也能随口说
出李白这几句：“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举
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如此朗朗上口，简
简单单，明明白白又意味深长。

如果稍作统计，李白可能是吟咏月亮最多
的诗人了。“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
流。”这样的诗句在他的笔下比比皆是。而被誉
为单凭一首也压卷唐诗的张若虚《春江花月
夜》，更是通篇写月，全诗36句，直接带月字的
就多达14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
照人？”“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触景生情的追问，与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
问青天”异曲同工，而苏东坡这问，又与李白《把
酒问月·故人贾淳令予问之》第一句“青天有月
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何其神似。这一问，
离愁别恨、乡愁闺怨、羁旅愁怀、命运感叹、家国
情怀……都和盘托出。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诗人之问往往都是自问自答。借景抒怀，托物言志，
自然天体的月亮，早已被人格化、伦理化或社会化，
诗人们借以完成心灵的慰藉和自我平衡。

为什么中国诗人这么喜欢写月亮，或者说，
同样面对月亮，为什么只有中国诗人如此这般

“多愁善感”？稍稍中西比较不难看出，西方诗
人写太阳的普遍多一些，这可能源自西方文化
的太阳崇拜，与月亮比，太阳显得热烈、奔放、直
爽，而月亮则“表现”出一种安宁、含蓄、恬静、内
敛、闲淡的情调，恰好与中国传统人格与价值取
向悄然契合。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向来是传统知
识分子理想的人生目标。游子思乡的普遍情
绪，在月圆时刻更加浓烈，往往由一己的乡愁升
华而为家国情思。“受降城外月如霜……一夜征
人尽望乡。”这是唐代诗人李益书写边塞将士的
家国，“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是南
唐李后主发自内心的故国情结。在中国，这类
家国情怀的月亮诗不胜枚举。

又一年中秋节到了，恰逢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脑中突然响起台湾诗人彭邦祯作词、大
陆歌唱家杨洪基演绎的那首《月之故乡》来：“天
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天上的月亮在水
里／水里的月亮在天上／低头看水里／抬头看
天上／看月亮，思故乡／一个在水里，一个在天
上。”简单而反复的字里行间、一唱三叹的旋律，
流淌着多么深沉的游子情怀与家国大爱。

月亮上写满中国诗词，也写满中国人的祈
愿：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圆，家圆，国
泰而民安！

月圆·家圆 郑劲松

立秋了，大地上的暑气渐消。院子里的桂
花也慢慢开了。幽幽的芳馨溢出庭院，散到七
街八巷间。酉阳龙潭古镇的步履本就从容，此
时就更缓了。

人们禁不住驻足细嗅桂香。这清洗心肺
的味道，第一个闻到的是谁？是在巷道里玩耍
的娃娃，是巷口补鞋的驼背老婆婆，还是在桂
花树下吊嗓子的白脸长身的女教师，抑或是在
石桌上摹写《灵飞经》的失聪老者……

是的，桂花开了。古镇人不由掐指算起日
子来，期待中秋有个好月光，估摸着今年的河
灯盛不盛，是去状元桥看呢，还是去万寿宫那
里看。状元桥视野极好，整个龙潭河一览无
遗。而万寿宫的场地宽，坐在一把藤椅上看河
灯，优哉游哉像个活神仙。

古镇的桂花香，一天比一天馥郁。古镇人
又开始盘算另一件事了。被草鞋、布鞋、解放
鞋、皮鞋磨亮的石板路上，常有这样的问答声
响起：“桂花月饼做没？”“噢，该做了。”这“了”
字总是拉得很长，仿佛古镇那悠长的时光。

月亮是中秋的眼睛。好事成双，古镇有两
个月亮：一个银月亮、一个金月亮。所谓金月
亮，就是桂花月饼。中秋之夜，古镇人眼睛赏
着天上的银月亮，嘴里嚼着一个金月亮。好不
快乐！少了哪一个月亮，古镇人心里就有点欠
欠的。有好事者，还对此进行理论阐释：银月
亮是龙潭人的精神之月亮，金月亮是龙潭人的
物质之月亮。不过，感觉并不全对。

做桂花月饼，是从一场“桂花雨”开始的。
东方才露出鱼肚白，母亲就带着孩子去“打桂
花”。拣一棵花开得旺的桂树。树底铺上两块
崭新的棉布。母亲一声令下——打。孩子手
中的竹竿，就在桂枝中“翩若惊鸿，矫若游龙”
起来。细颗细颗碎金子般的桂花扑簌簌地掉
下来。雪白的棉布上，一层黄金，一层芳香。
孩子要是手重了，就免不了挨骂：“桂枝断多
了，明年看你狗嘴里还有桂花月饼叼没？”竹竿
也就温柔了。

打来的桂花，放在注满清泉的大钢盆里。
再细细用竹篮淘去杂物，放在大太阳下摊晒两
小时。此时柴火灶也妥当了。灶里全是火红

的炭，偶尔冒出一两朵蓝色的火苗。母亲将桂
花倒入铁锅，迅速而轻柔地翻动木铲子。半个
小时后，满锅桂花将芳馨毫无保留地奉献出
来。有些美物，非文火不可。

下一步，就是制馅料。母亲把核桃、花生、
芝麻、瓜子、冬瓜糖和好捣碎；再放入才出锅的
干桂花，放入一生所见的最洁白的月光。第一
个做月饼的人，应是一个最悲悯的人。他采撷
人间幸福化作月饼，使悲伤的人得到慰藉，使
幸福的人更加幸福。而第一个做桂花月饼的
人，应是一个诗人兼美食家。他使月饼更加芳
香，更有月亮的神韵。

然后就是和面了。一把酵母、几勺猪油和
入面粉，搅拌均匀。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人
生多少事，不就是做完了该做的，然后就让时
间去做主。面粉发好，将之揉搓，切成条状，捏
成面皮，包进馅料，模具成型、装好摆盘。多年
的经验使母亲做这些是一气呵成。最后，放入
烤箱烤制。15分钟后，第一盘月饼就出炉
了。母亲尝了一个，口感松脆，甜而不腻，满口
芬芳。母亲满意地笑了笑。然后一盘盘地将
月饼烤起来。母亲一边烤，一边盘算着：送娘
家几斤，送夫家亲戚几斤，寄给远人几斤，家里
留几斤。这时，母亲的心是最甜蜜的。

终于中秋了。天从人愿，月亮又大又亮。
有的人是提了几个月饼，或沿着龙潭河堤溜达
到状元桥，或直到万寿宫躺进藤椅里，边吃边
观河灯。若是遇到相识的，不但交换月饼吃，
还要交换月饼制法。有的人是裹了几个月饼
到王家大院猜灯谜。猜到费劲处，就狠咬两口
月饼，好像月饼里有灵感似的。更多的人，坐
在庭院里，看着月亮，想一些该想的，想一些不
该想的。而孩子吃着吃着，想着想着，就痴了：
月饼里的桂花莫非真是月宫落下来的，否则怎
么那么香？关于吃月饼的诗不少，苏轼是这么
写的：“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人的幸福常
要走一个圈：从精神到物质，然后又回到精神。

夜深了，赏月光、吃月饼的人依然不少。
月光好像越来越明亮了。只是嘴里到底嚼的
是月饼的美味，是团圆的感觉，是母爱的芬芳，
还是对远人的思念，就分不大清了。

嚼月记 彭鑫

我家乡云阳流传着一个月饼来历的传说。
七仙女回天庭时留下一个儿子在人间，儿子从
小知道母亲住在月宫里。有一年农历八月十
五，月亮又要圆了，儿子又思念起母亲来，想着
想着，竟伤心地哭了。恸哭之声传进月宫，被天
神吴刚听到，立马下到人间查看究竟。他变成
一个老头来到七仙女儿子身边，可怎么也哄不
住他的啼哭。吴刚动了恻隐之心，拿出一双鞋
子说：“今晚月圆的时候你穿上，闭上眼，一会儿
就能见到母亲。”回到月宫后，吴刚悄悄给七仙
女捎了信。

儿子坐等在村头，一看见圆月，立刻穿上吴
刚送的鞋子。他闭着双眼，只听耳边一阵“呼呼
呼”的风声，片刻就飘进了月宫。原来这是一双
登月鞋。七仙女见到儿子后又喜又悲，她的姐
妹都赶来感受母子相见的喜悦与幸福，并送
上很多零食：花生、核桃、红枣、杏仁、山楂和蜜
饯……可这事让玉皇大帝知道了，非常生气，命
天兵脱下七仙女儿子的登月鞋，把他送回人
间。临走，七仙女含泪将这些没吃完的零食做
成饼子，让儿子带回去。于是人间便有了月饼，
不过味道是心酸的。

这故事是小时候姑妈讲给我听的。姑妈和
姑爷在云阳云安镇蔬菜场种菜，口粮由国家供
应，挣了工分钱自己去买，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我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个中秋节，那时
物质匮乏，月饼不容易买到，也无闲钱去买，没
想到蔬菜场给每个社员发了两个，姑妈和姑爷
共有四个。可全家六口人，一人一个都够不上，
这月饼也是心酸的。

八月十五日的夜晚，圆圆的月亮把姑妈家
后院照得明朗朗的。姑妈把四个月饼切成一片
一片的小块，摆在一只搪瓷圆茶盘周边，看起来
月饼多了很多。茶盘中间放着一个向日葵盘，

多像夜空中的那轮圆月啊！姑妈早有准备，向
日葵就种在院子边上。刚从树上摘下的柚子，
剥开后分成瓣，又围着向日葵盘摆了一圈。姑
妈变着花样儿，把中秋节的零食尽量弄得丰富
一些。我一边看着姑妈摆盘，一边唱道：“中秋
节，月儿圆，吃月饼，甜又甜。月饼香，月饼圆，
像月儿，挂天边。”眼前的月饼片虽然与圆月相
差太远，我仍然喜悦得欢蹦乱跳，巴不得早点儿
吃到嘴里。

姑妈并不急，摆好茶盘，又泡一杯茶，点一
炷香，合手合十，慢慢地对着月亮弯腰作揖。一
切准备停当，回头姑妈说：等到午夜，月亮上的
天门要打开，会跑出一只兔子来，哪个看见了这
只兔子，这辈子就不愁吃穿。

我和表姐坐在院坝里，一边吃着月饼片，一
边等着兔子跑出来。姑妈也轻声哼唱着童谣：

“中秋夜，亮光光，家家户户赏月忙。摆果饼，烧
线香，大家一起拜月亮。”等到夜深，本来不多的
月饼片，我们慢慢掰着吃也吃光了，瞌睡也来
了，月亮上的门还没打开，姑妈只好叫我回屋睡
觉……好不容易盼到来年的中秋节，那天还没
到夜深，月亮就钻进云层，突然飘起小雨来。我
们仍然没看到兔子。

有一次，我问姑妈看到过月亮上的兔子没
有？姑妈说：打从做姑娘起，年年中秋节都想看
兔子，可从来没看到过。

后来的中秋节，姑妈不再看兔子了。渐渐
地，她买回家的月饼也越来越没人愿吃了，尽管
品种越来越多：金钩、蟹黄、豆沙和火腿什么的，
又香又甜，也没有了心酸的味道。

如今，姑妈已带着她梦想中的兔子去了一
个遥远的地方。每到中秋节，我照样要买几个
月饼尝尝，不是嘴馋，只为守住小时候心中的那
只兔子。

看兔子 陶灵

不觉间，天气渐凉，秋意已深。令人眷念
和向往的中秋，已向世人敞天了深情的怀抱。

如若在10年以前，我会留意着街市上各
种各样的月饼，精选几款带回家；会和父亲一
起，跑回乡下老家，和乡亲们一起甩开膀子砸
出香喷喷的糍粑；会陪着母亲酿几罐米酒，备
几盘好菜，待到中秋月圆时，和家人一起团坐，
举杯赏明月，醉卧亲情间。

而如今，每到中秋，除了和家人团聚，我还
喜欢上了家乡的中秋晚会。每到晚会开演，我
定会带着家人，前去凑个热闹。

家乡开州的中秋晚会，已成为当地每年一
度的盛会，深受人们的喜爱和追捧。

每到中秋之夜，待到月圆之时，皎皎明月
倒映湖中，璀璨灯火映射在湖里，月光灯影，流
光溢彩。清凉的秋风微微吹拂，携带着丰收后
的稻香、果香，还有随处弥漫的桂花香，将宽阔
的汉丰湖酿成一湖美酒，盛满了“花在杯中，月
在杯中”的诗意。

就在这样的夜色里，家乡的人们在湖畔搭
起一座舞台，或引吭高歌，或深情吟诵，或翩翩
起舞，以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欢庆佳节，成为
家乡中秋之夜不可或缺的重头戏。

而这样的中秋晚会，缘于美丽的汉丰湖。
因三峡移民而诞生的汉丰湖，为家乡注入了水
的灵秀，湖的旖旎，让家乡成为了梦里水乡。而
家乡的新城，在三峡深处的旧时光里，历经沉
浮，涅槃新生。新城原就四面环山，自有了湖之
后，就三面临水。城在山中，湖在城中，人在山水
中，绘就了山水城湖相融的水墨画卷。在湖畔，
在城湖之间，有古城墙，杨柳岸，还有文峰塔，举
子园，古树长亭，琼楼玉宇，铺陈出唐诗宋词般的
流年。在这样的背景里，家乡的中秋之夜，自然
有了别样的意韵，酝酿着诗意，澎湃着激情。

记得十多年前，家乡的文联和作家协会刚
刚成立，原本筹备着要举办一场中秋晚会。但
那时家乡正大举移民搬迁，千年老城正在拆
迁，即将沉入水底，新城尚未建好，许多演出单
位都无法参加，演出缺乏经费保障，人们都忙
着安置自己的新家和去处。到了最后，仅剩作
家协会的几位文朋诗友，将中秋晚会改成了中
秋聚会，几个人围坐在某个山庄的桂花树下，
熬了一锅猪肚杂粮汤，就着几瓶老白干，对着
空中那轮明月低酌浅唱。

开始的时候，大家玩了与中秋相关的古诗

词“飞花令”，接令失败就罚酒一杯。奈何我记
性不好，总被罚酒。后来要求每人现场创作一
首诗，并由自己吟诵出来，完不成的，双倍罚
酒。擅长古诗词的朋友很快占了上风，而我，
又被罚酒无数。那夜朋友们创作的诗句已无
法忆起，唯记得那晚，我醉如烂泥，至今都羞于
提及。

时间到了2012年，我收到了县作协的通
知，去参加一场中秋文艺晚会。在汉丰湖畔，
新落成的诗书画苑里，自成一体的舞台灯火辉
煌。整台晚会以诗文诵读为主，并融入舞蹈、
器乐、歌曲、现场作画、题词等表演。

在朦胧月色里，耳畔音乐环绕，眼前舞姿
翩跹，再品尝几块月饼，顿生醉意。蓦然，台上
表演者深情地朗诵：“在此之前，我是一只迷失
家园的水鸟，因为水，四处流浪。在此之后，我是
一条幸福欢快的小鱼，因为湖，悠游徜徉……”
这不是我曾写下的《汉丰湖之恋》么？我才知
道，自己的作品被选入了这台晚会中，心中的
幸福与自豪感油然而生。这种幸福和自豪，不
在于自己的作品，而是家乡日新月异的变迁，
让美丽的中秋之夜，有了崭新的内涵。

自这以后，家乡每年都举办中秋文艺晚
会。每年晚会的内容都不尽相同，但绝对精彩
纷呈，应和着汉丰湖“春江花月夜”般的美景和
诗意，令人流连忘返。

记得去年的中秋晚会，在汉丰湖畔的开州
举子园举行。举子园里古树参天，塔影峙立，
红墙黛瓦，古意悠然。那夜月色正好，舞台上，
时而一群身着汉服的姑娘载歌载舞，时而一群
唐装儒生深情吟哦，时而一群长袍老者奏丝竹
管弦……让人恍惚穿越千年，在游园惊梦的深
情中缱绻，在牡丹亭的流年里婉转，延一段佳
梦，续一段幽情，若即若离，忽隐忽现，不能自
拔。

而每每中秋晚会的舞台演出结束之后，人
们都久久不肯散去。大家在汉丰湖畔自由地
围拢在一起，就着滨湖公园里的廊桥亭台，配
上好酒好菜，加上几盒开州特产冰薄月饼，一
边和家人欢聚畅饮，一边观赏湖波中的月色灯
影，直醉到“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而
我呢？不用说，我定会在某棵桂花树下，沉醉
在精致的旧时光里，不愿醒来。

转眼间，秋意已浓，今年家乡的中秋晚会，
又让我充满期待。

家乡的中秋晚会 游刚

我们的节日

中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