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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月饼、

岁月……中秋，这

个与“月”相关的

节日，总让我们品

味出许多绵长的滋

味来。童年记忆深

处的老月饼，与家

人、爱人并肩看过

的圆月亮，还有岁

月流转带来的沧桑

之感……

又到中秋，让

我们一起望月、品

月、赏月，许下人

间最美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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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又到中秋！
中秋是除了过大年之外，中国

传统中最隆重的一个节日。主题同
样是阖家团圆，但总觉得，如果过大
年的色彩是大红的喜庆色，那么中
秋则是带点淡淡清凉和忧郁的蓝
色，大约和嫦娥的凄美传说有关系。

提到中秋，首先令人联想到的就
是月饼。月饼最初都是家制，互送邻
里亲友尝鲜和联络感情的。现今的月
饼包装越来越豪华了，但笔者还清楚
记得，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月饼包装
大多是纸盒，铁盒装十分奢贵，买的
人极少。老上海有种油纸袋装的一筒
六个的月饼，直到上世纪 50 年代还有
售，纸袋用红丝线一串一抽，无论是
自吃还是作为礼品送人，这种包装实
惠的月饼都是最受欢迎的，后来不知
为啥，这种简易包装的月饼在市场上
消失了。都说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熟人
社会，讲究人际关系学，如果这样说
的话，那么中秋月饼是最早沾上这种
功利和市场色彩的商品。特别是对一
班小市民来说，每年中秋要送礼巴结
的关系实在太多，于是民间就有一种

叫“供月饼会”的组织，就是每月
向熟悉的有品牌的饼店供一

笔钱，就像现今银行的零

存整取一样，如是到了八月半前夕，
就可以如愿一次性拿到所需量的月
饼，大大冲缓了这笔买月饼送礼的支
出。香港电影《岁月神偷》中再现了这
种延续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间
组织，可怜小小老百姓：每个月节衣
缩食，省出供月饼的钱，到了八月半，
终于可以拎回所需的月饼。小孩子不
懂事，盼到这天，看到爸爸妈妈拎回
成筒的月饼，欣喜若狂，结果七大叔
八大婶、李经理王科长，分到最后，小
孩子只分到四分之一双黄莲蓉月饼，
失望得大哭一场。

说到月饼，好像一直是广式月饼
在唱主角。诚然，广式月饼个个饱满、
油光锃亮，饼面满是吉祥如意的图
案，十分抢眼。其实，上海老百姓更钟
情老大房等百年老店现做现卖、新鲜
出炉的鲜肉月饼。虽然它们外形没有
广式月饼那么霸气抢眼，只是在饼面
上敲上一个红红的印章，但已是十分
喜气，讨人喜欢，伙计根本无需吆喝，
那四周弥散的香气就是最好的广告。
节前，各老大房的分店门口都会排起
长队买鲜肉月饼，大多是退休老市
民，也只有他们有时间排这个队。鲜
肉月饼，有盒装，也有散装，但大多老
百姓都选散装，排了半天队，喜滋滋、

热辣辣地捧回家，那分开心满足之
情，满脸洋溢。

中秋团圆饭，虽不及大年夜丰
富，但也是一年中很隆重的一顿晚
餐。上海人的中秋团圆饭桌上，唱主
角的大多是一只嵌宝鸭，也称百宝
鸭：是将鸭子破胸开膛后，塞入预先
炒熟的糯米饭，饭中拌着切成丁的香
菇、腊肉、火腿、红枣、莲心和鸭子的
内脏等，塞得鼓鼓囊囊的，然后用棉
线将鸭肚缝起来，用文火红烧，炖得
香酥却不烂，香喷喷、红彤彤地端上
桌。八月半的百宝鸭犹如大年夜饭桌
上的满家福大火锅，象征着一家团圆
平和、生活富足。

其实，真正传统的中秋节，祭奠
祖宗才是头等大事。至于祭奠方式，
大有大做，小有小做，但几乎每个家
庭都要做。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将
祭拜祖宗列为迷信活动，现在很多小
孩子连自己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叫
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祭拜祖宗可以让
我们明了自己的家史，不忘先辈给我
们打下的基础，祭拜祖宗是让你记得

“我从哪里来”、你的根之所在。说到
底，这是一种民间流传的朴实的爱国
教育。可能有人会笑笔者小题大做，
但只需细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连自己

的家史都不了解，对祖辈先辈漠然无
感情，怎么可以想象他会爱抽象的民
族和自己国家的历史？

小时候最开心的是，中秋晚上烧
香斗。整个香斗都是用大香编成的，内
嵌檀香木，烧起来香飘万里，一点不熏
人也不会污染环境。老上海有种香烛
店专门做这种生意。香斗完全是用香
编就，祭奠后由主持家长将酒和祭文
放入香斗，然后燃烧。为安全起见，大
都放在家中的天井或花园里，一般小
百姓没有这么大的私人空间，就放在
弄堂里最空旷的地方。因为是中秋之
夜，常会有几只大香斗同时火光熊熊
地燃烧，边上满是看热闹的邻居，小朋
友更是特别兴奋。香斗可以燃上一昼
夜之久，这好像是另一种风味的圣诞
树。一只只燃烧的香斗，在中秋之夜显
得格外壮观，令人不得不对天地日月、
大自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敬畏之心。我
们小孩子吃着祭奠的月饼，围着香斗
互相追逐。虽然没有中秋联欢晚会电
视直播，但那种欢乐，哪是现在的小孩
子能体会到的？

岁月神偷！而今的中秋，除了吃
饭、吃月饼，月饼票送来送去，还有
什么值得孩子们长大后回忆和留恋
的？

入秋了，天气
一天比一天凉。她
惦记着家乡的女
儿，不知道有没
有及时加衣裳。

她家在秦岭
深处，一条山路
弯弯曲曲，站在
家门口向远方眺
望，除了山，还是
山。看着满山的树
木，她心里总是觉
得憋屈，怎么这么
穷呢，穷得看不到
一点希望。

她走的那天，
正好是中秋。天蒙蒙
亮，路两旁的草上挂
满了露珠。她不让丈

夫叫醒五岁的女儿，只
是在那张红皴皴的小脸

上亲了又亲，心里说：妞
啊，等妈妈在外面挣了钱，

就回来接你，咱去大城市念书，不像别
的孩子为了上学还要翻山越岭的。

丈夫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说出
一句挽留的话来。他知道，她太好强
了，当她执意要走时，任何话说出来
都是软绵绵的，没有丝毫力量。

他默默地跟在她身后走了又走，
上了公路，长途车过来，她跳上去，挥
手催促他回去，他连忙从口袋里掏出
一小块东西塞在她手里。车开了，她
打开来看，是一张油纸包了一小块老
月饼。她硬硬心，没有让眼泪流出来，
随手将月饼扔出窗外。她冲着他喊：
挣不到钱，我就不回来！

她看到他蹲在那里捡那块她扔
了的月饼，用袖子擦油纸上的土，又
小心翼翼地揣进口袋里。她再也忍不
住，泪珠一颗颗掉下来，她骂着：没出
息的东西，一个月饼值几个钱啊？

到了省城，她傻眼了。那些高楼
大厦，那些霓虹闪烁，那些车流人潮，
让她一下子不知所措。她相继找了好
多工作，去餐厅洗碗，去旅馆打扫卫

生，去扫大街，甚至跟着老乡去捡破
烂。可惜都没有干长。她不是嫌工资
低，就是嫌活计太下贱，她这才想起
了家里的好，只是一想起那漫无边际
的穷，就咬牙坚持着，不愿回去。

第二年中秋，她还是没有回家。
每天忙碌着，像只陀螺，除了钱，似乎
没有什么可以让她旋转。

第三年中秋，她还是没有回家。
比以前更忙碌了，她只希望可以早日
赚到钱，把女儿妞妞接来，看看这山
外的世界。

第四年，她终于开了一家自己的
小店，专门卖馄饨、包子，生意在她的
精心操持下慢慢有了起色。

过中秋节时，她都忙得忘记了，
关了门，坐在店里吃着剩下的包子。
手机响了，她接通，里面传来妞妞的
声音：妈妈，今天是中秋节，你咋还不
回来？她一怔，放下手里已经冰凉的
包子，擦擦嘴上的油，轻声说：妈妈忘
记了。妞妞也不在意，自顾自地说着：
妈妈，我都上二年级了，学校离家不

远，老师每天都来接我们。她嗯着，却
又不知道说什么。妞妞在电话里喊着
妈妈，说：妈妈，我们都吃月饼呢，是
爸爸去镇上买的，你太远了，吃不上，
我送你个月亮吧！

她怔在那里，都有多久没吃过月
饼了？她想起丈夫送她时塞给她的那
块月饼，当时为什么要扔呢？扔了月
饼，就能扔了牵挂和想念吗？

眼泪又涌出眼眶，她一直假装的
坚强、一直努力忘掉的家，在那一刻，
让她那么脆弱与悲伤。穷一点又有什
么关系呢，毕竟一家人是在一起的，
毕竟中秋时不用看着月亮想家。即便
一块月饼分成三份，只要一家人一起
品尝，那也是香甜的。

第二天，小店门上贴出一张白
纸，上面写着大大的两个字：转让。有
人问她，生意好不容易做起来了，怎
么又不干了？她转身看着秦岭的方
向，说：我不能让女儿在明年中秋节
再送我一个月亮，我要回家和他们一
起吃月饼。

掐指算来，我已有好几年没在家
乡过中秋了。

儿时的记忆里，故乡中秋的月亮
最明最亮。尽管那时家境不是太好，买
不起月饼，但母亲总要烙几块月饼给
我们吃。母亲先把发酵的面粉和好，揉
到一定程度，切成小块，包上馅。馅有
好几种，我最喜欢吃的是红糖芝麻馅。
就是把炒好的芝麻碾碎，再和红糖、桃
仁、杏仁搅拌即可。包好的月饼就用大
铁锅慢慢烤，烤到一定火候，月饼的香
味便弥漫开来。我贪婪地张开嘴巴，吮
吸着香甜的空气。烙好的月饼，外焦里
脆，香酥可口。接下来就是“敬月”。三
间低矮的瓦屋前，青青竹枝围成的篱
笆院里，一张陈旧的方桌上，摆放着苹
果、大枣、菱角、花生等，再加上飘溢着
浓香的月饼。我们坐在桌前，静静地等

候着月亮升上来。月亮刚上树梢时是
淡黄色的，继而掺入了一点青白，后是
完全的洁白如玉。待到月近中天了，父
亲就带着我们姐弟四人面对圆圆的月
亮，把双手合在胸前，许下自己小小的
心愿。敬好月神，母亲便分给我们每人
一块圆圆的月饼。拿到垂涎已久的月
饼，我们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品着月
饼的甘甜、水果的清香，那一刻，每一
个人的脸上，都是一轮圆月，洋溢着欢
乐。

多少年以后，我远离了故乡，团圆
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少，想念父母的时
候，就给老家打个电话，而父母却很少
给我打电话，说怕影响我工作。有一年
中秋，我出差路过家乡。“回来了，回来
了！”母亲连声说，父亲的脸上也洋溢
着从未有过的喜悦。看着喜出望外的

父母头发已然变成灰白，一种无法言
说的怅惘悄然袭来。在我离开的日子
里，父母不觉已渐渐老去。那晚，一轮
满月穿云而出，如练月华照亮了我家
的小院，也照亮了离人回乡的路。父亲
照例摆出那张小八仙桌，月饼、鸭梨、
菱角、莲蓬……摆满了一桌，刚刚出锅
的月饼还散发着桂花麻油的诱人香
味。一切都如儿时，一杯清茶，一双竹
筷。母亲抬眼看看圆月，浑浊的眼睛忽
然变得迷离，轻叹一声：“又一个中
秋！”我不知母亲这轻喟中有着怎样的
内容，我只看到父母的白发在月光下
闪烁。

“独在异乡为异客。”异乡的中
秋，常常是一场欢宴终了，我独自走
回宿舍，一路行来，月色是那么清凉、
萧瑟，映照着我单薄的身影，连秋风

中摇晃的树影都会令我心中一颤。此
时，我觉得，我应该回去，回到那篱笆
扎的小院子去，回到那小院的月光下
去，回到白发父母的身边去，那是我
心灵的星空中最真实的存在，是缪斯
给予我的珍贵的恩赐，是瞬间与永恒
的展示。30 多年过去了，我走过沼泽，
走过荆棘，走过荣辱，却从未走出那
月光与白发交映的澄澈的梦。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小时
候读《静夜思》，只感觉它朗朗上口，由
于与故乡没有距离，加上少年不识愁
滋味，没能领悟诗中隐含的浓浓乡愁。
而今又一个中秋节即将来临，如水的
月色洒在窗前，我的眼前又浮现出父
母那丝丝白发在月光下闪烁。眼下，最
想做的就是，拨动电话，告诉母亲：明
天，我将回家团圆……

岁月神偷 □程乃珊

送你一个月亮 □朱敏

月光与白发 □吴建

有一年中秋，我是在天山深处
的巴音布鲁克大草原过的。我们在
主管卫生工作的乡干部陪同下，乘
一辆大马力的越野车去了一个叫江
巴口子的偏远牧村去做普查工作。

乡干部介绍：江巴口子现在还没
有通路通电，没有电话，没有电视信
号和手机信号。方圆百里，通知、指示
得沿用古老的方法，一户一户骑马传
递。医疗条件嘛，当然简陋。不过，一
位卫生学校毕业、名叫萨日的姑娘，
前年自愿回到家乡江巴口子当了村
医，除了正常的医疗保健工作，健康
教育、计划免疫、传染病及地方病人

员登记管理都做得很出色，很受牧民
们的欢迎。

此后的几天里，萨日尽心尽责地
配合我们的工作。从牧民和她之间那
亲热劲儿，便知她是个深受草原牧民
尊敬和爱戴的人。我们很快也喜欢上
了这位热情爽快的草原姑娘。

当草原上繁星闪烁时，萨日总
要邀请我们到她的蒙古包里唱歌跳
舞。她烧好滚烫的奶茶，用酸奶疙
瘩、熟肉干和草原上特有的各种点
心招待我们，接下来便弹着吉他为
我们演唱《我和草原有个约定》、《草
原迎宾曲》、《两只小山羊》……

尤其是萨日那优美的沙吾尔登
(西蒙古人民一种独特的舞蹈方式，
极尽优美、洒脱)、摆手舞、姑娘舞、骑
马舞，令我们痴醉叫绝。大家都跟着
唱啊笑啊跳啊，直到那轮明亮的圆
月出现在毡房的天窗，仍意犹未尽。

普查工作结束了，萨日说真舍不
得我们走，还说要亲自送我们到乡
里。说实在的，我也感觉时间过得太
快。离开前的那个晚上，我们依然来
到她的毡房里喝茶、唱歌、跳舞，直到
月光斜到了毡房的一边，我们才依依
不舍地离开。

第二天早饭时，村主任告诉我

们：萨日不能送你们了，一早被骆驼
沟的奥仁接走了。奥仁的女人肚子
疼得厉害，好像要早产。

我们只好充满遗憾地离开了，
心中却充满对萨日医生由衷的佩服
和敬意。走前，一再嘱咐村主任代我
们向萨日问好，并希望她和牧民以
后到城里一定要去找我们。

多少年过去了，未见萨日医生
和江巴口子的人来过。我也再没有
去过巴音布鲁克草原。

每逢十五的圆月升起在天空，
我都要朝江巴口子的方向遥望，遥
望我心中那轮灿烂的明月。

江巴口子的中秋明月 □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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