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本要去冯家洼的，想再看看山里
的月亮。可雨一直在下，秋天的连阴雨，
山路泥泞难走。好在我曾去过那里，也
如这快到中秋月圆的时候，爬上山顶，
就为看月亮。

书本摊开却心烦意乱。窗外滴滴答
答的雨声，添了些许愁绪，我浮想联翩，
先前在山里看月亮的记忆被唤醒……

山里的月亮，清新而坦诚，无拘无
束。还是月牙儿的时候，有多亮就给你
多亮，没有隐瞒，也不娇羞，直到圆盘盘
的大脸全都露出来，像山里泼辣的女
人，大大方方，会让你尽情看个够。有时
要被云遮住了，还硬挣着从缝隙间露出
微微的笑容。即使云遮住了，她也要蹦
跳着跑出来，云和月就这样在天空中你
追我赶，让人看得欢喜，说那叫彩云追
月，是仙人驾着五彩祥云往月宫里奔。

而城里月亮则完全不同。尽管我们
看到天上就只有这一轮明月。城里时常
不大容易看到，不是被雾霾遮严，就是
被高楼大厦挡住，总归很少看清她的模
样。即便到了城市的高处，天空像被挂
了面毛玻璃，不论满月还是月牙儿，月
亮都显得灰蒙蒙的，好像她很不高兴与

人见面似的，总是阴沉着脸。
山里看月亮有意思。秋天的天气很

通透，临近中秋节时，月亮会更大更明
亮，也更清新，似乎是特意在水中洗净
了，着意修饰打扮了一番，准备在万家
团圆、众望所归时，给人们一个惊喜。这
个时候，月亮总会比以往来得更早。西
边的晚霞还没有收尽，东边天空的月亮
便挂了起来。天色还亮亮的，月亮便淡
淡的。天暗下去一点，她便明亮几分，直
到满天星星眨眼，月亮就明晃晃、亮光
光、金灿灿、笑盈盈，对着你露出温馨和
蔼的面容。

山里的月亮还有“音乐”相伴。这
里的音乐全来自大自然。她初升的时
候，不知是云还是雾，就开始造势，在群
山沟壑集结。月儿挂在高处，云蒸雾腾
山间。轻风，吹响乐曲的前奏，树木缓
缓摇动，树叶随风渐渐抬高了音调，“哗
啦啦，哗啦啦”，像吟唱出低沉舒缓的进
行曲。忽然，群鸟加入了合唱，它们在
树林间飞来飞去，一群又一群，“叽叽喳
喳”演奏“倦鸟归巢”的小合唱。天色渐
暗，鸟们也许演唱累了，月亮似乎也听
疲倦了，云朵遮住了月儿的脸庞。天地

暗淡，天幕闭合，一切都宁静下来。突
然，风又咏唱起来，那时起时落的声音
从山顶的树丛慢慢向山坡漫延。树木
摇曳，草动虫鸣。云开月出，天空明朗，
天地间又一次响起大合唱。此时，草间
的虫儿们担任了主唱，各种音色，不同
声调，长长短短，高高低低，你呼我应，
你唱我和。这动听的乐曲，听得天上的
月儿笑圆了脸，听得地下的人们醉满了
心田。

山里人对月亮别有情怀。水银般
的月辉浸润了农家，小院当间安放一张
小木桌，摆满了山间采回的山葡萄、八
月炸，山田的果园里摘下梨和苹果，农
家手工打出的圆月饼，还有一碗清亮亮
的山泉水。农人用他们最原始的方式、
最新鲜的水果、最真诚的心愿，虔诚地
敬献明月。他们坚信，天地日月皆为神。
太阳给了大地生命，五谷才能生长。月
亮给了世间夜色，万物才有生养。天地
万物，神魔鬼怪，山川沟壑，草木野花，
禽兽萤虫，皆有灵性，人有所敬畏，世间
自然和谐。而生活在城里的人，远离了
这些，虽共沐一轮明月，却是不一样的
生活。

山里望月最引人思绪。秋风吹，秋
阳照，秋庄稼被秋色染黄。人们说，秋不
凉籽不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农人有
道不尽的欢喜。秋天也是飘落的时节，
文人却是忧伤的。李白写了那么多伤秋
悲月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短短四句二
十个字，让人思故怀乡，泪流成河。收藏
大家马未都说，李白所说的“床”并不是
床铺，而是一种折叠板凳，叫交床，古人
也称胡床，我们现代人都叫马扎。想必
李白携了它，披一身月光，带几点醉意，
也许就如我这般，爬上一个绿树摇曳、
秋风拂面、秋草繁茂、高而不危的小山，
呆呆坐在那里，望明月，思故乡，念叨亲
人，流泪悲伤。举杯邀明月，把酒对青
天，他对着夜空大发感慨，悠悠万古，茫
茫夜空，明月长存。“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
看明月皆如此。”人生实在太有限，而宇
宙是无穷无尽的。

诗仙就是诗仙，由明月想到人生，
这是多么宏阔的人生思考啊。他这一番

《把 酒 问 月》，其 立 意 上 承 屈 原 的《天
问》，下启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怎能不让人产生出许多的感念和
复杂的思绪！

雨依旧滴滴答答敲打着窗棂，天气
预报说这一周都有雨。小橙子打来视
频，向我表演今天在幼儿园老师刚教会
的唐诗。她奶声奶气、抑扬顿挫背诵起
那首《静夜思》。听着她琅琅的童声，我
的心绪又朗润起来。

山 里 的 月 亮
■李文晓

前几天，远在深圳的女儿给老伴打
来电话，问今年的中秋月饼还给我们寄
不寄？她妈妈回答说，现在的日子天天
都像过节一样，家里的月饼不少，况且
你每年寄来的月饼多少都带点广东的
风味，咱这边的人也吃不惯，要不今年
就不要花钱买了。我在旁边听见她们的
对话，连忙插话说：该寄就寄呀，一年就
只有一个中秋节，况且还有她奶奶在，
中秋节她们无法回来团圆，奶奶看到她
寄来的月饼，就像看到他们一样嘛！女
儿在电话那端听到我的插话，连连说，
那好，那好，我的月饼一定会在中秋节
和你们团圆的。

通完电话后，沿着月饼的话题，勾
起了埋藏在记忆深处有关月饼的故事。
作为我们这些上世纪六十年代生的人，
从童年、少年、青年一路成长过来，大部
分人的记忆中都有深深的“饥饿”记忆！
那个时候，缺吃少穿很普遍，尤其是在
我们农村，几乎所有的家庭一年到头都
在为“吃饱”和“穿暖”发愁，如果一家中
家庭成员小孩多一点的，还能吃饱肚
子，而一家中青壮年成员多一些的，吃
饭就成了问题。只有春节的初一到初
五，大家才能吃纯粹的白面馍馍，一旦
过了“破五”，就得回归正常玉米面或高
粱面窝头，那时候，在农村有一句颇为
流行的话，什么时候能一年四季吃上白
面馍，那就是神仙一样的日子！在那样
一个吃饱都是梦想的年代里，每逢过年
过节，大家都是用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

来的有限资源来满足所有人对美好生
活的愿望！买点肉、干果、点心等之类的
奢侈品，用于祭祀祖先、走亲访友，剩余
的全家人一起团圆分享。但每一样东西
都十分有限，分给每一个家庭成员的

“好吃的”都只能瞬间刺激一下枯竭的
味蕾，这些好东西只是用来品尝的，绝
不可能让家人放开肚子紧饱吃。这些对
于成年人来说还可以接受，但对于正在
长身体的孩子来说，对美食的欲望，往
往是很难控制的。

记得我八岁那年中秋节前夕，从学
校放学回到家门口，看见门前停放着一
辆自行车，车的前把挂着一个小布袋，
出于好奇，我趴近布袋口往里看了看，
猛然，一股香甜的味道刺激了感官，是
好吃的！看了看四周无人，便打开布袋
一看，呀，月饼！那时候的月饼都是纸包
装，外边用纸绳十字形捆绑着。我忍了
忍，把布袋原样整理好，进了家门，看见
三姑父正在帮奶奶干活，打过招呼，知
道是三姑父来送中秋节的节礼。大人们
忙着干活，一时半会也完不了，我放下
书包，拎着筐子和镰刀，告诉他们我去
割猪草了。出门路过三姑父的车子，那

股诱人的香甜，又汹涌地冲击着我的味
觉！肚子里的馋虫躁动着，嘴里口水四
溢，腿是怎么也迈不动了。思想剧烈斗
争着，三姑父送我家的月饼已经放在房
里的桌子上，这一包月饼肯定没什么用
处了！想来想去，理智还是没能战胜欲
望，我麻利地打开布袋取出月饼，打开
包装，一看里面有几种口味的 8块月饼，
随便拿出一块，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瞬
间，那块月饼就变成了自己的胃中之
物，月饼渣子掉落一地。那一瞬间，我感
觉这就是世界最好吃的珍品佳肴！享受
完珍品，我后悔了、害怕了，看着月饼包
里少了一块，这可咋办？思来想去，只有
一个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
匆忙清理了作案现场，将剩余的月饼包
扎好，便逃之夭夭了！

在外边一直躲到天黑，才蹑手蹑脚
地返回家里。不料，一进家门，发现奶奶
和妈妈都一脸严肃地看着我，我惴惴不
安的表情告诉她们，那个作案的人就是
我。妈妈一怒之下便要动手打我，被奶
奶奋力拦住。奶奶问我，你怎么偷吃了
姑父的月饼？我无言以对，奶奶说：别人
的东西不能随便拿的，这是规矩，你正

在长身体，以后想吃什么，可以告诉大
人，尽管咱们家里穷，但我们会尽力满
足你的。我听了奶奶的话，惭愧得低下
了头！一场皮肉之苦就此躲过。

后来，每到中秋节，奶奶都会为我
们做好多“土法”月饼，就是用豆子、红
枣、砂糖、芝麻等原料加工成月饼馅，再
用一些白面做皮，把馅包进面皮中，做
成自制的月饼，最后在煎鏊上烙制而
成。虽然奶奶做的月饼没有买来的月饼
精致好吃，但在那样的年代里，却是我
们这些孩子永远无法忘记的味道！

渐渐的，我长大了，高中、大学、上
班，成家立业，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乡，
我们国家也经过几十年的迅猛发展，实
现了梦寐以求的小康社会。经济富裕
了，食物也格外丰富，月饼也不再是心
目中的奢侈品，但每到中秋节，我都会
买上几盒月饼赶回家里，与奶奶和妈妈
共同品尝。我也明白了，月饼不仅仅是
一种好吃的食品，而且是涵盖了合家团
圆与幸福分享的深刻寓意，更是饱含中
华民族追求美好生活，向往家庭团圆和
睦、亲人平安健康、生活蒸蒸日上的美
好向往。正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的颂月千
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所说
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大词人
若天上有知，看今日中国盛世，国家富
强，人民安居乐业，我们的足迹已经踏
遍月宫，涉足火星，词人所感叹的千里
之遥已经不再是距离，飞机、高铁，朝发
夕至，不知又会抒发怎样的豪情。

珍藏在月饼里的记忆
■张双九

九月，注定是一个金色的月份
九月，注定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所有的果实都在这一刻成熟
所有的果实都已包金裹银
我们相约美丽的岚山根
我们一同见证这里的五彩缤纷
让金色的梦想在这里扶摇放飞
让浓浓的情怀在这里敞开心扉

九月的天空格外晴朗
九月的大地热血沸腾
铿锵的锣鼓敲出丰收的喜悦
嘹亮的唢呐吹一曲悠扬的信天游
窈窕的腰肢扭出妖娆的秧歌
甜美的歌声荡漾在希望的田野上
这是咱们农民自己的节日啊
我们就该吹吹打打笑语欢歌

九月的棉花白格生生 笑意盈盈
九月的玉米金格灿灿 吐露心声
大豆婀娜多姿跳起欢快的舞蹈
高粱羞红了脸儿 低下高贵的头颅
谷子谦恭弯腰
彬彬有礼 喜迎四海宾朋
香瓜金果浑身洋溢着幸福的清香
我似饮佳酿 酩酊大醉
虔诚地匍匐在岚山根的青石板上

九月的黄河咆哮奔腾
九月的盐湖烟雨蒙蒙
勤劳善良的河东儿女哟
自古就沐浴着后稷教民稼穑的阳光
用智慧和汗水浇灌着阡陌纵横
用双手和心血耕耘出广袤的粮仓
我的盐湖 我的河东
我的故乡 我的天堂
我深深地亲吻你哟
我的白发亲娘

金秋九月
我们相约岚山根

——中国农民丰收节畅想
■陈浩龙

时间说快不快，说慢不慢，不知
不觉就迎来了又一个中秋节。仿佛一
滴花蜜融入了心海，日子中也渐渐
地、浅浅地荡漾着一份思亲人、盼团
圆的情愫……

农历八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
日——中秋节。它演绎着嫦娥奔月、
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美丽神话，和
其他传统节日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文化。八月十五月儿圆，吃着月饼话
团圆，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秋经
历和节日情怀。孩提时代，我就对中
秋节有着浓厚的感情，究其原因是可
以吃到自己爱吃的月饼。至于那些举
杯邀明月的象征、对影成三人的意
义，那不属于我们小孩子思考的范
畴。

当日子的脚步刚刚踏入农历八
月的门槛，我和妹妹就萌生了过中秋
节的念头，兄妹俩一天天地扳着指头
期盼八月十五的到来。那时候，最爱
吃的就是妈妈亲手做的大月饼，用核
桃仁、花生粒、冰糖块一起做的月饼
馅，吃起来甜甜的、香香的，又有一种
脆脆的感觉。缘于我和妹妹都喜欢吃
甜食，妈妈在每年的中秋节来临之
时，都会提前几天为我们打制一箱好
吃的月饼。那种美好的感觉一直随着
月饼的储存能延续到农历九月之初。

后来，我一年比一年长大。远在
他乡求学，这才领悟到了岁月的苦
短、别离的忧伤、思念的煎熬。每逢中
秋之夜，但凡夜空晴朗，我都会遥望

星空那轮明月，思尽长江忆断黄河，
牵肠挂肚地想爸爸、想妈妈、想妹妹。
但因为学校中秋节不放假，所有忆念
的情感只好在无奈中停顿或滞留。

参加工作后，我如愿以偿到县城
去上班，生活的节奏明显加快，但人
身活动相对是自由的，远没有学生时
代那种管制和约束。记得刚上班那几
年，国家还没有规定放中秋假，单位
领导总是很人情味地“放人不放假”，
给大家半天走亲访友的机会。这时
候，我会赶着时间为父母送去一些香
甜的月饼，以表述自己做儿子的一片
孝心。大家团聚在一起，吃着月饼说
着祝福话，温馨的气氛氤氲在每一个
亲人的心间。但由于时间太紧凑，每
次临走时，老人们的眼中总是闪耀着
点点泪花……

每逢佳节倍思亲，亲人相聚短光
阴。如今有了中秋假，这对于每一个
重情感的中国人而言，都是一种心灵
上的慰藉和亲情上的加固。三天时
间，恰是与亲人团圆的大好时机，足
以让我们的思念尽情释然，定当珍惜
和把握。

月到中秋分外明，且把思念遥相
寄；皓月当空撒清辉，中秋良宵念挚
心。说着说着，中秋佳节就在眼前。想
起父母常年的辛苦操劳，忆起往昔温
馨团聚的画面，思乡的情愫便在我的
心中愈发浓厚疯长成藤。走，啥也别
说了，趁着中秋好时光，回家和亲人
团圆去！

中 秋 良 宵 念 挚 心
■王会亮

月初夜，我去赏月

心旌摇荡，翘首仰望

刚刚诞生的月牙儿

银镰似的闪烁在

浩浩夜空，茫茫苍穹

夜色昏暗，月色朦胧

怎么也看不清

徘徊良久

只好离去

我不甘心呀

一步三回头

月中夜，我忙于事务

错过了佳期

辜负了郎朗满月

我心不安

盼望下月的满月

早些呈现

让我好好看看

那当空的银轮

俊俏的婵娟

李白举杯邀明月

但我

不想对影成三人

我对明月寄情思

怕影子听到

怕清风多嘴

走漏了我的情话

夜深沉啊，月色浓

月偏西啊，光朦胧

睡不寐啊，思纷呈

但愿早早到梦中

一轮明月伴着我

到天明

相 思
■楚明亮

今夜 目光无法打烊
月 圆圆的秤盘
称量一份酥软的乡愁
今夜 月
一枚鎏银的铜镜
乡愁的纹路
擦拭得干净明亮
今夜 月光和泪光
交织在一起
一张密密的网
他乡的我
成了网中的鱼

中秋月
■晓 寒

那 天 ，在 高 二 224 班
上语文课，我将发表在《太
原晚报》上的散文《月饼里
的母爱》用多媒体播放给
学生们看。

忽然，坐在第一排的
乔圣琰同学说，老师，你给
我们月饼吃吧！

我一愣，这是哪跟哪
啊！

其他同学也随声附和
嚷着，中秋节到了，老师给
我们买月饼，老师给我们
买月饼……

我装着一脸严肃的样
子，说，不买。马上过中秋
节了，你们回到家，不就可
以吃到月饼了吗？

不是还有几天才放假
吗？我们就想吃老师您的
月饼。学生乱哄哄地说着。

我家又不加工月饼，
也不卖月饼，哪有月饼给
你们吃啊？

您掏钱给我们买月饼
吃。

此时此刻，真有点骑
虎难下的感觉。

权且答应了这些“讨
债鬼”吧。

我只好面露微笑，随
口 答 道 ，行 ，给 你 们 月 饼
吃。

真的？
你们说呢？
过两天，就是中秋节了。可是学

生们还有几天才能放假啊！
买，还是不买？犹豫再三。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作为

老师，岂可言而无信呢。
买吧。呵呵，不就是几十块钱的

事嘛！
当天早上朗读下后，我骑着自行

车去了早市，那儿有一家经销月饼的。
远远就闻到一股月饼的香味。月

饼摊前，已经围了好些人买月饼。
月饼咋卖？
八块钱一斤。
一斤有几块月饼？
八块。
便宜点行不？我要的多。我讨价

还价道。
不行啊，我这已经是最便宜的

了。这样吧，最后多给你搭两块吧。
有五仁的、豆沙的、枣泥的……

你要哪种的？
五仁的吧。
这豆沙馅的和枣泥馅的，味道也

不错。
行，你少量加上一些豆沙和枣泥

的。
可是，买的时候，我又泛起嘀咕，

224 班是我的学生，226 班也是我的
学生啊。买月饼总不能只让 224 班学
生吃啊，万一 226 班学生知晓了，我
该怎么解释呢？

得，不能厚此薄彼呀！
我一咬牙，一下子买了一百零五

块月饼，加上老板送我的三块，正好

一百零八块。
呵，还是个吉祥的数

字！
老 板 将 一 百 零 八 块

月饼装进两只红袋子，分
别 挂 在 我 自 行 车 左 右 车
把上。

我一路推着自行车，
感觉那些月饼好沉。

下午去学校上课，因
为有那些月饼，我只好开
着车了。

车开到学校门口，我
没将月饼提进班级，倒不
是沉得提不动，而是怕遇
见其他老师，多费口舌。

随后让 224 班班长带
人去我车上取来月饼，分
别拿进了两个班级。

“老师好！”
当 我 走 上 224 班 讲

台 ，同 学 们 齐 刷 刷 站 起 ，
声 音 洪 亮 地 喊 道 ：“ 老 师
好！”

以 往 上 第 五 节 语 文
课 时 ，同 学 们 多 是 蔫 蔫
的 ，因 为 刚 刚 午 休 起 来 ，
还是有点瞌睡样。

呵呵，原来班长将月
饼 放 在 了 讲 桌 上 ，我 说
么！

“同学们好，请坐。这
节课我们继续学习《滕王

阁序》。”
“月饼，月饼……”声音先是低低

的，后来声音渐次大了起来。
“好好好，咱们先吃月饼，后上

课，怎么样？”
“好……”一阵欢呼声，一阵热烈

的掌声。
“同学们，俗话说，礼轻情意重。

中秋节到了，老师给每位同学准备了
一块月饼，虽然少了一点，却也是老
师一点心意，请同学们笑纳！”

“谢谢老师！”
“老师，您真好！”
……

“老师买的月饼，以五仁馅月饼
为主，夹杂少量枣泥和豆沙。如果发
给你的是枣泥或豆沙，就说明你很幸
运啊！”

“老师买的月饼，啥馅的我都爱
吃！”

嘻嘻！呵呵！哈哈！……
坐在前排的两名同学，提着月饼

袋，将月饼一块一块发到同学们手
里。

“老师，您也吃一块。”
“好。”
同学们开心地吃起了月饼。望着

教室里天真可爱的学生们，我心想，
老师仅仅给了你们一点点的爱，你们
却是如此的满足！

那个下午的几节语文课堂，气氛
分外活跃，朗读格外整齐，格外响亮。

下了第五节课后，一位女生轻轻
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老师，谢谢您
的月饼！”

这一声“谢谢”，是我从教多年
来，最暖心最动容的一句话！

老
师
，
谢
谢
您
的
月
饼

■
薛
国
英

花 缀 清 秋花 缀 清 秋
袁 淑 青袁 淑 青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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