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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轻轻一吹

心中的月芽儿就开了

细细的腰，两头尖尖的角

一头挑着千里之外的故乡

一头挑着他乡游子的我

秋风一天比一天凉
月芽儿的腰身一天比一天胖
八月十五，圆成一轮银盘
思乡的潮水，惊跑了心中的月亮
空中高挂，月宫里斑驳的山峦树影
多像是曾经的故乡

中秋前后中秋前后，，天气一天凉似一天气一天凉似一
天天。。满大街种类繁多满大街种类繁多、、包装繁复的包装繁复的
月饼月饼，，把我的回忆瞬间拉回了把我的回忆瞬间拉回了
童年童年。。

有一年中秋前夕有一年中秋前夕，，在外地打工在外地打工
的亲戚托人从省城带回一盒双黄的亲戚托人从省城带回一盒双黄
莲蓉月饼莲蓉月饼。。奶奶小心翼翼地翻开奶奶小心翼翼地翻开
盖子盖子，，掀起那层泛着油光的牛皮掀起那层泛着油光的牛皮
纸纸，，月饼从里面露出月饼从里面露出““庐山真面庐山真面
目目”，”，只见焦黄的酥皮包裹着厚实只见焦黄的酥皮包裹着厚实
的馅料的馅料，，阵阵甜香涌进鼻腔阵阵甜香涌进鼻腔、、沁人沁人
心脾心脾。。我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们眼巴巴地望着，，直吞口直吞口
水水，，恨不得上前咬上一口恨不得上前咬上一口。。奶奶却奶奶却
说说，，月饼寓意团团圆圆月饼寓意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和和美美，，
要先存着要先存着，，到中秋之夜一家人赏月到中秋之夜一家人赏月
才能吃才能吃。。于是于是，，她将月饼重新盖她将月饼重新盖
好好，，放进了米缸放进了米缸。。

没有读过没有读过““举头望明月举头望明月，，低头低头
思故乡思故乡””的诗句的诗句，，心中月饼的意义心中月饼的意义
自然大过团圆的意义自然大过团圆的意义。。我暗暗记我暗暗记
下了奶奶放月饼的位置下了奶奶放月饼的位置，，趁着她到趁着她到
菜市场采购的间隙菜市场采购的间隙，，忍不住打开米忍不住打开米
缸缸，，拿出那盒月饼来拿出那盒月饼来。。躺在盒子的躺在盒子的
月饼太诱惑了月饼太诱惑了，，我赶忙取出一块我赶忙取出一块，，
掰下一半掰下一半，，用舌头舔一舔用舌头舔一舔，，而后将而后将
半块饼囫囵咽下半块饼囫囵咽下。。等舔净手心里等舔净手心里
的碎渣儿的碎渣儿，，将剩下的月饼包好将剩下的月饼包好，，奶奶
奶刚好回来了奶刚好回来了，，我慌张地合上了我慌张地合上了
米缸米缸。。

吃饭不香吃饭不香，，觉也睡不好觉也睡不好，，就这就这
样我在焦灼不安中等到了中秋样我在焦灼不安中等到了中秋。。
当天晚上当天晚上，，大伯娘炒了几道拿手大伯娘炒了几道拿手
菜菜，，爷爷将圆桌移到庭院中央爷爷将圆桌移到庭院中央。。一一
家人围坐在一起家人围坐在一起，，举起杯盏举起杯盏。。这时这时
的月亮再也藏不住光芒的月亮再也藏不住光芒，，形象如一形象如一
枚药片枚药片，，盈盈地映着远山近树盈盈地映着远山近树。。我我
无心欣赏这些无心欣赏这些，，也没有心思和哥哥也没有心思和哥哥
姐姐嬉笑打闹姐姐嬉笑打闹，，忐忑地等待着家人忐忑地等待着家人
对我的责罚对我的责罚。。

奶奶终于从米缸取出了那盒奶奶终于从米缸取出了那盒
双黄莲蓉月饼双黄莲蓉月饼，，大家放下满桌的鸡大家放下满桌的鸡
鸭鱼肉海鲜鸭鱼肉海鲜，，目不转睛地盯着逐渐目不转睛地盯着逐渐
打开的牛皮纸打开的牛皮纸。“。“月饼少了半个月饼少了半个！！
是谁偷吃了是谁偷吃了？”？”哥哥姐姐惊呼哥哥姐姐惊呼。。我我
涨红了脸涨红了脸，，不敢直视家里的每一双不敢直视家里的每一双
眼睛眼睛。。奶奶含笑说道奶奶含笑说道：“：“估计是老估计是老

鼠先吃了鼠先吃了，，不要紧不要紧。”。”父亲和母亲也父亲和母亲也
很诧异很诧异，，说说：“：“好好地好好地，，怎么家里就怎么家里就
来了老鼠来了老鼠，，大米没被糟蹋吧大米没被糟蹋吧？”？”奶奶奶奶
依旧笑眯眯地说依旧笑眯眯地说：“：“老鼠通人性呢老鼠通人性呢，，
现在剩下四块半现在剩下四块半，，全家九口人全家九口人，，刚刚
好一人半块好一人半块。”。”

因为怀疑是因为怀疑是““老鼠老鼠””偷吃过的偷吃过的，，
奶奶执意拿走那半块月饼奶奶执意拿走那半块月饼。。而我而我
看着哥哥姐姐吃得津津有味看着哥哥姐姐吃得津津有味，，我捧我捧
着分到的半块月饼着分到的半块月饼，，却如同嚼蜡却如同嚼蜡。。

那晚睡觉前那晚睡觉前，，奶奶突然拿出半奶奶突然拿出半
块月饼送到我床头块月饼送到我床头，，我正诧异着我正诧异着。。
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摸摸我的头说：“：“我牙不好我牙不好，，这这
半块月饼你替我吃了吧半块月饼你替我吃了吧！”！”迎着奶迎着奶
奶慈爱的目光奶慈爱的目光，，我再也隐瞒不住我再也隐瞒不住，，
将偷吃月饼的事和盘托出将偷吃月饼的事和盘托出。。

奶奶语重心长地说奶奶语重心长地说：“：“小傻瓜小傻瓜，，
我早知道是你吃的了我早知道是你吃的了，，那天回家看那天回家看
见你嘴巴边没擦干净的饼渣渣见你嘴巴边没擦干净的饼渣渣
了了！”！”我羞愧难当我羞愧难当。。就在我睡下时就在我睡下时，，
却发现奶奶转身走到窗外却发现奶奶转身走到窗外，，月光月光
下下，，她把那张包过月饼的纸上残留她把那张包过月饼的纸上残留
的月饼渣子倒进了嘴里的月饼渣子倒进了嘴里。。

从那以后从那以后，，我知道只有与家人我知道只有与家人
分享了的美味分享了的美味，，才能吃出那香甜的才能吃出那香甜的
幸福来幸福来。。许多年过去了许多年过去了，，每当中秋每当中秋
节节，，庭院枝头的桂花和往年一样飘庭院枝头的桂花和往年一样飘
香香，，我还会想起奶奶比明月还亮的我还会想起奶奶比明月还亮的
笑容笑容，，还有那半块吃剩的月饼来还有那半块吃剩的月饼来。。

中秋月饼情
□王国梁

我国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节日美食更是极富
特色。过年的饺子，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都是
节日的重头戏。中秋的月饼，集美味、情感、文化于
一身，为这个温情浪漫的节日增添了许多色彩。

明代的《西湖游览志会》中记载：“八月十五日谓
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月饼，又被
称为“团圆饼”。后来，月饼的制作越来越精细，上面
还印有嫦娥、玉兔等图案。月饼的品种也越来越多，
馅料丰富，口味各异，都表达团圆之意。

小小一只月饼，寄托着人们太多的感情，也承载
着厚重绵长的民族文化。月饼中，有我们深深的情，
浓浓的意。

月饼寄托着我们团圆的愿望。中秋夜，一家人
团团圆圆，在一起赏月，吃月饼。我们吃月饼的方法
很有意思，就是把月饼分而食之，由家里的长辈负责
把月饼切成几份，然后按人数分，每人都可以吃到一
块。这样的方法，让大家认识到，每个人都是大家庭
的一员，大家组合在一起才能团圆。我们中国人最
喜欢讨个好彩头，吃下圆圆的月饼，预示着一家人就
可以永远团团圆圆。

月饼里寄托着我们深深的思念。为了生计，很
多人都会离开家乡，去异乡打拼。中秋节，也有很多
人无法回到故乡与亲人团聚。即使这样，家人也不
忘给他留一份月饼。分食月饼的时候，我们会给远
方的游子留出他的那一份，表达对他的思念，但愿人
长久，千里“共月饼”。异乡的亲人与我们吃到了同
一块月饼，团圆之期不远了。苏东坡的一首小诗中
写道：“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默品其滋味，相思
泪沾巾。”诗中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月饼寄托着我们美好的憧憬。我们民族向来喜
欢“圆”的寓意，圆，象征着团圆，圆满。中秋祭月的
习俗由来已久，明代的《帝京景物略》中写道：“八月
十五祭月，其祭果饼必圆。”祭月之时，月饼必不可
少。中秋之夜，月亮最大最圆，人们虔心祭拜，希望
月亮能赐给人间团圆美满。圆圆的月亮，圆圆的月
饼，一切都是美满的。甜甜的月饼，就像甜甜的日
子，我们希望生活永远这样温情甜蜜。夜空深邃，月
华如水，轻风荡漾，一家人团聚在满月之下，借助月
饼来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憧憬，多么难忘的一
幕啊！如此良辰美景，实在是人间最美的画面。

一只只圆圆的月饼，不仅美味，还把我们民族浪
漫、温情、乐观、坚韧的性格，以及重情重义、讲究孝
道、对家庭有责任感、使命感等等特征，演绎得淋漓
尽致。圆圆的月饼，还会代代流传，成为我们心中永
远的图腾，让团圆美满永驻人间。

那一年，我调到一所偏僻的小
学教英语，一个年轻的女老师几乎
是哭着对我说：“这里的孩子都不好
带，我真的呆不下去了。”从她的话
语里，我知道我遇上了难题。

学校考虑到我有些教学经验，
特意给我安排了教初二的一个班。
说实话，一走进那个闹哄哄的课堂，
我就知道这群孩子不是一般的调
皮，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英
语对于他们的重要，所以态度很是
轻慢。

第一堂课，我给他们描述了大
学里丰富多彩的生活，第二堂课，我
给他们讲述了英语在将来生活中的
作用，第三堂课，我给他们描述了底
层打工人员的艰辛生活，第四堂课，
我给他们描述了一番只要努力读
书，就能拥有精彩人生的美好前
景。孩子们个个睁大了眼睛，静静
地听着，眼睛里流露着向往的神采。

两个星期后，再走进教室，教
室里便鸦雀无声。孩子们专注地听

我讲课。那一年的期末考试，那个
班的英语取得历史上最好的成绩。

很快就进入了初三，中秋节那
天早上，我一打开抽屉，就见里面摆
满了一抽屉的月饼。上面有张纸
条：“老师，谢谢您带领我们走进知
识的殿堂，中秋节快乐。”我的眼睛
瞬间湿润，要知道，在那个电话也不
通的年代，远在异地他乡的我，连条
祝福的信息也没有收到。

那天，我几乎是哽咽着讲完
了课。

下课后，我数了数，一共有四
十二个月饼。月饼都是普通的土月
饼，用一层油纸包着，薄纸上画着仕
女的图案。想必这些孩子，为了买
这些月饼，一定省了好些天才攒到
钱。月饼那时候多难吃到一个呀，
可我一个月拥有了四十二个月饼，
突然间觉得自己掉进了蜜罐里。

月饼散发着好闻的味道，我不
禁嗅了嗅鼻子，夸赞道：“好多的月
饼呀，这么多月饼，我怎么吃得完

呀？”
我突然灵机一动，让他们赶紧

进教室来，并且说有一项重要的作
业要给他们做。

孩子们都端端正正地坐着，一
个都没有少。我把四十二个月饼一
一郑重地发到他们手中，我让他们
赶紧把月饼吃掉，并且一点月饼渣
都不能掉。

孩子们都惊呆了，他们对这项
特殊的作业，不知道如何是好。在
我再三的命令之下，大家轻轻地咬
着月饼，细细地品尝着。每个人脸
上都绽放着幸福的笑容。

那个中秋节，是我有生以来最
难忘的中秋节。因为到最后，四十
二个学生全部站了起来，向我深深
地鞠了一个躬，同时说着：“老师，我
爱您！”

很多年过去了，每到中秋节，
我都会想起那四十二个土月饼带给
我的感动。那不仅仅是四十二个月
饼，更是四十二颗纯真向善的心灵。

中秋又近了，我不禁含泪想起了小
时候母亲亲手为我们制作的“土月饼”。

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商店里卖的
正装月饼，每年中秋节都是母亲亲手给
我们制作“土月饼”。每年中秋节的晚
上，我们早早吃过晚饭，母亲便开始准备
制作“土月饼”。因为家里没有白面，母
亲便用玉米面代替。母亲先把玉米面和
成面团醒着，然后开始准备“土月饼”的
馅料。买不起花生仁、核桃仁、芝麻、葡
萄干等，母亲便烀上一锅红小豆，把烀熟
的红小豆捣烂成糊，再用纱布澄出红豆
沙，加入几粒糖精搅拌均匀，月饼馅儿就
制作完成了。

做完月饼馅儿，面团也醒得差不多

了。母亲在面板上一下一下揉面团，一
双白皙的手左揉揉、右揉揉，黄黄的面团
被母亲揉得又细腻又光滑。然后，母亲
把面团搓成一个圆柱型的长条，再切成
大小均匀的面剂子。接下来，母亲用擀
面棍擀成圆圆的薄片，包上前期准备好
的月饼馅儿，然后轻轻把包着馅料的面
饼边缘紧紧捏在一起，“土月饼”的雏形
就呼之欲出了。

接下来的一道工序是，母亲要在“土
月饼”的表面用刀尖刻画出古代美女怀
抱小兔子的图案，并告诉我们月饼上的
那个古代美女就是月宫里的嫦娥姐姐。

后来，身为木匠的父亲看母亲手工
制作月饼太辛苦，便选了一块边角木料

雕刻了一个月饼模子，正面图案是“中秋
佳节”四个篆字，旁边伸展着一些花纹，
边缘处还有一圈齿状的花边儿。自那以
后，母亲只要把包了馅料的面团放进事
先刷过油的月饼模子里，然后把月饼模
子合在一起轻轻按压，“土月饼”很快就
制作成型了。

最后一道工序是烘烤，母亲把制作
好的“土月饼”放在煮饭的铁锅里，然后
小把小把地往灶膛里添柴火，用小火慢
慢地烘烤。先烘烤一面，再烘烤另一
面。约莫二十分钟后，一缕儿奇异的馨
香窜出锅盖缝隙，此时月饼便可以起锅
出炉了。新出炉的“土月饼”，通体金黄
亮丽，饼皮酥脆可口，饼馅香甜绵密，让

人馋涎欲滴。
看着香气弥漫的“土月饼”，我和哥

哥早已急不可耐，趁母亲不注意，伸手就
抓过一个，一大口咬下去。甜甜的、香香
的、酥酥的，满嘴红豆沙的甜润，真是人
间美味！看着我们猴急的样儿，母亲眼
睛笑成一条线，嘴里说：“慢点吃，锅里有
的是呢！”

后来，家里的生活条件一天天变好
了，母亲便不再制作“土月饼”给我们
吃了。可儿时中秋节母亲亲手做的

“土月饼”，却一直烙印在我们心底，一
直香甜在心灵深处。难忘母亲做的

“土月饼”，因为“土月饼”里贮满了浓
浓的母爱。

一直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所有
的节日中，中秋节最诗意浪漫，也最
温情动人。不论你漂泊天涯海角，
还是身在异国他乡，都无法忽略中
秋节。一年一度中秋至，明月千里
总关情。每至中秋，我们心中会升
腾起一种温柔的情愫。八月月圆，
中秋有约。

中秋，与一轮明月有约。我们
民族有根深蒂固的“月亮情结”，尤
其是中秋月，被我们赋予了太多的
内涵。中秋月自古以来就是诗词歌
赋中最美好的意象，象征着思念和
团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不知有
多少首关于明月的诗歌，在岁月之
河上熠熠生辉，被我们代代相传。
中秋之夜，我们举头望明月，把酒问
青天。那一轮满月，那么大，那么
圆，洒下一片清辉。月光如水，朗朗
地照着大地。树影斑驳，秋虫鸣唱，
团圆时分，你是不是又想起了家
乡？“月是故乡明”，故乡的月亮此刻
更大更圆吧？

中秋，与遥远的故乡有约。能
够把远方游子的脚步牵回家的，恐
怕只有春节和中秋节了。中秋时
节，天气正佳，也是故乡的丰收季。
金秋如诗，那遍地的金黄，满园的瓜
果，漫山的树与花，都招引着我们回
归的脚步。在故乡，中秋节是非常
隆重的节日。《东京梦华录》中说，宋
朝“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贵家
结饰台榭，民家争占酒楼玩月，笙歌

远闻千里，嬉戏连坐至晓。”故乡的
中秋节也是如此，盛况非凡，热闹无
比。尤其是故乡的中秋夜，不知在
我们的梦中出现过多少次，良辰美
景，亲人团聚。人生最幸福的事，恐
怕就是在中秋夜与亲人一起举杯邀
明月了。

中秋，与故乡的亲人有约。中秋
将至，故乡年迈的父母每天守在村
口，等待游子的归来。当你下了车，
一脚踏入烂漫的秋色中，就看到了日
思夜想的亲人等你在秋光深处。那
一刻，你恨不得一下扑到父母的怀
里。只有回到亲人身边，你才感觉到
最踏实。到了晚上，家人准备了拜月
的祭品，月饼、水果等等，进行祭拜。

“中秋鲜果列晶盘，饼样圆分桂魄
寒。聚食合家门不出，要同明月作团
乐。”母亲会给你准备你最爱吃的枣
泥馅月饼，吃上一口，甜甜蜜蜜的。
孩子们在月下追逐嬉戏，欢声笑语响
起来。然后，大家围坐在一起赏月，
聊天，其乐融融，温馨久久弥漫。对
父母来说，这就是天伦之乐。万里月
光下，是万家灯火，家家都在上演这
样的一幕。家的味道，永远是这样，
热闹，温情，暖心。家，让我们难舍难
离，念念不忘，恋恋一生。

中秋，是团结的节日，是欢庆的
节日。中秋，是一首抒情诗，抒发着
我们民族深深的情感，体现了我们
注重亲情、注重孝道的深情厚谊。
中秋节，让我们沿着故乡的方向，如
约而至。

中秋节在我们国家预示着团
圆，美满和幸福，尤其是那天上的一
轮圆月，更是千家万户节日里不得
不去欣赏的一道风景。

月儿皎洁，月光如水，洒向大地
一片银白。中秋节里月亮的魅力是
无与伦比的。就好像我们小时候一
家人围在一起，仰着脖子欣赏那月亮
上的风光一样，迷人的嫦娥，雪白的
玉兔，还有那神秘的古老的故事，都
成了我从小就离不开的月亮情结。

我们故乡有中秋夜对月饮茶的
习俗。一家人围坐在月光下，一家
的主人会缓缓地端起茶壶，倒一杯
香茗，仰着脖子虔诚地对着月亮，口
中还念念有词，最后将这杯茶倒在
土地上。然后大家一起喝茶聊天，
据说在月光下谁喝的茶水多，来年
的日子会更红火。为了这份红火的
日子，我们家的人往往坐到深夜，茶
水一壶又一壶。

打小月亮便在我的心里种下了
种子，她象征着吉祥如意，美丽端
庄，团圆喜庆。跟过年的心情没有
什么两样，只是少了些许鞭炮的噼
里啪啦的响声而已，然而更多了一
份恬静和唯美在里面。

长大后，一家人便各奔东西。
我在外边求学，后来在南方工作，一
年很少回家，更别说中秋了。父亲

那时候也经常外出做工，回家的日
子也是屈指可数。算来算去，守在
家里的只有母亲和幼小的弟妹。那
时候每到晚上，我就会不自觉地去
仰望天空，月光缓缓洒下来，带着故
乡的温度，母亲的召唤，亲人的祝
福。尤其是到了中秋之夜，月亮又
大又圆，上面还影影绰绰闪现出似
人非人，似树非树的景物来，更勾引
起我深深的相思来。于是，小时候
一家人围在一起赏月喝茶的情景又
扑面而来，那份甜蜜那份欢喜，只有
离开了才会有更深的体会。

在我的印象里，后来很少有一
家人一起赏月的情景了。随着时光
的流逝，当年的孩子们已经渐渐长
大成人，结婚生子，我们又组建了新
的家庭有了下一代，而父母也慢慢
地老去。

月是故乡明。人越是长大，越
是对故乡有更深的感情。在我们的
心里，故乡的月亮更圆更亮，这是其
他地方的月亮无法比拟的。

夜色茫茫，罩四周天边新月如
钩，回忆往事恍如梦，重寻梦境何处
求。人隔千里路悠悠，未曾遥问星
已稀，请明月带问候，思念的人儿泪
常流……

听着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无限的思念在心头。

半块月饼
□孔德淇

心中的月亮
□吴晓波

中 秋 记 忆
□刘亚华

中秋有约
□马亚伟

那些年的月亮情结
□陈来峰

母亲做的“土月饼”
□佟雨航

浓浓情
中秋秋

月明月明之夜之夜
□□文子文子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