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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月饼白得儒雅，有老点心的温润。馅料
比较专一，多为花生仁葵花籽仁，无怪味，咀嚼
即生香，香得淡远悠长。青红丝匀净，橘的清
味娴静雅致。月饼中冰糖晶莹透亮，嚼起来嘎
嘣嘎嘣，音质清脆，母亲说，能甜掉你大牙。地
里长的，树上结的，心里念的，聚在一起，成了老
月饼。植物于大地走来，述说着质朴与本真。

少时中秋，老月饼是主角。那时舌尖味
淡，一瓣月饼，常渴望至久，但中秋不到，月饼终
是无缘相见。中秋的准备工作始于七月。时正
秋忙，收玉米、种麦子，忙收忙种，披了晨露，沐了
月光，露水湿了衣裳。即使如此，仪式还是少不
得。中秋盛筵，参与者不仅有月饼，而且有各样
水果。母亲的中秋大业即为攒苹果。村前有
果园，因占用村里土地，并不排斥村人果园里割
草。看园者名叫相臣，怜村人贫困，园内割草，
青苹果顺手摘上一只两只，闭上一只眼假装看
不见。母亲不摘，相臣摘下几个送给母亲，说，
拿去给尕尕们吃。苹果尚未成熟，色若青宝
石。母亲口袋装了，麦囤或棉花包里藏起来。

从此一进屋，不见苹果，只闻清香。果香
愈浓，中秋愈近。正是秋季农忙时，中秋要走
亲戚，多是晚辈访长辈，少者拜长者。四舅比
我母亲小，年年提了月饼和水果到我家来，路
上遇到，礼物置于地头，去地里帮我们掰玉米，
架子车加拖斗拉了满满一车子，卸在家中院子
里。午饭母亲杀小鸡待舅舅客，边杀鸡边祷
告，小鸡小鸡你别怪，你是阳间一道菜。不知
小鸡怪与否，鸡肉香馋掉了我们的眼珠子。

八月十五终于到来，场院里摆张小桌子，
桌子上堆了几个苹果和自家树上结的石榴和
柿子，摆了一斤一个的老月饼，月光洒在老月
饼上，似镀了金一样耀眼。此时最重要的节
目，是颠来跑去给邻里婶子大娘送月饼。孩
子贪玩，把送月饼当作玩乐节目，比赛谁跑得
快。“蹬蹬蹬”跑过去，婶子大娘一喊，口中说

“送月饼您吃”，人早跑出门去不见了踪影。
大弟的腿并不长，但脚步迈得比兔子还快，每
次比赛都是他赢，我们还没有回过头，他已转
过墙角不见了踪影。我撇嘴笑说大弟因挨父
亲打多，练出了速跑本事。

礼尚往来在民间传承得不动声色，邻里

间月饼送来换去，还是那么几个。弟弟妹妹
围着小方桌，眼睛在月光下光亮亮，口水不自
觉汩汩流淌。母亲持刀切月饼，右手握刀把，
左手掌按刀背，稍一使劲儿，可听得冰糖清脆
的碎裂声。一斤月饼一切八瓣，瓣瓣均匀。
月饼绽开，馅料露出来，味道新鲜甜美。小手
接了月饼，迅速拍到嘴巴里，一下子不见了踪
影，连滋味都没有品到，只丝丝甜香留在嘴
巴，良久不散。父母并不吃，剥着玉米看我们
玩闹。少年不识愁滋味，哪知爹娘苦与辛。

石榴则随意吃。家有两棵石榴树，枝杈
绿叶一堆一堆，繁茂喧哗。五月始，石榴花
开，整个院子红色艳艳。月余，花落坐果。果
从指头肚大，慢慢成拳头大，成馒头大。石榴
挂枝头，是把孩童的眼馋挂于枝头。两棵石
榴树每年结果无数。石榴还在妞妞儿时期，
父亲要摘下一部分，恐果多坠毁石榴树。两
棵树饱了孩子口腔福，石榴籽酸酸甜甜，晶莹
如红宝石。1996年夏我考大学，父亲狠心砍
下两棵树。说是石榴形状收口，寓意日子越
过越差，不祥。又十六年，祖母逝三周年，归
祭，院子久不居，荒芜空寂，见父亲砍伐处，石
榴树又起，欣欣而向荣。

赏月是少不了的。吃了月饼，吃了水果，
已无多余念想，坐下来静静观月。月亮于东
边树梢缓缓升起，圆，且温和的润白。祖母欢
喜，细语给我们讲古，无非吴刚和嫦娥，以及
那个长年累月在桂树下捣药的玉兔。年年故
事相同，但每次都能听得入神。夜深时分，孩
子们在督促下沉沉睡去，鸡不叫狗不咬，月色
无声，乡村静谧。父母剥玉米剥辛苦至半
夜。我起夜，见月到中天，还听得院子里父母

和着露水嘤嘤私语。八月过完，月光也隐去，
唯有月饼的香甜，时不时逗起对中秋节晚上
的回忆。

家里外出千里工作的大伯，每年中秋都要
从远方大城市归家探望祖父母。大伯衣着洁
净，上衣左口袋插一支黑色钢笔，挂钩把钢笔
亮闪闪挂口袋上。右口袋里一盒香烟，露出点
口，锡纸封着，也亮闪闪看起来很洁净。烟清
冽冽地香。孩子们站成半圆，高高矮矮，好奇
地围着他看。大伯一个个问了名字，又问读几
年级。口音很洋气，与我们有异。他并不要答
案，问完就给我们发糖果，一人一把。糖是方
的，糖纸包着，天热，有一个化了，杏黄色圆点点
的糖纸沁出来甜意，有点黏。少时嗜甜，对糖
无限热爱。那一把糖果成了我很长一段时间
的甜蜜。家乡早时窘困，苦日时多，仅甜味是
舌尖的丰姿之一，可望又偶尔可及。

扭头看到大伯对着祖父母低头垂泪，说
是出门在外，一年难回家两次，是为不孝，苦
……我当时懵懂，大伯如此风光，怎为不孝？
又怎为苦？年少哪知人生滋味万重，只品味
到月饼的香甜。

有一表兄，专做老月饼，从我记事起三十
余年。他的老月饼面相美观，面上盖荷花模
具，搭眼即见幽香袅袅。味道也丰美，馅儿从
里到外，甜香层层加深，层层挑战味觉，他把

“甜”字诠释得清晰，似乎天下甜味皆可用他
一只月饼囊括。表兄童年丧母，家贫，及长，
娶妻，生两子。长子两岁、次子半岁时，妻
丧。屋漏偏逢连阴雨，似专为他作。之后多
年，月饼式样富裕丰满。五仁馅、蛋黄馅、莲
蓉馅、红豆馅、枣泥馅、肉馅、三鲜馅……各种
各样，表层印花姿彩纷繁。但它依然不入表
兄眼。今之月饼，甜则甜矣，甜到发腻；鲜则
鲜矣，鲜得不敢信任；糯则糯矣，却又软软地
粘牙。表兄的月饼坊也发展了业务，做各式
甜点心，只一点，从不涉及甜之外的食品。许
是人间苦痛太多，他只造甜味来弥补。

年年月圆，今又月半，表兄托人几千里外
快递老月饼数块，只小儿喜食甘餍肥成瘾，各
种滋味来者不拒，我惧胖已久不食甜，中秋之
味，唯在思亲念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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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花语

月光，你是歌声的裙子
轻唱秋日的清凉
你路过儿时的小镇
在旧日院坝的桂树上，闪亮
久别重逢啊！我的亲人
此时，我坐在院坝的藤椅上
用金黄的桂花儿
编织圆月亮
母亲在窗口朝我喊：
”娟子，夜凉，别久坐”

“嗯，知道了”
风的手指，轻抚我的发
院子里的小野菊醒来又睡去
月光，你会趁我熟睡
溜走吗？

喊月光（外一首）

■ 王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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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赞词
■ 赵传昌

风，吹过祖国
十月的圆满让大地澎湃
谷穗或高粱，汹涌金色赞词
辽阔篇章，果实累累铺开内涵
推涌出内心无限欢愉
幸福和自豪，在秋风吹拂下
波及祖国每一颗跳动的心灵
金秋的赞词
在一粒粮食上说丰硕
金黄的初心来自太阳照耀
丰收是中国底气
黄土地造梦的家园
于贫瘠耕耘矗起复兴
粮食的圆满，就是中国梦想的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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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喜欢在中秋佳节之夜或望月寄托情怀和心
事，或赏月写诗，或对月谈心，留下了不少的佳话。

晋朝的名将刘琨，以豪爽雄俊而闻名。永嘉初年，他
转战到晋阳，被胡兵围困。当时正值中秋节，皎洁的月光
下，刘琨走上高高的城楼，望月长啸，思乡之情弥漫于长
啸声里，感人肺腑。胡兵在城外闻之，望月怀乡，凄然长
叹。半夜时分，刘琨又在城楼上奏起胡笳，声音凄美，胡
兵闻之，流涕痛哭，思乡之情更浓。第二天清晨，胡兵弃
围而退。

刘琨在中秋之夜利用胡兵渴望团圆的心理，巧妙
退敌，留下了中秋赏月巧解围的佳话。

明朝时，广东南海有一才子名叫伦文叙。有一年，
伦文叙进京赶考，和湖广的名士柳先开争夺状元之
位。伦文叙和柳先开这两个人都是饱读诗书的才子，
争夺状元时难分高下，主考官只好请皇帝面试定夺。
当时，恰逢中秋之夜，皇帝就让伦文叙和柳先开以《明
月》为题，各自写诗一首，看看谁写得好。

柳先开是这样写的：“读尽天下九州赋，吟通海内
五湖诗。月中丹桂连根拔，不许旁人折半枝。”柳先开
的诗运用了蟾宫折桂的典故，他气魄很大，说自己这次
考试要独占鳌头，一定要做状元。

伦文叙不慌不忙，他微笑着写道：“潜心奋志上天
台，瞥见嫦娥把桂栽。偶见广寒宫未闭，故将明月抱回
来。”伦文叙的诗比柳先开的气魄更大，而且想象丰富，
意境优美。皇帝连连点头称好，并点伦文叙做了状元。

南宋著名诗人辛弃疾曾写过一首《听月诗》：
听月楼头接太清，依楼听月最分明。
摩天咿哑冰轮转，捣药叮咚玉杵鸣。
乐奏广寒声细细，斧柯丹桂响叮叮。
偶然一阵香风起，吹落嫦娥笑语声。
中秋夜，望月思人，多是忧伤笔调。但这一首听月

诗，读来却有如走进神话传说中的仙境，给人一种活泼清
新之感。高楼耸入云端，与天界相连。依在楼头，分明能
听到月宫里的声音：如玉冰轮咿咿哑哑从天边升起，里面
传来玉杵捣药的叮咚之声；缥缈的音乐时断时续地从广
寒宫内传出，中间夹杂着吴刚伐桂的叮当斧声；忽然桂树
吹起一阵香风，送到耳边仿佛听到了嫦娥的欢笑之声。
咿哑、叮咚、叮叮几个像声词生动地描写出了神话传说里
月升时，玉兔捣药时，吴刚伐桂时的声音、情景。细细的
乐声，清脆的笑语声，让人浮想联翩。细细品读，原来月
亮也可以这样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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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誓言
■ 仇进才

总会有一种深沉让泪潭失语
总会有一种自豪让山脊挺拔
风云变幻，雄鸡一唱天下白
星海璀璨，而今迈步从头越
用阅兵场上的英姿诠释誓言
冲天的烟火点缀盛世的修辞
我们是浪花中笑的旋涡
见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国庆，带着破晓的曙光
照亮锦绣河山的安居乐业
唤醒勤劳的手掌，收获金秋
秋雨拂过神州大地的臂膀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一个圆圆的、凉凉的节气
乡村的梦在草尖树叶
悬挂成露珠的安静和守护
残荷最后的诗句和
那株桂花的心愿
倾进秋雨的缠绵
细细密密
真真切切
鸟鸣沿着秋意
唧唧喳喳沉甸甸的故事
西风缓缓插叙出
滴滴露珠的晶莹
黄栌、枫叶和
秋菊的绽放
写意田野的诗意
渴望、成熟、笑容
开始在庄稼茎叶上激动
天高山瘦
云卷云舒的记忆
飘落雁鸣的方阵
柿树点红的仰望和风景
让国庆和中秋的拥抱
笑逐颜开

寒露时节
■ 张勇

从小到大，我经历过无数次升旗仪式，但最让我难
忘的还是在自己家里的一次。

我12岁那年，我们家在队里第一家盖起了楼房。到
了秋天，庄稼大丰收。那些天，院子里简直像个聚宝盆，
庄稼堆得没有下脚的地方，全家人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转眼国庆节快到了，当民办教师的父亲说：“今年咱
们也举行一个升旗仪式吧！”母亲说：“哪有在家里升旗
的？”“庄稼丰收，老天爷照应是一方面，关键还是国家实
行了责任制。有了改革开放政策，老大跑起了运输，我们
多养了几头猪。国家恢复高考，老二大学毕业安排在了
县城工作。你说咱们家发生这么多变化，哪一样不是托
国家的福？咱们小老百姓还不能利用国庆节表达一下对
国家的感激吗？”父亲像是给小学生上课。母亲恍然大
悟，一拍大腿说：“对呀！要不是咱们还盖不起两层小楼
呢！”

说干就干，父亲去县城买了红布，让我在课本上找
出国旗图片，用尺子仔细量着长和宽。母亲问：“量那干
啥？”父亲认真地说：“我算算比例，一定要做得像！”他最
后算出尺寸，让母亲照着图片剪裁，还用黄布剪了五颗
五角星，一针一线地缝在红布的左上角。父亲从屋角找
出一根长竹竿，还从口袋里拿出买来的小滑轮固定在竹
竿顶端，又把竹竿绑在房顶的东北角，把升旗的绳子也
装好。这样，用了一天的时间，一切都准备好了。

到了国庆节那天一大早，我们家来了很多左邻右
舍的乡亲，他们都是听说我家要举行升旗仪式，放下
手中的活儿跑来看的。母亲拿出叠得整整齐齐的国
旗，轻轻放在父亲手上。父亲把国旗慢慢打开，神情
庄重地挂在绳子上，开始缓缓地拉动绳子，嘴里还唱
起了国歌。刚开始他唱的声音不大，但乡亲们听见
了，也不约而同地跟着唱起来，于是，父亲的声音大
了，所有人的声音也大了。“……前进！前进！前
进！进！”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国旗冉冉升起来了。
最后，它像一道霞光在房顶闪耀，照亮了所有人的
心，我看到很多人热泪盈眶。那鲜艳的色彩，让我们
感到了国家的神圣和伟大！

虽然三十五年过去了，但每到国庆节，那面在农家
小院升起的国旗总还是风帆般在我的脑海飘扬，我永
远也忘不了那一天——1985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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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雨后，有声音隐隐约约从窗缝里挤
进来，仔细听，是蛙声。一定是小区池塘里的
青蛙。只有一只，隔上一会儿，才怯怯地叫上
那么一声，似乎小心翼翼，生怕惊扰了什么。

我站在阳台上，望下去，新月初上，池塘
朦朦胧胧，但蛙声却清晰了。“呱呱——呱呱
——”，我听了许久，忽然听出是“回家，回家”
的意思来。不由得就想起乡下老家来。

老家院前，也有个池塘，塘边一棵垂柳，茂
盛，在白天，遮出大片的阴凉地。村人们聚在树
下乘凉。晚上，我坐在树下的大青石上，听蛙声。

夜晚的池塘，蛙声很稠。也不知道有多
少只青蛙在叫。你一声，我一声，合唱，有唱
高音的，有唱低音的，当然，也有唱中音的。
这时候，月光明亮，池塘里的荷叶仿佛涂了奶
油一般，浓重地绿着，光泽流动。

人们坐在池边，扇着扇子，说着闲话，不
时咯咯地笑起来。青蛙叫自己的，人们笑自

己的，互不相干。但也有人嫌蛙声太乱，就随
手摸起一块石子，投进池塘里去，哗，青蛙们
便噤声了。只剩下被打碎的月亮，兀自在水
里荡漾，成为一片碎金。但不一会儿，蛙声便
又如雨了。

这个嫌蛙声太乱的人，往往是奎三哥，那

时他还没娶媳妇，惆怅得很，蛙声让他心烦意
乱。后来有了媳妇，夏日里两口子每夜都在
池边乘凉。奎三哥再没扔过石头吓唬青蛙，
有时还“呱呱呱”学青蛙叫，惹得媳妇儿笑得
就像摇响了铜铃。

我常常在池边巡弋，去寻找一只青蛙。
它们往往蹲在荷叶上，向着月亮，叫一声，再
叫一声。有时，荷叶随着它的叫声晃动。也
是被它的叫声震颤到了。也许是底下的鱼经
过，撞到了荷叶的茎。

月光下的蛙鸣，特别脆亮。如果没有月
光，这声音便浑浊一些，仿佛被沉沉的夜色包
裹住了，迟滞而又犹疑。

有时，我在树下大青石上躺着，枕着蛙
声，不一会就睡着了。夜深了，母亲唤醒我，
我拖拉着鞋子，跟着母亲回家去。回到床上，
蛙声翻过墙头，到我的耳边来。我在梦里，也
会梦见月光下的池塘。

天井，干净、安静，春红晚白。
房子的中间留一块空地，人站在天井里，

可以仰头观天，察天之气象，有繁星点点。或
者，白云苍狗，风萧萧起于鱼鳞瓦片之上。

徽州的天井里，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
事。从大门到厅堂，只有几步之遥。这样的
天井狭小，是真正的＂井＂，头顶上泻落幽蓝
的光，让整座房屋都亮起来，映衬的是古朴安
静的徽州人家。

扬州一带的天井，空间就比较开阔，晚白
的天光里，有一只鹧鸪就在树丛里啼叫。我在
石涛和尚的片石山房，看到古人将天井壁上贴
石做成一个山林，方寸之步，容纳大天地。

这样的场地，往往是一个故事的载体，就
像《红楼梦》这样的小说，也是天井院落里的
发生的，然后挥发出去。

大院子不是天井，院子里一间一间生活
起居的部落，才构成天井，是私人生活的一部
分。如果有一只路过的大鸟从高处看，人就
仿佛陷落在天井里的井底之蛙。

天晴的时候，住在里面的人，从这一间房
到对面的那一间房，可以走一条斜线，从天井
径直穿过，可是下雨天不行，人必须弯弯绕
绕，要蹩步走马廓沿，天井里有积水，一时又
排不掉，走马廓沿，是院内的主要通道，美人
轻移碎步款款来。

有天井的房子，大多是老房子。天井是老

房子的一部分，对外是隐匿的，对内是公开的。
中国古代崇尚天人合一的理念，天井里

有先人的踪迹。天井冢，祖宗就睡在天井里。
我过去的邻居，沈家大院，就有天井冢，挨

着围墙，旁边长着柏树。人走进去，步声放轻，
生怕打扰了先人的好梦，但生活依旧进行。

天井是一篇构思巧妙的文章，厅堂、厢
房、厨房，像字、词、句，次第铺展分布。厢房
有窗，可以观春秋，有棵桑椹树，昨夜风雨，地
上落一层浅浅的紫色果儿。

天井里的植物，春红晚白，适宜栽天竺、
芍药、牡丹……庭栽两棵枇杷树，亭亭如盖，
枇杷挂得一树金。墙角还有一丛芭蕉，下雨
天，雨水溅在脆叶上，清新悦耳。一簇簇雨花
在天井水塘里盛开，屋檐口的水就哗哗流，升

腾起淡烟，从瓦上跌下，一缕如线。
有一口井，在枇杷树下。井口袅袅升腾

水汽，冬暖夏凉，清冽的水，用于淘米，洗衣。
井口有井栏，吊桶的绳子把井栏石质磨出一
道道绳痕，可以想到有多少只吊桶，七上八
下，在井栏留下这涉水的痕迹。

居有天井，人间有雅意，天地静谧，鸟啼
人不语。

暮色四合里，适合乱翻书，翻刘禹锡的
《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
绿，草色入帘青……”雨滴，纸页声，潜入在墙
角虫鸣花丛，听到时间的沙漏，愈发幽静。

光影错致的空间，人佛俱静，适宜绣花。
房子安静，把那些喧嚣、红尘隔开，一个人心
无旁骛，净手焚香，在一块布上绣花，荷花、牡
丹、芍药、鸳鸯，从天井里走出的女子，大多很
知性。

板桥先生说，人生得意处，莫过有“茅屋
一间，天井一方”，修竹数竿，小石一块，便尔
成局，亦复可以烹茶，可以留客也。月中有清
影，夜中有风声，只要闲心消受。

一个人，一辈子，一方天井，在天井里做
过什么事？吃饭、睡觉，关门、开门，冬天、夏
天，做梦、想心事……

现在，我们外出旅行，看风景里的老房
子，大都站在天井里，观别人的一段旧生活，
纸窗粉壁，透日月光影，蚕老枇杷黄。

蚕
老
枇
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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