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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的节日
■ 周仕华

月亮，从云层里站出来
望见了故乡的山
故乡的森林和庄稼
洒下的清辉，笑容一样甜美
秋天的月亮最多情
含情脉脉的样子，是美女的脸

走在故乡的田坎
一轮金黄的圆月挂在山梁上
压弯，沉甸甸的柿子树
夜半惊飞的鸟雀
袭扰了乡亲们的美梦
露水，将一串早起的脚印淋湿

故乡的中秋节就是月饼节
小孩子啃着月饼
望着天上的月亮发呆
他们根本不知道
千里共婵娟的诗句，更不明白
什么是成年人才有的相思

农历八月十五，
一年中，月亮最圆最亮
是月亮过节时点燃的灯盏
有时候，月亮是一双眼睛
老是，居高临下地望着
故乡的老屋，笑盈盈

坐在藏青曳地的卷帘窗前，抬眼看
去一线蓝空过往流云，想起那年的中秋
夜，一顶草帽罩在一张十岁少女的脸上，
得把垂着的篷散的草穗子拨开，方可玲
珑望月。

我和弟弟十指相扣，在漫天的黑里
往野外行走。白天给地里干活的母亲送
饭时把盛饭的圆形铝盒落在了田埂上，
得乘着月色去把它取回来。在那些年月
里，这饭盒盛载着家里每一个外出人员
的午餐，微温的米粒仿佛新孕育的希望，
在等待正午到来的过程中，人便显出欢
欣雀跃来。

那个月夜，因逢中秋，一年里不多的
可以名正言顺把自己从土地里抽离出来
的农人，早早地收了劳作。田野里都是
静寂，萤火虫的光像漫山的繁星绕着我
们前行。我想象着把它们都收藏到铝盒
里，一铝盒的莹莹蓝光，会有瞬美目以流
眄的恍惚。

那个夜晚，一个铝盒盛着锈色本
《山海经》，开启了一个少女关于文学
的第一次哲学思考。我开始默默地写
作，为节约纸张，很多文字写在用过的
作业本上。那一年的暮秋，我的第一
次投稿得到了杂志编辑的回复，稿件
被录用了，还得了五元钱的稿费。这
笔稿费单被我悄悄藏在一本厚厚的杂
志书页中，书页上似乎是一篇写战地
爱情的文章，名为《摘星恋》。家里的
书堆垒得过高，母亲便把它们都收进
了一个壶状的藤编筐里，连同后来被
磕得通体棱角的铝盒。

后来离家去城里读中学，我特意跟
母亲提出要带走这个铝盒。我记得那五
元的稿费当年是拿出来放了铝盒里的，
但后来一直也没找着。我自小闲静少
言，便也没和任何人分享过这个秘密。
但那一年中秋夜里的云和圆月跟年少时
的一些心事，都藏在了这个铝盒里。

回想我的整个中学时代，好像也都
浓缩在了这个铝盒里。墙上挂着的日
历，被我一张一张地撕下去，一年一年地
往复，好像永无尽头的单程列车。而十
岁那年的中秋夜，竟做了我写作人生的
开场白。

八年之后的另一个中秋夜，我在
船上，要过海去往江西读大学。当时
的学校和专业都不是我喜欢的，在船
上时，心情极郁闷，头也晕得发慌。因
为第一次出远门，二哥特意向单位请
了假送我。

夜里大家不睡，都跑到甲板上看海
上升明月。和我们一起赏月的一位中年
男子，他胸前挂着一部相机，给周围的人
都拍了照，并留了大家的地址，待照片洗
好后给大家寄去。能在中秋节于同一艘
船上相遇，大家都说是百年修来的缘分，
也可谓为“天涯共此时”，能留个纪念总
是好的。

我留了学校的地址。虽然直到大学
毕业也没收到这个中秋夜的照片，但海
上升起的圆月我是真切地存在了心底，
那一晚，我的心境大抵与张九龄是有一
点相类的。

再后来，我更多想起的，是那年在陶
渊明故居过的中秋。

还是学生时代，我们的面孔都青
涩。到九江后，买了一张地图。寻到历
史上的浔阳郡西南的星子县，即陶渊明
诗中的“桃花源”时，已近黄昏。往里行
走，山坳狭长，山势平缓，路旁是一池一
池的豆苗草蔬，兴许是比当年陶潜自己
打理的要繁茂些。房舍灰而渐白，有一
种苍茫的寥廓。

陶园静谧。两级台阶沿一四角亭穿
亭而过，亭柱上有楹联：云无心以出岫，
鸟倦飞而知还。我们在亭前沉默了许
久，看远处由石头铺就的甬道，连着长
廊，往南而至“洗墨池”。再往南，石阶

牵引，尽头便是陶潜的墓，一座简陋的
素朴的坟冢。石碑旁是以石板镌刻的
陶潜的《归去来兮辞》。后人用了六十
三级台阶来祭写陶潜的六十三年尘世
人生。

那一年的清秋，有雨，淅淅沥沥的，滴
落在层叠着枯叶的台阶上。我想起陶潜
的《停云》诗“蔼蔼停云，濛濛时雨”。虽然
陶潜写的这雨是春雨，但这朦胧的境界与
我们那天在他故居里遭遇的似乎并无二
致。我们特意去学校门口的饭馆买了二
两酒，我一直记得他的诗“有酒有酒，闲饮
东窗”。时日愈久，读过的这些诗的情节
似乎会更为具象化，与陶潜之间因为时空
生就的疏离感渐渐地便消失了。尤其那
天就在他的故居里读了《停云》全诗，对于
他著写此诗时的情绪便也有了更为深入
的认知。这场春雨最初给他带来了温馨，
但随之牵起的记忆和联想却是田园外的
离乱。因为他内心里其实是一个富有社
会责任感的人。一场春雨让他暂时地隔
绝了与世界的联系，然而，盘踞于他心头
的仕与隐一直在他的内心里剧烈交战。
他时而感伤时而诙谐：“人亦有言，日月于
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

这首诗的最后，陶潜语调变得高亢，
以鸟声相和之象起兴，并在情调最为激
烈的时候结束。这给我的阅读带来更多
与作者相契的时机，并因此生出与之晤
言的切望。

因为一场秋雨，我们在陶潜故居一
直待到了天黑。我默默感受时光的流
逝，仿佛看得见陶潜一个人在柴桑城的
东郊外行走，在空濛的雨中，他与古代的
哲人和悠远的历史发生了感应。

这个中秋，因为陶潜与一场雨，它几
乎成为我之后这么多年所有关于这个节
日的记忆底色。归隐后的陶潜并不常和
宾客往来，他将自己的身心全部融化在
自然之中，然后通过他的诗打开一个个

思想的窗口。他好酒，说“人亦有言，称
心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大概在酒
中他体验到真正的自由，因而，但凡见了
酒，纵使和主人不认识，也可至醉而归。
若是坐于他家院中喝酒，他先就对客人
说：“醉欲眠，卿可去。”这样一种真性情，
怕是世间再无二人了。

他有一张无弦琴。关于无弦琴的故
事，《宋书》的陶渊明传里如是描述：潜不
解音声，而蓄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
辄抚弄以寄其意。

《宋书》里的这段文字给陶潜定了
谳。这其实算得是一桩千古冤案，因
为陶潜自己在《与子俨等疏》有句“弱
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后来的《自祭
文》中，说及生活日常，亦称“欣以素
牍，和以七弦。”归田之后，他常说“悦
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

陶潜的人生哲学，我是在那年中秋
拜访他故居时才恍然明了的，在他居室
里倚着南窗的桌面上，一块玻璃压着他
的一句诗“形迹凭化柱，灵府长独闲。”生
命于迁化中所经历的顺逆穷通之境，没
人可以左右，唯有灵府是我们可以自己
主宰的。

那个中秋的黄昏，我在陶潜故居层
叠着落叶的甬道上作了很多思考。他说
的“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大概从那
时起进入了我的灵府，生命中总有一块
领地是悠闲且自由的。

我始终觉得这悠长的历史中，陶潜
算是完美的。他没有太高的成就，除了
一部薄薄的诗集和几篇散文，但他的生
活一直是感性的，他一直就像是画中的
人物，把浪漫主义与道家的闲散悠然揉
和成一体。他的诗如同他的生活一般简
朴清新，就像是田埂上的青秸草。他是
个智慧的老人。他的智慧不牵扯尘俗，
他是在宽容的嘲弄中完成的，他使用他
的智慧就像是他荷锄饮酒一样的自然轻
松，毫不费力。

他是接近于终极美的一种人物。他
生于第四世纪的末叶，是一位著名学者
和官吏的曾孙。他一生抱朴含真，一句

“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他便
得了彭泽令；叹过“吾不能为五斗米折
腰”后，他辞了职，写了《归去来兮辞》的
名赋。晨里黄昏，他“怀良辰以孤往，或
植杖而耘籽”。修剪伸过庭院的树枝，用
头上的葛巾来漉酒，此等尘间俗事，他一
沾身，却似是田间弦歌，任是鸟儿掠过，
也稍作停留，以和弦意。

想起他入白莲社前“攒眉而去”的坏
坏一笑，便觉这样的智慧已若浑熟。

“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
人心共赏时。”农历八月十五
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中秋佳节，
中秋因恰值三秋之半而得名，
又叫团圆节或月夕、仲秋节、
八月节等，我国自古就有祭月
和赏月的习俗。

月饼，古代中秋祭拜月神
的供品，沿传下来，便形成了
中秋吃月饼的习俗。

传说，早在殷、周时期就
有月饼的雏形——“太师
饼”，此饼边缘薄中心厚，是
没有馅料的。汉代时期，张
骞出使西域时，将芝麻、胡
桃引进中国，并作为月饼的
馅 料 包 进 月 饼 ，名曰“ 胡
饼”。

《洛中见闻》曾记载：中秋
节新科进士曲江宴时，唐僖宗
令人送月饼赏赐进士，有一年
中秋之夜，唐玄宗和杨贵妃赏
月吃胡饼时，唐玄宗嫌“胡饼”
名字不好听，杨贵妃仰望皎洁
的明月，脱口而出“月饼”，从
此月饼才和中秋节完美地“结

合”。
真正有月饼的记录是在

南宋吴自牧《梦梁录》中，和菊
花饼、梅花饼等同在，且“四时
皆有，任便索换，不误主顾”，
可见，当时还不是只在中秋
吃。到了北宋，在苏东坡的诗
句中有“小饼如嚼月，中有酥
和怡”，提到了月饼的名称和
月饼的做法。

宋代的文学家周密，在记
叙南宋都城临安见闻的《武林
旧事》中首次提到“月饼”之名
称。到了明代，中秋吃月饼才
在民间逐渐流传。当时心灵
手巧的饼师，把嫦娥奔月的神
话故事，作为食品艺术图案印
在月饼上，使月饼成为更受人
们喜爱的中秋食品。

到了明代，有大量关于月
饼的记载，如《帝京景物略》中
写道“八月十五祭月，其祭果
饼必圆”“月饼月果，戚属馈相
报，饼有径二尺者”。此时的
月饼，从做法、形状、寓意上来
讲，都跟现代差不多了。

清代，中秋吃月饼已成
为一种风俗。清人袁枚《随
园食单》介绍道：“酥皮月
饼，以松仁、核桃仁、瓜子仁
和冰糖、猪油作馅，食之不
觉甜而香松柔腻，迥异寻
常”。而且制作越来越精
细。

苏东坡绝句“但愿人长
久，千里共婵娟”，道出了人们
中秋盼团圆的愿望。中秋之
夜，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吃着
圆圆的月饼，望着圆圆的月
亮，想来就很幸福。中秋节吃
月饼，是一种味道，更是一种
情怀，也是一种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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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扬帆》（油画） 陈德雄 作

春风着意风甄物，
夏雨含情雨诲人。
晨诵暮弦持学路，
秋收冬贮赋耕莘

◎夏壁
古村夹巷闲居处，
乌漆斑斓石上花。
暑热荔红飞凤蝶，
张枝易枝突杈桠。

临水的脚印，越踩越深
■ 金步摇

等在沣河岸边
唯一的约会
用圆月弯刀
割清清河边草
喂那只不安分的兔子

夜清淡，河流和芦苇，都还醒着
中秋佳节，是个期限
满月即将清点归客
衣衫飘飘
去或者留 答案未出
遥对适合抒情
这么近，只能去水里寻
合拢又散开的影

拜过月神，滑落的泪
都挂在了金桂上
那么卑微，那么娇艳
推着月轮
往水深处走
漫过银河，漫过长天
铺天盖地
漫过，长长久久的期待

月容比人面，更清朗
仿佛从来都不曾有过缺憾
仿佛她的银辉
从来不曾轻笼过
某个熟悉而陌生的，名字

临水的脚印，越踩越深
却被浪花一次又一次
抹平
请问明月几时
请问良宵几度
请问，你款款托出的月饼
是甜，还是咸

尝一尝十五的滋味
与沣河的清波，对酒
午夜过后
将那个期限
容许得更长，更长

雨人（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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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朗星稀，明澈的月光如水般挥洒
在天际。

那一年中秋时节，我们自驾行走在
青藏高原上。中秋的高原，早已是五彩
斑斓，仿佛打翻了的油彩，层林尽染，到
处是油亮亮的色彩。在格尔木看罢千年
不倒的胡杨林，我们向着拉萨驶入。

中秋那一天，我们正好到达沱沱
河。蜿蜒的青藏线，一路都是雪山相伴，
也有整齐的军车，如长龙般执着前行。
夕阳西下时，我们到达了沱沱河，这里是
三江的源头。站在这里，沐着夕阳，你可
以看得到三江之源，它们如同人的血脉，
在夕阳中泛着微光，那种浩瀚壮阔之美，
非语言能表达。

我们到达沱沱河，在朋友的帮助下，
入住了沱沱河兵站。这是青藏线上诸多
兵站的一个。我们从车里下来，早已被
高反折磨得“七荤八素”，只感觉天旋地
转。整齐的军营里，年轻的战士们还在
操场上打篮球，个个生龙活虎。而那个
指导员，则微笑着来和我们攀谈。他乐
呵呵地说：“你们来得正巧，今天是中秋
节，晚上我们有晚会呢，一起参加吧。”

高原上的中秋晚会，又恰在军营，我
好奇极了。晚上，我坐在战士的队伍里，
忍着头痛，去参加晚会。及至坐定，才看
到那些年青的小战士嘴唇都有些发紫，

这是长年在高原的反应。而接待我们的
那个指导员，旁边的战士告诉我他才三
十多岁，可是我看他头发都有些白了，足
足有四十多岁的样子。

晚会开始了，气氛非常热烈。主持
人就是接待我们的指导员，一出口就妙
语连珠。此时，高原的月亮格外大，格外
美，已经悄悄地从天际爬上来。我们沐
着月光，开始了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歌
配舞《红旗飘飘》。特别喜欢听这首歌，
五星红旗，是我们心中永远的骄傲。此
时，在高原的军队里听起来，似乎有了不
同的意义。每个战士都随着曲调大声地
唱着，充满了力量。

年年中秋，又是思乡季。一位年轻
的战士唱了一首《望乡》。那曲调优美，

久久不散。每个人在月光中，都陷入了
思乡中。这些可爱的战士，他们来自天
南海北，此时，他们的心都随着歌声，飞
到了遥远的家乡。那里有父亲劳碌的背
影，也有母亲细细的叮咛。

印象深刻的节目是一个情景剧，讲
述的一位军嫂来高原探亲的故事。剧中
的嫂子从祖国的东部千里万里而来，只
为了看上爱人一眼。相聚对于他们来
说，总是那么不容易。而很多时候，因为
突然的任务，即使相聚不远，也难以相
见。让人看了，不禁动容。

天上的月亮越来越高，战士们吃着
月饼，笑脸盈盈。其实，你根本无法想
象，这些勇敢的高原汽车兵，是如何克服
重重困难，翻越唐古拉，经过藏北草原，
行驶在高原天路上，将物资源源不断运
往拉萨。每当战士退伍时，他们面对着
莽莽高原，抚摸着自己开过的车，依然会
涕泪长流。多少人永远地留在了这片高
原，这高原融入了战士们多少情，多少
爱，多少梦想和青春的回忆呵。

青春不可重来。我悄悄地问身边的
一个小战士：“来高原，你后悔吗？”战士
帅气地笑笑，说：“不，因为高原有我的
爱，我的梦想。”

那年中秋上高原，领略着高原之美
以及强烈的心灵震撼……

那夜，月正明。夜，是中
秋夜；月，是中秋月。

家人，俱已进屋休息，我
一个人，站在庭院中徘徊，兀
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庭院很静，静得如昨夜
午夜，那个甜美的梦。清凉
的空气，在小院中流淌，淌过
肌肤，留下一份沁凉的抚
慰。篱笆上的扁豆花，散发
出一种青涩的甜香；角落里，
蟋蟀在唧唧唧地叫着，声音
急促、伤感，彰显出一份扰人
的生命紧迫感。

其实，草虫鸣秋，四季物
语，本不该伤感什么的。伤
感，自是人之多情，又干虫何
事？可是，人，偏就会触物生
情，偏就会触景生情，所以，这
就是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
在于人太过多情，因多情而
爱，也因多情而恨，爱爱恨恨，
复杂了情感，也丰富了人类，
丰满了世界，使这个世界摇曳
多姿，异彩纷呈。

静，庭院静，我心，亦静。
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我

不想多虑，更不会妄思。我只
想享受这个中秋月夜的宁静，
在宁静中，以一份简单的遐
想，抚慰我的疲劳，也许还有
那颗略显浮躁的心。

月亮已然升高，升至半空
之中。月很圆，月光很白。

举首望去，宛若银盘。只
是，那“银盘”，是物象的银盘，
也是时间的银盘、情感的银
盘，乃至寄托的银盘。此时，
该有多少人，在望着这团银月
啊？

望了几千年，无数人，曾
经望过，曾经望着。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
乡”，多么直白、简练的诗句
啊，却道出了游子共同的心声
和情感向往。所以，毛姆说：

“最简单的，也许就是最不简
单的。”最深刻的道理，最复杂
的情感，常常，就出现在最简
单的表达之中。

简单，才是一种最完美的
过程和结果。

庭院中，有一棵“百日
红”，花红似火，一串串地开
着。月光之下，那花，依旧
红。只是红得不再如白日那
般靓丽、明灿；月下的百日红，
呈现出一种柔软的阴性之美，
她静如处子，柔如流水，千万
般的娇娆，此时，都凝聚成一
份“娴静”，端端的，在这个中
秋之夜，芬芳着自己。

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
白日里，更多的人，也许只看
到你容光焕发的一面，看到你
光彩灿烂的一面，却不知，退
却白日，进入晚间自己的私密
空间，你也只是你，并且还是
一个很简单的你：泡一杯茶，
与家人聊聊天，或者台灯下，
静静地翻几页书，又或者，干
脆躺在床上，闭目闲思，想一
点自己的心事儿。这个时候
的你，不再锋芒锐利，不再意
气昂扬，不再装腔作势，这个
时候的你，就是月夜下的那串

“百日红”，低首敛眉，静静地
做回“自我”，在“自我”的心
中，生命低调地芬芳、灿烂。

顺着月光，我望向庭院篱
笆。

篱笆上爬满藤蔓类植物，
诸如：扁豆、丝瓜、葫芦等。中
秋时节，多数叶片依旧绿着，
一些花朵，还串串开着，只是
略显瘦弱罢了。此时，月光照
在篱笆上，藤蔓植物的叶片上
溢着湿润润的光，我知道，露
水已经落下了。

忽然，就想到了《诗经·郑
风·野有蔓草》中的诗句：“野
有蔓草，零露瀼瀼。”觉得那

“瀼瀼”二字，用的真正是好：
清露垂垂，有湿度，亦有温度。

古人的好，就在这儿，极
大程度地贴近自然，感受自
然，然后表达自然。故而，每
有表达，便就切中肯綮，不仅
能表现物象之特征，还能传达
表达者一份美好之心情。“野
有蔓草，零露瀼瀼”，赤脚行走
在沾满露水的蔓草上，牵牵连
连的，全是“有美一人，清扬婉
兮”的一往情深。

今晚，月很圆，月光很
白。我在月下行走，汗漫地想
着：想着自己的心事，想着远
方的人，想着曾经的事情、事
物……在时间里，实现短暂的
永恒。

举首望天，天空很蓝，月
亮很大。

哎，不想了。回屋倚床，
在这个中秋之夜，看“纸窗圆
月上”的景象——相信，当有
另一番美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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