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8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岳嵬 主编：陈耿 美编：许丽 检校：叶健升 原中倩A12 文化周刊

北岸凤阁学堂
“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

清朝末年的凤阁高等小学堂（简
称凤阁学堂），是100多年前定安县石
壁乡（今琼海市石壁镇）的第一间学
堂。当年声名显赫的凤阁学堂业已寂
然无声，城市化重新配置资源，教育中
心已向镇区转移，不过学堂旧址上取
而代之的是凤阁小学。

凤阁学堂的创办者是晚清的贡生
姚大千，他曾任广州府合浦县儒学训
导，其时正处光绪年间的社会大变革
时期，朝廷即将废除科举考试，新的学
制即将诞生。姚大千有志革新，在朝
廷宣布废除旧学制的前两年，就回家
乡谋划创办新式学堂，以开风气之先。

这件事在《姚氏族谱》上有一行文
字记载：“清廷实行变法，行将停考，乃
邀诸同志创办公立凤阁高等小学堂，
为琼崖各学堂之先。”姚大千邀请文
场村的王棋，选址凤阁坡创办学堂，学
校于光绪癸卯年（1903年）筹备，历经

三年风风雨雨，终于顺利落成。
当年的凤阁学堂建设规模不小，

计有讲堂一间，教室四间，教师宿舍四
间，学生宿舍十二间，办公室和会客厅
各一间，伙房一间，应有尽有。校门顶
端悬挂定安知县王寿民题写的“凤阁
高等小学堂”匾额。

光绪丙午年（1906 年），学堂开
学，王寿民到场演讲，社会各界人士蜂
拥而至，盛况空前。次年，该校兼设初
级简易科师范馆，吸引定安、琼东、乐
会等地学子负笈前来，成为一时盛
事。如今，凤阁小学已划归琼海市万
泉镇文台村，但那些年的盛典仍在民
间盛传。

流传得最广、使人难以忘怀的，是
凤阁学堂的中秋节诗词朗诵晚会，将
佳节庆典与传统文化传播相互结合，
让全校师生朗诵中秋节的古诗词，使
莘莘学子沉浸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教
育之中，表演者与观赏者都受到教
育。凤阁学堂的中秋诗会，虽然历时
久远，民间记忆犹新，口口相传不绝。

诗会开始，扮演李白的教师登台

打开场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
盘”；接着，有学子扮演的白居易，抒
发望月思乡的真情感慨：“西北望乡
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瞬间，扮
演苏轼的教师粉墨登台，朗声问天：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
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还有张九龄的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刘禹锡
的“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

明月当空，喜气融融，一场晚会，
欢声雷动，夜阑人散，意犹未尽。凤阁
学堂那些年每一个中秋节之夜的诗会
景况，在十里八乡不胫而走，流传至
今。

南岸蒙养学堂
“我与春风皆过客，你携秋水揽星河”

而在万泉河南岸的蒙养村，重大
传统节日，历史上的庆祝活动丰富多
彩，元宵花灯和中秋猜谜等民间活动，
总能吸引十里八乡的民众慕名而来，
欢声载道。再后来，蒙养学堂受北岸
凤阁学堂影响，也办起了中秋诗词朗

诵晚会。
蒙养村原先也属定安县石壁乡，

如今划归琼海市龙江镇管辖。清末民
初之时，各地兴办新学的风气如雨后
春笋。蒙养村的士绅程启镇便自筹经
费，在村前加爵坡程氏宗祠创办学堂，
接受程氏和邻村外姓子弟免费入学读
书，亲自执教。

族谱称程启镇是著名理学家程
颐的后裔，他秉承家训，立志启蒙，遂
取《易经》蒙卦，将学堂命名为“蒙
养”，意为“启蒙养正”，即“蒙以养正，
圣功也”。“蒙养”后来还成为了村名。

后来，由于办学富有成效，影响渐
大，清朝灭亡后，官方将学堂改名为加
爵坡高等小学堂（俗称蒙养学堂）。为
此，程启镇又自费购置田亩，作为学田
将其出租，收取田租，以维持办学的各
项经费开支，就想将这所学校一直办
下去。

这是万泉河畔一所著名的学堂，
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人数不多的
蒙养村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教师
村。

无独有偶，蒙养学堂当年受万泉
河北岸凤阁学堂的影响，也举办过中
秋诗词朗诵晚会，由学生扮演古代诗
人登台表演。

根据民间传讲，蒙养学堂的中秋
诗会，一般也是从李白把酒问月开始：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此后，会有扮演温庭筠的学子感叹“山
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然
后有扮演唐珙（字温如，元末明初诗
人）的学子，吟咏“我与春风皆过客，你
携秋水揽星河”……

或许，当年的学子并未完全理解
诗词的深刻意蕴，但是没关系，中秋
晚会本来就是娱乐活动，历史把他们
的欢笑留了下来。百年之后，依然有
人记得当年情景，这就很有文化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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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对月吟风雅

万泉河畔旧学堂

中秋到，月饼香。每个地方都有当地
特色月饼，它们的制作工艺、馅料配比，决
定了每一处风土的月饼风味，海南岛的月
饼——“琼式月饼”，也不例外，且以其低
糖、低脂、饼皮酥松软等特点，深受岛内外
美食爱好者的追捧。

对于在海口城区长大的市民而言，
那些老字号月饼恐怕是最难抹去的味蕾
记忆，传统的做法、不变的味道，使得椰
城的月饼长期居于全岛之首。2008年，

“琼式月饼”的地方标准诞生后，生产操
作有了规范；2009 年，月饼国家标准重
新划分为 9类，衍生于海口的琼式月饼
得以与广式、京式、苏式、晋式、潮式、滇
式、台式、哈式齐名。

2017年，“琼式月饼”成为海南省第五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据了解，琼式月饼是苏式月饼（苏州）
与广式月饼（广东）相结合的产物，它既有
广式月饼糖浆皮“软”的特点，也有苏式月
饼油酥心“酥”的特色，形成一个新的月饼
流派，民间有“拿不腻手，吃不甜喉”之说。

“经过几百年的不断传承与改进，琼
式月饼逐渐形成‘酥’‘松’‘软’的特色，层
次分明、厚薄适中，而且低糖低脂，符合健
康的饮食理念。”琼式月饼制作技艺传承
人、国家注册烹饪大师符志仁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时说，“琼式月饼的种类有酥
皮五仁、酥皮蛋黄莲蓉、酥皮蛋黄椰皇、酥
皮豆蓉、酥皮水果月饼、酥皮水晶月饼等，

‘酥皮’是其最大特征。”
在海南省烹饪协会创会会长林俊春

的记忆中，旧时海口饼家生产月饼要提
前一两个月备料，把西瓜籽分派给周边
居民代为剥壳取仁，于是乎，小街小巷各
家门口前有摆小凳子当台面的，搁上一
把瓜子，左手一粒粒地抓起，右手拿小锤
子敲开，将瓜子仁剥出，返还厂家过秤，
换取每斤一两角钱的加工费；临近节期
生产高峰，厂家还会招一些邻居当临时
工，抓馅、包皮、打模，通宵达旦地赶制月
饼应市……

那么，海南各地的月饼之间有什么
区别？对于这个问题，琼式月饼制作技
艺传承人符志仁说，就外观方面基本上
都是一样的，但是在用料、技艺、口感上，
会有一些区别。据他介绍，传统的琼式
月饼，皮与馅的比例一般为2：3，皮用低
筋面粉辅以猪板油（用猪肋旁肥肉炼的
大油）搅拌制作，馅以莲蓉、豆蓉、五仁为
主……

基本上，尽管海南的月饼制作者不一
定都按“琼式月饼”的行业标准来生产，但
都按照各自的传承和传统来制作，包括选
料、配比、压模等等。

海南月饼对传统的持守，还体现在“月
饼是买来吃的，不是讲排场的”这一淳朴的
观念上，因此，那一个个“老字号”，从来都
不会追求奢华的外包装，做饼人不懂得炒
作，也不会恶意拉高月饼售价，只会做老百
姓吃得起的中秋月饼。

琼式月饼
酥松软
■ 本报记者 陈耿

■ 蒙乐生

旧时过中
秋，海南岛多地
民间演戏贺节，
往往在观众席
前排设有专座，
专等教师入座，
赏月吃饼，观赏
琼剧，共庆佳
节，岛民尊师重
教的淳朴风气
和优良传统，由
此可见一斑，尽
管当年还没有
教师节。

年月久远，
故人不再。又
到中秋节，且逢
教师节，坊间又
有人说起了万
泉河南北两岸
两座旧学堂的
往事，以及旧时
中秋节学堂里
吟诵古诗词的
故事。

中秋节的起源、演变和风俗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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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始于祭月传统

通常认为，中秋节起源于古代的
祭月传统。在古人看来，太阳和月亮
的运行对季节变化及农业生产有着重
要作用。因此，祭拜日月就成了非常
重要的祭祀活动。《礼记》中就记载“天
子春朝日，秋夕月”，“夕月”即祭拜月
亮，说明先秦时代的帝王已经开始祭
月、拜月。

此外，中秋节的起源也与农业生
产有关。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庄稼成
熟谓之秋”，农民为了庆祝丰收、表达
喜悦的心情，“秋分祭月”也逐渐演变
成传统的中秋节。此外，皎洁的圆月
本就是中秋一大美景，皇家贵族、文人
雅士的赏月之风也由此兴起，并逐步
传到了民间。

唐代，中秋节开始成为一个固定
的节日。在长安，中秋赏月盛行一时，
很多诗人都留下了咏月的诗句。北宋
后，八月十五被正式定为“中秋节”。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当时
的盛况：“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
争占酒楼玩月……弦重鼎沸，近内延
居民，深夜逢闻笙芋之声，宛如云外。
间里儿童，连宵婚戏；夜市骈阗，至于
通晓。”

明清时期，中秋节的地位更加重
要，成为与端午、年节并重的“三大节”
之一。此时，中秋的节日气氛也更加
浓厚，如陆启泓在《北京岁华记》中记
载：“中秋夜，人家各置月宫符象，符上
兔如人立；陈瓜果于庭，饼面绘月宫蟾
兔；男女肃拜烧香，旦而焚之。”

此外，时人以月亮和月饼之圆比
拟家人之团圆，中秋也成为家庭团聚
的节日。明朝田汝成在《西湖游览记》
中说：“八月十五谓之中秋，民间以月
饼相馈，取团圆之意。”《帝京景物略》
也称：“（八月十五）有妇归宁者，是日
必返夫家，曰团圆节也。”中秋佳节之
日，月圆饼也圆，合家分吃，家人团聚，
可谓其乐也融融。

月饼的变迁

曾有人说，隋末唐军起义时，裴寂
以圆饼为军粮，由此产生了月饼。此
外，唐僖宗在曲江宴上令御膳房用红
绫将饼赏赐给新科进士，也有人认为
这是中秋月饼的起源。

饼是中国古代的常见食品，不过
月饼和一般饼显然不同，它是古人在
中秋祭拜月神的供品，并且和中秋节
一样有着不同的变迁。北宋时期，皇
家吃的月饼被称为“宫饼”，民间则称

之为“小饼”“月团”。苏东坡曾写诗：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由此可
知，宋朝时的月饼已经开始用酥油和
糖作馅了。

明朝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更
加普遍。如沈榜《宛署杂记》中的记
载：“士庶家俱以是月造面饼相遗，大
小不等，呼为月饼。”《帝京景物略》也
记载：“八月十五祭月，其祭果饼必圆
……撤所供，散之家人必遍。月饼月
果，戚属馈相报，饼有径二尺者。”

到了清朝，月饼的品种越来越多，
制作也越来越精细。如袁枚在《随园
食单》中对苏式月饼的记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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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月饼制作大多融入了当
地的饮食习俗，其他如广式、京式、晋
式、潮式、滇式等月饼，也同样盛行于
各地并被人们所喜爱。

各地中秋习俗

中秋之夜，除了祭月、赏月、吃月
饼外，各地也有着不同的习俗。有些
地方，中秋时可以赏桂花、饮桂花酒；
有些地方，中秋会举行猜灯谜活动；在
浙江一带，观潮是中秋的一大盛事；在
广东，则有扎灯笼“树中秋”的习俗（又

名“竖中秋”），等到中秋晚上，满城灯
火不啻琉璃世界。

在南方一些地区，中秋节还有点
“宝塔灯”的习俗。所谓“宝塔灯”，
就是由村童村民捡拾瓦砾搭成宝
塔，塔中供奉地藏王，中秋夜在四周
燃灯，谓之“塔灯”。此外，在江西还
有中秋“烧宝塔”的习俗，如清代《吉
安府志》中就有“中秋玩月，儿童烧
塔为乐”的记载。对此习俗，《中华
全国风俗志》更有详细描述：“（孩
童）于野外拾瓦片，堆成一圆塔形，
有多孔。黄昏时于明月下置木柴塔
中烧之。俟瓦片烧红，再泼以煤油，
火上加油，霎时四野火红，照耀如
昼。直至夜深，无人观看，始行泼
息，是名烧瓦子灯。”

据传，烧宝塔的习俗源于元末，当
时义军以烧宝塔为举义信号。也有人
认为，“中秋烧宝塔”是为了纪念南宋
末年的宰相文天祥，因为后者是江西
庐陵人（今吉安），在南宋灭亡前，他曾
率军抵抗元军。据说，为了帮助南宋
军队抗击元军，江西百姓在渡口砌起
宝塔，为其渡江照明。文天祥被俘身
亡后，江西百姓在中秋烧宝塔，以此祭
奠这位英勇不屈的文宰相。后来，随
着江西人的四处迁徙，这一习俗也播
撒到各地。

■ 金满楼

一轮圆月
挂天边。一转
眼，又到了一年
一度的中秋佳
节。或许有人
会问，古代人也
过中秋、吃月饼
吗？中秋节是
何时形成的？
中秋节又有哪
些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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