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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保健

月饼尽管是应节的食品， 但不
是人人适宜， 也不能够多吃， 否则
很容易“病从口入”， 引爆健康“炸
弹”。 月饼怎么吃才不会影响健康?�
� � � � 一、 先吃咸后吃甜。 如有甜、
咸两种月饼， 应按先咸后甜的顺序
来品尝， 否则就吃不出味道来。 如
果备有甜、 咸、 鲜三种月饼， 就应
先吃鲜味， 后吃咸味和甜味。 如果
有甜、 咸、 鲜、 辣四种月饼， 应先
吃鲜味， 后吃咸味， 再吃甜味， 最
后吃辣味。

二、 边吃月饼边饮茶， 一则止
渴、 解滑腻、 助消化;二则可爽口增
味， 助兴添趣。 当然喜欢饮酒的人，
吃月饼时以酒代茶， 别有一番风
味。

三、 饼含有较多油脂与蔗糖，
过量食用易致胃满、 腹胀， 引起消
化不良、 食欲减退、 血糖升高。 适
量而止， 宁愿吃少， 切忌吃多。 尤
其是老人、 儿童或肠胃功能较弱者，
吃时更要注意， 一定要适量。

四、 月饼含脂肪较多， 一旦存
放过久， 容易变质。 而且新鲜月饼
圆正饱满， 感观好， 鲜味浓， 味美
可口。 旧月饼里的油脂已氧化酸败，

失去原有风味， 因此吃月饼务必要吃鲜不吃旧。
五、 早上中午是吃月饼的好时机， 晚上要少吃或不

吃， 特别老人晚上吃月饼有可能造成血液凝固、 形成血
栓。 月饼富含糖和脂肪， 一些患有高血压、 高血脂、 冠心
病、 肝硬化、 胆囊炎(胆结石)、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
的患者不宜吃月饼。

六、 吃月饼宜细嚼慢咽， 切莫“囫囵吞枣”。 不妨将
月饼切成若干小块， 细嚼慢咽， 这样才能品出月饼的美
味， 同时也有助于消化。

秋夜团圆饭最好吃得清
淡些， 在品尝月饼时， 可搭
配一壶淡茶， 最好喝点醋酸
饮料或酸性饮品帮助消化，
也可去油腻。 汽水、 可乐等
碳酸饮料中又含有大量热量
和糖分， 这些饮料不是中秋
品月的合理搭配。

□

小
凡

月
饼
怎
么
吃
最
健
康

２０13年9月17日 星期二16

侗乡 “偷月亮菜”。 相传古时
候， 中秋晚上， 月宫里的仙女要
降临下界， 她们把甘露洒遍人间。
仙女的甘露是无私的。 因此， 人
们这一夜可以共同享受洒有甘露
的瓜果蔬菜。 侗家给这种风俗，
取名为“偷月亮菜”。 中秋之夜，
侗家姑娘打着花伞， 选取自己心
爱后生的园圃， 去采摘瓜菜， 而
不会被人看成是“偷盗”。 她们还
要有意地高声叫喊： “喂！ 你的
瓜菜被我扯走了， 你到我家去吃
油茶吧！” 原来， 她们这是借助月
宫仙女传递红线呢。 如果能摘到
一个并蒂的瓜果， 这表示她们能
有幸福的爱情。 因此， 成双生长
的豆角便成了她们采摘的对象。
妇人们这夜也同样到别家园圃里
去“偷月亮菜”， 不过， 她们希望
能采到一个最肥的瓜或一把活鲜
青翠的毛豆， 因为， 这象征着小
孩的肥壮， 毛头的健康 （毛豆的
谐音， 指小孩）。 “偷月亮菜” 让
侗寨的中秋之夜， 增添了无限欢
乐和神奇异彩。

苗族 “跳月 ” 。 每到中秋之
夜， 明亮亮的月光照遍了苗家山
寨， 苗族男男女女全家团聚后，
都要到山林空地上， 载歌载舞，
举行“跳月” 活动。 苗族的古老
传说： 月亮是个忠诚憨厚、 勤劳
勇敢的青年， 有个年轻美丽的水
清姑娘， 她拒绝了来自九十九州
九十九个向她求婚的小伙子， 深
深爱上了月亮。 她经历了太阳制
造的种种磨难， 终于和月亮幸福
地结合一起。 苗族父老为表达对
他们幸福爱情的怀念， 世世代代
都要在中秋之夜， 沐浴着月亮的
光辉， 跳起苗家歌舞， 并把这一
风俗称为“跳月”。 青年男女在
“跳月” 中， 相互寻找心上人，
倾吐爱慕之情。

长沙城里的月饼 。 在那个带
有浓厚的农业味的社会里， 生产
的节奏总不会太快。 南食坊先要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对原材料进行
加工储备。 诸如果料中的五仁：
瓜仁、 麻仁、 橄仁要去壳， 桃仁、
花生仁去壳之后还要去皮； 及至
中秋要来前的一段时节， 新鲜猪
油要煎好， 火腿、 瘦肉条要切成
丁， 还有豆沙、 莲蓉、 枣泥都是
要煮好或炒制好的。 从农历七月
起， 暑热渐退之时， 月饼在长沙
就上市了， 且眼见着一天比一天
生意红火， 一直做到八月十五千
里共婵娟的时分。 在上个世纪30
年代前 ， 长沙还只有“油月”、
“麻月”、 “薄酥月” 三种应市，
以九如斋的“苏式” 和三吉斋的
“绍式” 最为有名。 月饼花色也只
有“麻仁”、 “水晶”、 “五仁”、
“干菜”、 “火腿” 等简单几种。
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 粤菜
馆南国酒家在长沙开业， 广式月
饼才在长沙大行其道、 因其皮薄
馅多， 用料独特， 尤以“莲蓉蛋
黄” 等品种， 滋润爽口， 颇受长
沙食客的青睐， 外来的“广月”
自此与“油月” 在长沙月饼市场
中秋色平分。 中秋节长沙除吃月
饼之外， 还兴吃菱角与藕， 赏月
时也佐以绿豆糕和薄荷饼。

由卢燕、 凌峰、 莫小棋、 徐
才根等主演的 《团圆》， 讲述国民
党老兵晚年回到上海探望失散数
十年的旧时恋人， 希望带她回台
湾。 他的到来非但没有惊喜， 反
而令后者现在的家庭产生剧烈震
荡 。 这个上海家庭 ， 因为一个
“台湾客人” 对团圆的向往， 变得
气氛紧张的故事。

2010年， 《团圆》 与张艺谋
《三枪拍案惊奇》 同时入围第60
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中国
第六代导演和第五代导演同场
PK， 备受关注。 而 《团圆》 则以
绝对优势上演了长江后浪推前浪
的戏码。 该片不仅是本届电影节
的开幕片， 最终还获得最佳编剧
银熊奖， 打破了该电影节开幕片
不获奖的纪录， 也是近5年来中
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最风光的
一次。

国外虽然风光， 但 《团圆》
回国后却离奇失踪， 其间导演王
全安还拍了 《白鹿原》 并上映。
如今3年后重新归来与影迷“团
圆”， 这也引人遐想。 制片人王乐
解释说： “这三年， 《团圆》 一
直在等一个合适的上映时间， 团
圆是每一个中国人在传统佳节时
的心声， 也是国人最为期盼的美

好愿望。 因此对于这部电影， 中
秋节是最理想的档期。 ”

今年电影圈百花齐放， 青春
片扎堆， 年轻导演风起云涌， 这
也引发了不少话题。 《团圆》 定
档中秋， 也宣告在中国电影市场
激流勇进中， 第六代不会缺席。
去年的9月16日， 王全安执导的
《白鹿原》 几经波折上映， 收获近
1.5亿票房， 成为最先跨入亿元俱
乐部的第六代导演。 一年之后，
《团圆》 上映， 王全安喜出望外：
“《团圆》 在中秋上映， 当制片人
告诉我这个消息时， 我和我的伙
伴们都惊呆了 ， 觉得这就是天
意。 ”

这三年， 中国电影市场发生
很多变化， 李安的 《少年派的奇
幻漂流》、 《北京遇见西雅图》 等
具有口碑效应的电影票房爆发式
增长， 证明市场对优质电影的需
求。 《团圆》 讲的是品质， 能够
获得柏林电影节的最佳编剧银熊
奖， 证明这样一个故事足以打动
人心。 制片人王乐说： “好比中
秋节吃月饼，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
欢的馅儿， 《团圆》 这块月饼的
馅儿会很特别， 对于真正喜欢艺
术片的观众来说， 会有一种久违
的感觉。 ”

《团圆》失踪3年中秋相见
□常瑞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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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名

湖湘中秋节习俗

9月19日就是中秋节， 如
果天气好的话， 一年一度的中
秋圆月将现身天宇。 中秋赏月
是老传统， 而在湘江边赏月，
更会有一番味道。 天文专家
说， 继前年、 去年“十五的月
亮十五圆” 之后， 今年的“中
秋月” 依然是“十五的月亮十
五圆”， 最圆时刻出现在中秋

节当天19时12分， 正好是吃完
晚饭的时间， 大家不要错过。

在欣赏完中秋圆月之后，
太阳系中两颗最值得观赏的大
行星金星和土星将在9月20日
上演“星星相吸” 的天文好
戏。 届时， 如果天气晴好， 可
以欣赏和拍摄到双星近距离争
俏天宇的美丽画面。 当日， 在

日落后的西方低空中， 明亮的
金星熠熠生辉， 此时金星亮度
约为－4.1星等， 如在看到金星
后的一段时间内， 在其右上方
不远处就会找到土星， 其亮度
约为0.7星等。 两颗大行星如此
靠近是难得一见的， 金星明
亮， 土星迷人， 双星争辉， 闪
耀夜空。

今年中秋何时月最圆
天文地理

湘江·休闲

月到中秋文人骚客

快到中秋了， 仰
起头， 想起月亮来。

古人写望月生情
的诗， 流传最广， 最
朗朗上口易记易诵，
当属李白的 《静夜
思》。 五言绝句， 短
短二十个方块汉字，

把游子思乡的意绪表达得最为淋
漓真切， 只要是华人， 不管他在
世界任一角落， 谁不会吟诵“举
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那样一
种皎洁的情感， 穿透几千年时光，
如月光一样流到你心头， 焉能不
撼动？

李白存世的诗有千余首， 有人
统计过， 其中有327首就写到了月
亮， 除了这首 《静夜思》， 另有一
首 《关山月》 我亦是特别喜欢， 起
首一句： “明月出天山， 苍茫云海
间”， 气势磅礴， 令人为之一振。
但写月仍是为了写情， 因为“由来
征战地， 不见有人还”。 所以李白
在最后两句里写的是： “高楼当此
夜， 叹息应未闲”。 戍边的人， 望
到明月而渴念和平， 渴念家园， 油
然生出的是让后人也叹息的叹息。

从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 《诗
经》 里的“月出皎兮， 佼人僚兮”
始， 多少诗人望月兴叹， 写出了

让人想起的千古绝唱来。 杜甫的
是“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
张九龄的是“海上生明月， 天涯
共此时”， 李商隐的是“沧海月明
珠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 苏东
坡的是“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
娟”。 晏几道的是“当时明月在，
曾照彩云归” ……

有些诗人名气并不特别大，
但是一写起月华来那亦是了不得
的大气， 如我年轻时很喜欢的中
唐诗人戴叔伦的一首 《调笑令》，
其中的下阕是“山南山北雪晴，
千里万里月明。 明月， 明月， 胡
笳一声愁绝。” 让人觉得美， 亦让
人觉得愁。 王建的七绝诗 《十五
夜望月》 里更是有佳句： “今夜
月明人尽望， 不知秋思落谁家？”
亦是人同此心， 心同此情， 情到
深处， 不能自已。

月到中秋分外明， 明到抬起
头来， 在无边清辉里耍起一脉秋
思。 范仲淹道： “年年今夜， 月
华如练， 长是人千里”。 那秋思里
是千里之外的友朋亲人， 千里之
外的家国故园。 无论如何， 在中
秋之夜， 月圆之时， 我们中国人
的感情是要有一回大的喷涌， 如
同万家烟花， 腾空冲起， 耀目耀
心； 亦是我们中国人与历史上的

先贤同现世上的亲友的一次辽远
的精神大聚首、 情感大交融。 这
就是中秋在时间上同空间上的意
义， 这就是中秋月圆， 千百年来
人人皆要起秋思的所在。

我一个老友在美国， 去年中秋
时来了电子邮件， 说他从热闹的纽
约搬到了威斯康星州的一个乡下，
很美的地方， 放眼一望， 绿色一
片。 他说一切很好， 就是中秋来
了， 望到月亮， 想起故乡的人与事
来， 竟夜不成寐。 人都是有根的，
乡土的根， 文化的根， 血脉的根，
情感的根， 永生不可摆脱。 中秋月
圆， 游子便从这些“根” 上生出了
诸多的感念同幽思。

中秋的月亮， 是中国人的月
亮， 是激发出中国人最美的情怀
的月亮， 是叫普天之下的中国人
起同一种秋思与同一种夙愿的月
亮。 明月在天， 和光一片， 人在
清辉里， 慈眉善目， 胸臆旷远。
思念他人， 亦被他人思念； 祈福
他人， 亦被他人祈福。 只此一刻，
真是光明世界， 和而大同。

快到中秋了， 月亮要圆了，
我们在李白跟苏东坡举头的时候
也要举头了。 古人无数， 今人无
数， 仿佛要变成一个人了， 满眼
是月光， 满心亦是月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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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八归 2.月季 3.花好月圆 4.归有光 5.赏光 6.单人舞 7.观光 8.花好月圆
9.明月清风 10.日涨盈亏 11.当归 12.软盘 13.第二次握手 14.一节复一节 15.贾雨村
《对月寓怀》： 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栏。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1.中秋归来(打一词牌名)
� � � � 2.嫦娥下凡(打一花名)
� � � � 3.中秋菊开(打一成语)
� � � � 4.明月照我还(打一明代人名)
� � � � 5.举杯邀明月(打一礼貌用语)
� � � � 6.寂寞嫦娥舒广袖(打一舞蹈术语)
� � � � 7.华夏共赏中秋月(打一旅游用语)
� � � � 8.中秋度蜜月(打一成语)

� � � � 9.清风拂面中秋夜(打一四字常用语)
� � � � 10.一轮明月挂中天(打一四字股市术语)
� � � � 11.举头望明月(打一中药名)
� � � � 12.中秋月饼(打一电脑名词)
� � � � 13.中秋别后重团圆(打一影片名)
� � � � 14.中秋过后又重阳(打一郑板桥诗句)
� � � � 15.中秋望月(打一 《红楼梦》 诗名)

中秋灯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