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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胜一

中秋节临
近，在外打工的
儿子女儿三番
五次打来电话：
“爸， 给你快递

寄粤式月饼。 ”“爸，给
你寄盒不含糖分的月

饼。 ”起始我还好好跟儿女说：“爸、妈不吃，别寄
啊。 ”后来竟然生气回电话：“烦！ 我都讲过几次不
要，你还说，那就寄吧，大不了我不吃就是！ ”真是身
在福中不知福啊！

中秋佳节赏月吃月饼，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习
俗。哪年中秋节没吃月饼呢？只是月饼这食品，似乎
已对现今人们的胃口失去了诱惑力。 就如过年等重
大传统节日，除了几天小长假有诱惑外，吃的方面
谁都不大怎么讲究了， 正如人们所讲：“过什么年
喽。 现在过的生活，就像天天过年！ ”

老伴说：“儿子女儿寄月饼你不要，到时我家不
过中秋节啦？ ” 我回答：“节肯定要过，到时上超市
买几个月饼就是。 ”

打从我懂事起就知道，没有月饼的中秋节是不
完美的。 尽管在缺衣食的少年时代，我家多半以红
薯充饥，但每年中秋节，我爸都会从小集市供销合
作社里买回一斤酥皮月饼， 在中秋节赏月的夜晚，
分给我们兄弟姐妹每人一个。 我总是轻咬一口，含

在嘴里慢慢地吃。
那时我曾想不通，为啥中秋时人想吃

月饼，“天狗”却想吃月亮。有次“天狗”吃月
（发生月食），我跟着大人们一起大喊大叫，
痛骂“天狗”，要它将月亮吐出来。 我曾问

过：“娘，要是天狗把月亮吃了咋样？ ”“那就没得天
地了。”“没得天地咋样？ ”“就没得人喽。” 所以痛骂
“天狗”吃月，我是最卖力的，每次都要弄得声嘶力
竭。

我读初一那年的中秋节，我爸碰巧被大队部的
干部安排去县城出了趟差， 天刚蒙蒙亮就出发，直
到太阳落山才回家。 那晚赏月时，我爸不同以往地
拿出四个香喷喷的又大又厚的月饼。 我娘问：“就这
四个？ ”我爸说：“只买四个，花了买两斤酥皮月饼的
钱。 ”“咋不买八个。 ”“我没钱了。 ”娘埋怨我爸：“亏
你还是个生产队长呢？ 你不是带了公家的钱么？ ”
“是，但公家的钱我不敢用哪。 ”“那四个月饼咋吃？ ”
“分呗，两人共一个。 ”娘抢先发话：“我与一伢子分
一个。 ”娘将我拽进灶屋里：“你吃吧，娘不要，吃完
了再出去。 ”就在我吃月饼的时间里，娘用白天磨好
的米粉子在锅里煎出了香喷喷的米饼，再撒上芝麻
和糖，盛在大碗里端出去给大家吃：“吃吧，尝尝娘
做的月饼。 ”兄弟姐妹六人吃得好开心喽……

这件事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一直难忘，近些年
我总会不厌其烦地讲给老伴听。

老伴说我：“现在， 你不也
是分月饼吃么？ ”我说：“对。 那
时候是因为没得钱买才分月饼
吃。现在不一样，是我们吃不了
一个月饼才分着吃。 ”

老伴盯着我说：“我知道，
这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幸
福生活！ ”

李阳波

转眼便是2018年中秋， 这是一年365天中最特殊、
最牵魂的一天。 随着万家团圆的祝福响起和团圆饭的
酒香飘来， 不免想起自己亲历的几个刻骨铭心的中秋
夜来。

1967年中秋夜， 天降大雨， 母亲带着年幼的我与
众知青一道乘装煤的货车从农村返回。 赶到家已近黄
昏， 才得知父亲被关进“牛棚” 了。 母亲撂下行李，
拿起一个五仁月饼， 不顾一路劳顿， 带着我骑车赶往
南郊十八里河。 一路打探， 才找到审查站———一个废
弃的大车间。

几经盘查才获准入内， 掀开棉门帘， 几盏马灯泛
着暗黄的光， 数十张双层床排成几行， 我一路寻找，
终于在后排尽头找到父亲， 他正在腿上卷着烟卷。 我
的喊声大概有点异样， 父亲先是一惊， 尔后笑眯眯地
接过早已冰凉的饭盒， 放到炉边， 又起身拍打我身上
雪花， 问我和母亲在农村可好， 我鼻子一酸流出泪来。
他安慰我们： “我好好的， 问题总会搞清， 很快能回
家的……” 我默默看着父亲将那个普通的五仁月饼吃
完， 怏怏走出“牛棚”。

1994年中秋， 我和爱人在列车上度过新婚之
夜———我们去上海旅行结婚。 那晚旅客极少， 我们那
节车厢只有四五个人。 车上无任何保暖设施， 冻得瑟
瑟发抖， 只得相偎而坐， 我不断从茶炉房倒来开水取

暖。 每过一个城镇， 从车窗一闪而过
的万家灯火和飞燃的爆竹， 可隐隐
感到社会的变革。 车过南京已是午
夜， 迷糊中忽见列车长和列车员向
我们走来， 他们拿着月饼对我俩说：
“同志， 今儿中秋夜， 我们特意为旅
客准备了团圆的月饼， 赶紧吃吧！ 祝
你们团团圆圆幸福美满！” 一番话及
两个月饼， 感动得我们浑身充满暖

意， 我们连声道谢， 也
祝他们中秋愉快。

那晚在列车上吃到的月
饼， 至今犹闻余香。

2005年， 我重返农村过
中秋。 那年我在报社当记者， 向总编辑
提议搞一整版记者亲历“中秋见闻”，
图文并茂地推出中秋景象。 总编辑认为
可行， 于是我毛遂自荐回到20多年前当乡村教师的农
村采访。 改革天翻地覆， 简直认不出当年的穷山村了！
家家盖起了新房， 户户稻谷满仓， 小道变成了柏油路，
河滩变成了花果园。 乡亲们热情欢迎我“回家过节”，
团圆饭摆了一大桌。 我们为新农村新生活碰杯， 互相
祝福， 放音乐燃焰火， 观看央视中秋晚会， 老村主任
还唱了当年我编的一首乡村谣， 我乘兴为乡亲写了十
多幅字， 那晚竟喝得酩酊大醉……后来我们这个版面
因为新颖活泼， 获得了全省新闻评选“二等奖” 呢！

2011年中秋， 我们一家三口乘飞机到香港过节。
从鸟语花香的北方来到美不胜收的“东方之珠”， 流连
于流金溢彩的维多利亚港， 真有揽尽人间美色之感。
这个中秋让我充分领略了神州的壮美与兴旺， 更感受
到香港同胞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那晚， 我们在临近
铜锣湾的柏宁酒店与从台湾飞来的大哥一家欢聚一堂，
在腾空而起的焰火映照下， 品尝南国风味的团圆饭，
频频为复兴的新时代中秋举杯， 激奋之情不可抑止，
我口占了一首小诗： “中秋飞抵铜锣湾， 喜看骨肉又
团圆。 天涯海角餐秀色， 彻夜畅谈迎丰年！”

今年中秋夜， 我想婉绝一切活动， 剪断种种视听
的诱惑， 将自己关在书房好好过一把“书瘾”。 身为
“文人”， 这些年竟很少能静下心来读书。 我会取出一
本本几近尘封的经典， 捧起文友赠送的一册册新著，
细细重温与拜读。 我想， 一种久违了的愉悦与感动会
笼罩全身， 温暖我的心底。 夜深沉， 当热闹的庆团圆
声在窗外腾空而起， 我的阅读也将进入高潮……

蔡永庆

我小的时候， 八月十五中
秋节我们是真的一家人坐在户
外赏月的。

妈妈给我讲月宫中嫦娥舒
广袖， 玉兔捣药忙， 吴刚伐桂
树。 我说月宫里这么忙碌啊，
我怎么什么也看不到？

妈妈说你看月亮满满一轮，
里面有些黑影， 就是他们呀。
我想用手指点， 妈妈拦住我说，
月亮只能看不能指， 不然就是
对神仙不敬。

八月十五这轮清亮又略带
黑影的明月， 就这样深刻地嵌
入我的脑海中。 我想， 许多中
国孩子的童年里， 都会有这样
一轮神秘而又美好的明月吧。

月亮是我们文化中的抒情
主题与传统之一， 即便知道月
球上不会有神仙， 中国人也总

愿意赋予一轮明月寒生秋水般的美丽动人。
上世纪60年代， 美国人实行“阿波罗” 探月计划，

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的一小步， 成为人类科学史上的一
大步。 这一步也踩在了中国文人的心头。 太阳之子阿波
罗吓跑了中国的月亮男神、 女神和他们的小宠物们。 千
沟万壑向着四面八方延伸， 起伏的线条勾勒出环形山和
尖锐的峭壁， 展示出一片死寂般的荒原。 许多文学青年
们表示心好痛， 这不是我们心中那个不能用手指的明
月。

从毁掉传统文化中月亮之美这点来说， 西方人真是
一把好手。 月圆之夜， 是中国人幸福而美好的时刻， 而
在西方文化中， 狼人、 吸血鬼却总是在月圆之夜登场，
寻找猎物。 夏目漱石教他的学生翻译英文， 说“I� love�
you” 译成“我爱你” 太没有美感了， 用一句“今天月
色真好” 就足以表达爱意， 因为“月亮代表我的心”。
可是莎士比亚指出： 不要指着月亮起誓， 月有阴晴圆
缺， 你的心也像它一样飘忽不定吗？ 东方人对月咏叹
时， 西方人煞风景真是不遗余力。

同一轮明月， 两种文化有着不同的观照视角。
我们有敬月、 祭月的传统， 有“起舞弄清影” 的审

美意趣， 有“海上升明月” 的乡愁， 也有“明月千里寄
相思” 的情思。 即便是在
科学日益发展， 逐步揭开
大自然神秘面纱
的时代， 我们也
依然将心向明月。

诗人阿泉：
花香果香中的诗意耕耘

阿泉端起一杯酒， 向在座的挨个一揖， 仰
起脖子， 喉结一耸， 一杯酒倏地下肚。 他是涌
水罐人， 地名满含水分， 名字又非常湿润， 微
胖的身体对酒精有很强的稀释力， 自信的脸庞
总给人春风无限的感觉。 “我家有三百亩冰糖
橙果园！” 这是他逢人必讲的一句话。 只要说起
冰糖橙， 阿泉就会打开滔滔不绝的话匣子， 洋
洋自得眉飞色舞的谈吐， 经酒精带来的幻觉一
渲染， 我们就被引入了一个花与果的世界。

涌水罐在郴州永兴县。 阿泉家的三百亩冰
糖橙果园是县里规划的三万亩冰糖橙主题公园
的一部分。 阿泉有两段时间必住在果林里那间
简易的生产房内。

第一次是花开时节。 从四月中旬开始， 三
万亩橙花大量萌发， 那气势绝对不输柳永笔下

“有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 的钱塘胜景。 阿泉是
位诗人， 岂肯错过这般景致， 那玲珑的诗心必
定唆使他住进来。 白天， 阿泉在花间穿行， 施
肥割草， 疏花除虫， 活脱脱一位护花使者， 用
一厢情愿的柔情侍候着国色天香的精灵。 休息
时， 他会默念西边盐坦老和尚的出盐咒， 希望
眼前这片花海在佛咒的庇佑下换来秋后的累累
金果， 也会对着东边龙头岭上的鹅公井行注目
礼， 祷告先人的那一眼灵穴能护卫一方平安。

第二次住进简易生产房， 是每年10月中旬。
经过天地山川的酝酿， 四季更迭的催化， 三万
亩橙林挂满金灿灿的果实。 与花海只属于自然
的繁华不同， 果山的盛景与热闹多少赋予了人
为的因素。 这时的橙子色黄味正， 南来北往的
客商陆陆续续来涌水罐踩山试味， 择需而沽，
更有组团来的观光客， 稍不留意就会挤满一个
小山包， 令果园主人应接不暇。 阿泉也迎来了
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 他先前诗意般的耕耘，
终于换来了能滋润人生的现实收获， 他的身份
也从文绉绉的酸秀才变成一个满身铜臭 （注：
臭， 香也） 味的冰糖橙批发商。 白天和雇工一
起采果、 选果、 洗果、 装箱、 送货， 还要抽出
时间接待客户和观光客； 晚上， 处理网上订单，

登记每一笔进账。 这种连天转的日子要持续到
春节前夕。 这段时间， 他和妻子同吃同住， 在
橙皮油挥发出的果香里享受果园的馈赠， 在人
民币的墨香里享受丰收的喜悦。

“去年， 我家果园收入在30万元以上！” 阿
泉加重了音量， 好像望江楼里被惊雷炸出了一
句惊天的诗眼。 在场的人齐齐地盯着阿泉被酒
精醺红了的脸， 惊讶的表情在短暂凝固之后，
不约而同地发出一连串“啧啧” 声。

扶贫工作队长老袁：
擦亮盘王遗落的明珠

大家都知道老袁是扶贫工作队队长， 驻足

泉洞瑶族村， 满桌的人把脸齐刷刷地转向了老
袁。

老袁说， 过了渺渺茫茫十八都， 再折向东
行， 经初沙坪、 花坪， 就到了足泉洞。 这里山
高泉多， 貌似不开化的原始风光恍若盘王遗落
的一颗明珠， 老袁一到这里就被迷住了。

青青翠竹散发出的“汗青” 味有意无意地
指向斫竹为简的远古时代， 把人们潜意识里的
崇古情结拘束在这片风清月白的山光水色里。
山脚下泉水叮咚， 在蜿蜒的丘壑间奏响一曲曲
如乐府清韵般的田园之歌， 飘忽的流云在山间
漫不经心地翻开一页页古老的历史， 超越时空
维度将三楚烟雨、 盘瓠气象汇聚在这块不大的
山间盆地。 老袁大部分时间住在村里， 虽然每
日走村串户察民情拟对策免不了辛苦， 但这里
一年四季总有不知名的山花次第开放， 老袁在
路边随手一摘， 就能采到一朵赏心的山花， 踏
月而归时， 可以掬月泉边， 润泽一下疲累的身
心。 这里的一草一木让老袁寻回了曾经青春勃
发的少年心， 少不了如在花间词集中寻章摘句
的乐趣。

老袁驻村三年， 先前那铺着青石板， 长满
青苔的羊肠小道变成了宽敞的水泥公路， 林下
的菌子、 山中的野果、 青翠的箬叶、 鲜嫩的竹
笋、 可口的腊味， 再也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
贱价山货， 只要轻点鼠标， 便会通过电商流向
大江南北， 走上万家餐桌。 这一方净土生长出
来的天然有机食品成了城里的宠儿。 人们只要
随便动动手， 各种各样的农作物及山珍野味都
能换来一叠又一叠的钞票， 再也不会回到捧着
金饭碗讨米的日子了。

老袁有一个设想。 他要还原瑶族风情， 发
挥瑶族文化优势， 并用物化的形式固定下来，
让更多的人走进足泉洞， 走进瑶寨， 体验盘王
开派的山花一样灿烂的传统。

外地回乡者阿喜：
建群取名“花果山”

阿喜也是足泉洞人， 目前在深圳发展， 在
当地工商界和文学界小有名气， 算来有十余年
没回家乡了， 这次因为中秋节和筹办老爸的八
十寿诞才回来。 母亲早在40多年前便去世了，
那时阿喜才五岁。 据老爸说， 那时食不果腹，
病不能医， 阿喜的母亲是被贫穷夺走的。 在小
有成就后， 阿喜把全部的孝心倾注在老爸身上，
也算是对已故母亲的一点慰藉。 刚才阿泉、 老
袁的一番描述， 让她平添思念母亲的感慨， 不
自禁地流露出了真性情。

大家在一阵唏嘘声中停下了杯箸， 之后，
纷纷向阿喜道出了祝福， 祝福老寿星健康长
寿 ， 祝福她在外地事业有成。 阿喜破涕为笑
后拿出手机， 开始面对面建群， 取群名为“花
果山”。

说来也巧， 聚餐后返回时经过县农业局，
发现旁边一个休闲农庄名字也叫“花果山”。

湖南日报 湖南省作家协会 “新湖南” 主办
投稿： xiangjiangzhouk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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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中秋， 一个雨后初霁的周末傍晚， 我
们四五友人在望江楼小聚 。 推开三面环江的
玻璃窗 ， 混杂着水甘味和山林果香的空气随
即灌进来， 灌进如初尝蜜糖般贪婪的肺里。 望
江楼傍山枕水 ， 是一处由水泵机房改建的
休闲处所 ， 下游有明代徐霞客笔下 “种种
绝异” 的千年古刹观音岩， 那沐浴过唐宋烟雨
的功果暮钟， 曾是便江水域最美妙的声音。

江面渔舟点点。 在渔网的起合收放之间，
落日与喧嚣渐渐地被渔翁装进了背篓 ， 一丝
丝清凉从江面漾开。 不久， 最后一点晚霞也被

对岸那座山头完全吞噬 。 顺着落日的轨迹望
去， 山上一行行排列整齐的果树， 在厚重的暮
霭里低垂着头， 似在寻觅沉甸甸的关于丰收的
话题， 好在月出东山时， 拿出来与秋虫倾诉只
属于子夜里的悄悄话。 不用猜， 那无疑是冰糖
橙果树。

暮色四合， 便江两岸华灯初上。 服务员已
端来几道菜， 我收起瞭望的姿势， 从雨后便江
的大写意场景中回到餐桌上。 辣香、 蒜香、 酒
香活络了包厢里的氛围， 一场关于花果的话题
就在推杯换盏中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