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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石榴红， 又闻金桂香， 朝生凉意晚来风， 仰

头一轮明月悄悄丰腴， 方觉中秋将至。 岁月的记忆依

然那般清晰， 我还能记得童年老家秋天庭院的景物，

一个牛棚， 一堆草垛， 一围篱笆， 一棵结满果子的枣

树， 一棵挂了数个黄灯笼似的柚子树， 一轮挂在桂树

枝头的明净无尘的中秋月。

“ 小时不识月， 呼着白玉盘”。 依稀记得小时候中

秋之夜， 秋风似水， 月光如瀑， 农家院落里， 篱畔菊

花的幽香在月光下轻浅地浮动， 树上的甜柚在清风中

悠然地荡摆， 一家人围坐成一个大圈， 中间一张小方

桌上摆上一大壶农家粗茶和一大块麻酥月饼， 还有柚

子、 橙子、 花生、 米粑等“ 圆” 形果品， 一轮清朗的

明月挂在桂影婆娑的枝头， 沉淀的传统文化， 这时被

清秋草丛中的蛩声唤醒。 我的奶奶虔诚地立于桌旁面

月焚香， 随之抬头双手举香叩首拜月， 嘴里念念叨叨：

春祭日， 秋祭月， 月圆人圆， 一家人团圆。 一家人依

次面月而拜后， 母亲便把大麻酥月饼切成米字形， 我

和哥哥们都急不可耐地抽拿了一块咬嚼起来， 月饼馅

里勾芡了芝麻、 桂花、 冰糖、 橘皮等， 感觉甜腻绵口。

“ 小饼如嚼月， 中有酥和饴”， 我小心翼翼吃着手里的

月饼， 碎末也舍不得落在地上， 用另一只手接着。 先

吃外皮， 再用手指抠内馅里的冰糖颗粒放在嘴里吮吸，

然后小口品砸内馅的滋味儿， 最后不忘舔舔手指上的

碎屑。

“ 八月十五月正圆， 中秋月饼香又甜 ”， 一家人

对着皓月星光 ， 吃上团团圆圆的月饼 。 父亲和母亲

边吃果品边聊家常 ， 姐姐就着月光纳鞋垫 。 奶奶轻

摇蒲扇 ， 呷一口粗茶 ， 开始讲起牛郎织女 、 嫦娥奔

月 、 吴刚伐桂的故事 。 奶奶的故事永远都那么美丽

悠长 ， 我和哥哥们仰望秋穹 ， 偎依在奶奶身旁 ， 想

像着奶奶故事里的悲欢离合 。 “ 八月十五云遮月 ”，

明净的中秋夜空也会飘来几片轻纱薄云 ， 上演一段

彩云追月的诗剧 。 云至月隐 ， 地上变得梦幻迷离 ，

不多时云褪月现 ， 天地又是银光倾泻 ， 犹如白昼 。

人间万户 ， 中秋对月 ， 桂花香影 ， 温馨恬静 ， 凉爽

的秋风荡去了白天的喧嚣和浮躁 ， 整个乡村都皈依

为平静祥和。

说句实话， 小时我并不关心月亮， 最留意的是月

饼， 因为我很少吃过一整块月饼。 好像是三姐出嫁的

那年中秋节前， 姐夫的叔叔和舅舅各挑着一担大提壶

（ 旧时一种雕刻精美有框的方形礼品盛器） 来我家追

节， 也称“ 催结” （ 寓意催着赶快结婚） 。 一担提壶挑

的是“ 彩礼” 和给姐姐的衣物， 上面放了预报佳期的

“ 书子”， “ 书子” 像红色的大信封， 里面是用红纸写

了结婚吉日。 另一担提壶挑的全是一筒筒的秃酥月饼。

秃酥月饼因外表光秃秃的而得名， 内馅与麻酥饼是一

样的， 不过内馅更潮一些。 秃酥月饼一筒四个， 用一

种专用黄色糕点纸包成正方形， 上面再覆上一张红色

的嫦娥奔月图或八仙过海图， 用细麻线捆扎， 打个十

字花结。 姐夫家挑来的这些秃酥月饼是分送给亲朋好

友的， 是告知三姐婚日的礼物 。 月饼分送完亲戚后，

一般会多出几筒。 好像姐夫家那天还带来两筒用糕点

纸卷成圆柱形的葱酥饼， 一筒有八个。 那天晚上， 母

亲竟然分给我一块整的秃酥月饼和半块葱酥月饼， 我

兴奋的不得了。 掰开像小铜锣似的秃酥月饼， 咬一口

黑润润的馅， 各种香甜像交响乐一样立体环绕在舌尖，

汇成幸福的感觉。

第一次吃到的葱酥饼， 竟成了我念念不忘的美食。

后来才知道， 葱酥饼是鄱阳的特色美食， 主要食材为

面粉、 糯米粉、 白糖和香葱。 葱酥饼烤之前要在面皮

上刷一层蛋黄清， 烤出来的月饼色泽黄亮， 皮薄馅厚，

葱香油润， 又脆又酥， 是名副其实酥到掉渣的月饼。

鄱阳的葱酥饼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北宋年间范仲淹任饶

州时， 范仲淹曾吟诗赞葱酥饼曰： “ 闲听桂花落， 静

闻葱饼香。” 足见他对葱酥饼的至爱。 以前， 鄱阳镇的

正街、 横街的糕点店很多， 秃酥、 葱酥、 麻茶为中秋

主打月饼， 但馅的配料却有不同， 有广式、 徽式、 苏

式、 京式， 风格各异， 风味不同。 如今， 超市的货架

上摆满了各种包装精美的月饼礼盒， 但我还是喜欢吃

我们鄱阳传统的秃酥、 葱酥、 麻茶月饼， 只因不忘童

年中秋的味道。

印象里， 童年的中秋节最欢乐的就是烧宝塔 （ 据

说， 中秋节烧宝塔的习俗与古代民间抗元“ 杀鞑子”

有关。） 。 中秋节那天， 如果有玩伴相邀， 提议晚上烧

宝塔， 那绝对都是举双手赞成。 大家四处捡拾断砖残

甓和枯枝断丫堆放在空旷的晒坪上， 到了傍晚大家七

手八脚， 大砖垫底， 预留烧火门洞， 然后砖叠砖， 缝

对缝， 一层缩半砖， 砌起人头高的宝塔， 再在“ 塔顶”

平放一块青砖。 各人回家匆匆忙忙扒了几口晚饭， 便

呼啦超回到晒坪上来。 村支书的儿子胖墩带来一块秃

酥月饼放在“ 塔顶” 青砖上。 中秋明月冉冉升起来 ，

便开始点着毛柴火放入塔洞门， 再往塔洞添枯枝断丫，

火越烧越旺， 以至于火光冲天， 从砖缝里窜出火舌 。

我们围着被熊熊燃烧的宝塔欢呼雀跃， 嘴里不停地喊

着“ 年年烧宝塔， 月月保平安” 的谚语。 天上的月光，

地上的火光， 辉映着我们每张天真烂漫的脸， 欢乐回

荡在乡村中秋的夜空里。 最后， 大家分享那块烤得像

烫手的山芋般的月饼， 我们这些屁孩们的中秋节狂欢

游戏便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童年里， 那或温馨， 或甜美， 或欢乐的中秋夜晚，

只停留在我十一二岁前的记忆里。 后来， 乡村一部分

人们陆续外出找生活， 一部分人留守在家。 一家人除

了春节 ， 多半是聚少离多 ， 每年中秋阖家祭月 、 拜

月、 赏月和吃月饼的仪式感逐渐淡化了。 大概十年前

的一个中秋夜晚， 我经过城郊的北关村， 还看到路边

的人家在院子里摆放果品， 焚香祭月， 后来我再也没

见到过 ， 或许在一些僻静的乡村还保留着这种传统

吧 ！ 而中秋烧宝塔的习俗 ， 我们家乡鄱阳却每年上

演， 人们扶老携幼看烧宝塔， 成为鄱阳中秋之夜的一

道靓丽风景线。

2018

年， 央视 《 共同

?

关注》 曾现场

直播过鄱阳杨梅桥千年“ 烧宝塔” 民俗， 让世界看到

了鄱阳。

月上中秋， 她清朗如水， 圆润如盘。 燃起熊熊的

宝塔火焰， 绽放璀璨的烟花， 品尝香酥的月饼， 祈福

华夏大地风调雨顺， 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

月亮不知道从天角的哪个角落爬了出来。 当我看

到它时， 它已经圆润润的悬在半空， 锡箔样清亮的月

光， 像清澈的流水一样漫泻大地， 照白我漆黑小路。

月圆了， 中秋也就快到了。

母亲打来电话， 叫我回家过中秋。 逢年过节我一

直都请母亲到我家来 ， 而母亲却执意不肯 。 只说 ：

“ 平常可以上你们家， 而过节你们得回来。”

每次回到母亲家， 我总是先走进她的卧室。 写字

台上黑色的相框前已经焚起了香炉。 我用指肚轻轻地

摩挲着相框里的父亲。 “ 爸， 今天中秋了。” 我心里说

着， 鼻子一酸， 泪已经流了下来。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

十年前的中秋节是我陪父亲过的最后一个节日 。

那时父亲查出肝癌晚期， 癌细胞扩散肿瘤压迫到神经，

他的双脚已经不能走路了。 虽已中秋， 天气依然燥热，

而父亲套着护膝的腿脚却一直冰冷。 我坐在床上， 把

他的双脚抱在我的怀里， 不停地按摩。 我想用我温热

的手带给父亲暖意， 哪怕是一丁点。 父亲那天和我聊

了很多。 从他出生， 到十九岁参加工作到退休。 父亲

的人生经历， 就像他相机里漫长的老胶卷， 每一格都

珍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 父亲平生酷爱摄影， 说到稻

城亚丁的雪山， 说到青海茶卡的盐湖， 他的眼睛闪着

光， 他的脸上流露出向往而又有一丝黯然的神情。 他

就这样藏着疼痛地和我聊着， 聊我们姐弟几个， 聊中

秋节用水盆装月亮， 聊那些我记得和不记得的往事。

那个中秋节的下午， 他一直说着， 像要把他肚子里的

话全都说完。 我低着头， 我怕他看见我噙着的泪水，

我一直低着头听着按摩着。 而它的脚， 却始终冰冷。

半个月后， 父亲去世了。 从此后， 中秋节成了我

最不想过的节日。

今年中秋， 母亲照例烧了一桌子好菜。 孩子们嘴

刁， 总是挑剔这嫌弃那， 不像我们小时候， 见什么馋

什么， 这让母亲每次请我们吃饭总要提前准备好几天，

颇费心思。 晚饭后， 她端出变着花样买的各种水果和

零食， 当然还有月饼。 那种躺在金黄色丝绒里， 精美

的花纹图案中印着“ 鲍鱼” “ 板栗” “ 蛋黄” 字样，

包装华丽的月饼。 母亲把它们切成小块， 摆成一弯月

牙。 母亲说： “ 中秋要吃月饼， 像端午要吃粽子一样，

吃了才算过了节。” 几个孩子极不情愿， 挑起最小块的

漫不经心地嚼， 眼睛只盯着士力架 、 薯片。 吃月饼，

我的口味随父亲， 只喜欢五仁、 椒盐味的。 特别是那

种刚出炉带着热气的小作坊月饼。 外面一层一层松脆

的酥皮透着金黄的油， 里面软糯的有桂花、 黑芝麻、

瓜子仁、 青红丝揉成的馅儿， 沙沙地嚼着， 满口是花

生、 糖霜香甜的味道， 想着就让人垂涎欲滴。 不像现

在， 月饼更多的时候只成了人们相互馈赠的礼品。

于是又想起小时候的中秋节。

父亲总要提前买许多零食， 放进床底下的石灰缸，

我们在一旁看着， 心里直冒喜气。 中秋的晚上， 父亲

把小圆桌搬到院子， 从石灰缸里拿出花生、 松糖、 瓜

子、 月饼。 月饼是五仁味的， 包成圆筒状， 印着“ 中

秋月饼” 红色字样的牛皮包装纸洇着油渍。 一人分一

个， 剩下的再把牛皮纸卷起来包好， 留着下次吃。 我

先闻闻月饼的香味， 然后小心地把它外层的酥皮一片

一片剥着吃， 再一边一小口一小口咬着花生瓜子仁馅，

一边用手托着， 细嚼慢咽。 剩下最后一口， 便连同落

在掌心上的月饼屑， 又一丝一丝舔着吃。 父亲看着我

的馋相， 拍拍我的后脑勺， 一脸怜爱。 “ 你这孩子，

这么馋。” 有时， 父亲会悄悄地拉我到一边， 变戏法似

的摊开手掌又给我一个月饼， 我睁大眼瞧着， 这意外

的惊喜， 比月饼更香甜。

吃罢月饼， 拍拍油渍渍的手， 便想起了月亮。 父

亲说： “ 中秋节是要赏月的。” 而月亮好像因为我们

刚才的冷落 ， 迟迟不肯出来 。 待我们玩着石头剪子

布， 玩着木头人游戏的时候， 月亮像一个躲在角落里

生闷气没人理睬的孩子， 悄无声息地从云朵里溜出来

了。 它一会儿爬上屋顶， 一会儿挂上树梢， 像长了腿

似的。 渐渐的， 月亮升高了， 闪着灿灿的银光， 把我

们的院子照得白亮亮。 我仰着头， 这个充满神秘的小

玉盘里面真的住着嫦娥和月兔吗？ “ 要是能够得着月

亮摸一摸， 那好多。” 我喃喃自语。 父亲和我一样看

着月亮， “ 我有办法。” 他转过头对我说。 他走进屋

端出个盛着清水的大脸盆， 仰着头， 东走走西走走在

家门口那陕小的空间寻找着月亮。 “ 快来看， 月亮装

进水盆里了！” 在屋后的空地上， 父亲喊着我， 兴奋

得像个孩子 。 月亮清晰地浮在水盆里 ， 童话一般 。

我小心翼翼的沿着水盆壁把手伸进水里， 手一动， 月

亮便袅袅地颤， 弱柳扶风的模样。 “ 爸爸， 我摸到月

亮了 ！” 我软喜至极 。 我看着父亲 ， 笑 。 父亲看着

我， 也笑。 中秋节， 月亮在我手上， 父亲在我身边 ，

真好……

从母亲家回去， 我一向喜欢步行， 尽管有半个多

小时的路程。 而像今天这样略带忧伤的日子， 我更想

一个人走走。 平日车来人往的水南大桥这时有点冷清，

倒不像过节的样子。 影子一会在我的前面， 一会又在

我的后面， 听任路灯昏黄光晕的摆布。 不远处， 中州

公园的音乐喷泉已经开放， 水柱变幻着各种颜色， 随

着不同的音乐声起伏翻转， 喧哗张扬。 我靠近桥栏。

有风连绵地吹过， 带着些许凉意， 像吹动一片树叶一

样吹皱河面。 月亮就在河中央。 它轻盈地漂浮在水面，

宁静幽秘， 宛如睡莲一样安详。 父亲说， 中秋节是要

赏月的。 夜空， 无遮无拦的夜空斜挂着一轮明月， 泛

着清辉， 像一个远古的梦。 冷月无声。 它清凉的光芒，

像沙漏里无声流泻的细沙， 一点点， 把流年岁月淹没。

月， 又圆了。 父亲在故乡荒坡上， 茅草已经枯黄， 天

越来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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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 中秋到了， 要打露水

了。 往年住在乡下， 这个时候收芝

麻 、 豆子 ， 挖番薯 。 在我的记忆

里 ， 中秋节前母亲要准备一些糕

点 ， 面粉是用地里种的小麦换来

的， 不多， 刚好做些果子、 麻球，

油炸。 节前几天， 母亲会特别关注

天气， 如果连续晴天， 母亲一定要

做些糯米糍片， 蒸些粿片的。 糯米

糍片掺些桂花 ， 特香 ， 做各种花

样， 动物造型， 花草， 尤其是盛开

的菊花 ， 经油炸后呈金黄色 ， 好

看， 更好吃。 粿片要用早稻米， 有

韧劲， 浸泡若干小时。 磨浆时放辣

椒和大蒜子， 烧开水一锅， 待水翻

滚 ， 舀一勺米浆 ， 倒入圆形铝盆

里， 摇匀， 将铝盆放入滚水中， 盖

上锅盖。 一分钟左右， 热气升腾，

香气弥漫， 粿片熟了。 在太阳底下

晒干， 砂炒、 油炸， 能让人一口气

吃个饱。 还有些人家做芋头糖。 芋

头糖是俗名， 它有个很雅的名字，

叫兴安酥。 因历史上横峰县曾叫兴

安县， 故名兴安酥。 兴安酥起源于

明朝时期的葛源镇， 到清朝时成了

贡品， 深受皇宫青睐。 芋头糖选用

上等糯米和芋头， 经过蒸、 捣、 炸

等几道复杂工序制作而成， 色香诱

人， 是葛溪河沿岸的传统食品。 其

他地方做的芋头糖不柔不酥， 吃起

来硬邦邦， 像啃骨头。 母亲也做，

虽不是最好， 却也酥软柔粘， 入口

即化。 这些糕点做好后就等中秋节

到来， 月圆之夜， 一家人坐在院子

里， 清风阵阵， 花香扑鼻， 品茶吃

饼 ， 虽无大富大贵 ， 却也怡然自

乐。 那时大家都在农村， 过着同样

的生活， 知足。

过节了 ， 各种戏班子粉墨登

场 。 演戏期间 ， 各种摊贩蜂拥而

至， 把戏台外的空地占了个尽。 糖

人儿 、 棉花糖 、 清汤 ， 彩灯 、 风

铃、 动物造型的哨子， 尽情地消磨

着大人们的钱袋。 这时候的孩子是

最开心的。 母亲见我不去看戏， 坐

在家里怏怏不乐， 知道想找东西吃

了， 就从食瓮里拿些节前做好的糕

点给我。

中秋节不仅仅是孩子们的节

日 ， 也是大人们的狂欢 ， 通常会

邀上几桌亲朋好友来家里看戏 。

以前农村人虽然生活不算富裕 ，

但仪式感很强。 尤其是南方地区，

一年两稻， 农事繁忙， 四季劳累。

丰收在望时 ， 利用节日的喜庆气

氛 ， 大家聚在一起开怀畅饮 ， 一

为庆祝佳节 ， 二来希望秋收时亲

友间互相帮助。

������

认识雪雪时， 她正考虑是

否要坚定地嫁一个人 。 而我 ，

正坚定地被女朋友远离。 好像

两枚有着坚韧硬度的陨石相击，

有了火花。

但我已经不太相信爱了。 只

是，人不可能离开被爱裹着的温

暖以及点燃的火焰。 现在想来，

选择中秋的时节相见，是因为双

方都有回旋的时间与空间。约定

信江龙潭塔，因为那是一处很难

让人迷失的标识与风景。

那时，龙潭塔还是四周最高

的建筑，拉着雪雪的手，世界在

变宽，天空在放远，让人恨不得

张开双翼飞翔。信江之上还有一

架浮桥，浮桥的对岸还有一湾金

色的沙滩。 从龙潭塔俯瞰中走

出，沙滩是碰触现实的大地。

沙滩的沙很干净，有些沙与

沙勾连了一些草。已经忘了与雪

雪说过些什么。 只记得那天，雪

雪带着一把小红伞，我们一会儿

挪开伞看云，一会儿躲在伞下听

江风四起。 雪雪说，她真想成一

枚沙子，就这样无忧无虑地躺地

沙滩，让河流带去远方。

从乡村到县城，然后到达州

府的所在地。除了带有一颗可能

恋爱的心，我只有自己写的诗还

有书法。这些都不是在那个年代

能够将一个人精准分配或者精

准调动的设备。

雪雪独自走上浮桥，如一枚

红月亮。

明知自己要拜访的是一位

德高望重的书画家，但我还是忍

不住喝了酒。 胡润芝先生的家，

我曾经随同学一同拜访， 那次，

正赶上他有急事出门， 彼此匆

忙，所以，他并不认识我。

我现在想，当我坚韧地敲打

胡润芝先生书斋大门的时候，胡

先生一定在惊吓中。作为一位书

画收藏的大家， 遇见烫着头发、

身着牛仔衣的青年夜晚敲门，且

家中只有老妻相伴，惶恐是可以

想像的必然。

也许是从匙孔中看到我仅

是一人，也许那年月，人太多都

有江湖的味道， 并不让人诧异。

胡润芝先生打开一道门缝，问明

我的来意，让我进了屋。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进中式

的厅堂，卷轴的画与对联，雕刻

精美的花架上搁着兰花，一张油

漆发亮的小桌与椅子。几幅红木

的画框中，是让人一见倾心的高

山流水。整个环境所透着的东方

与雅致，让我一身牛仔衣无所适

从起来。

就在这种尴尬的当下，胡夫

人已经端出了一块切好的饼还

有茶放在桌边。 这个时候，我才

意识到今日是中秋之夜。

当自己从包中扒拉着， 只

拿出一些折叠的书画作品时 ，

我突然意识到， 这些书作与今

日圆月是如此的格格不入。 胡

老师对我的字 ， 并没有评价 ，

他只是对一名书者的要求作了

总结。 对于艺术要有一种热爱

一种执着， 当然还要刻苦， 并

且要有悟性。 这些都是老师放

之于四海皆准的语言。

现在，我细细地品味，胡先

生对于我这位想以书法作为人

生事业追求的“ 愤青”显然并不

看好。

可当时，我还是无端地沉浸

在自我的欣赏中，觉得自己是位

有悟性的人，见到胡先生的房间

有幅钱君陶先生写的“ 抱残守

缺”几个字，竟然大放厥词，有种

打倒孔家店，翻身作主人之感。

胡先生并没有发表意见，只

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对于胡先生的这种不以为

然，我心中似有些不服，环顾厅

堂四壁之后，竟然，要求到胡先

生书房去看看。胡先生同样还是

含笑不语。 当时，我只觉胡先生

的书特别地多，四壁的书挨挨挤

挤的，只余靠墙延展到书房中间

有一个画案。笔墨纸砚占据画案

的半壁江山，书橱的空隙处挂着

一些古代名家的字画。

除了书画，以及书籍，好像

只有那盆兰花，让这个居室有一

些自由的生长。

胡先生坚持让我带上那块

已经切好的月饼。中秋之夜的街

道格外清冷。一个人边走边嚼着

饼，明月下，世界好像更加空旷。

当我敲开学弟的寢室时，学

弟给了我一封信， 是雪雪留下

的。她说，龙潭塔的月光很美，独

赏也是。

信中还有一张简笔画，月光

之下，一叶孤舟正在远去，一位

丽人正在江岸。 我想，这是雪雪

心中的感觉。我没有拿出准备好

的诗与学弟谈论诗歌，也没有听

众学弟的撺掇，文友相邀彻夜喝

酒纵横而谈。

很庆幸， 雪雪嫁给了她最

初的男友。 我也牵手了我最初

的遇见。

过了二十几年后，胡润芝先

生到铅山采访创作，我再次见到

他，他应该是记不得我了。而我，

对曾经的冒昧也羞愧未提。

那次他给我们铅山的几位

书法朋友留了好几幅书作，给我

的内容是：明月初林。

这内容是胡先生自己主张

的，也许胡先生的心中也曾有一

片月光， 在曾经的人生夜幕中。

也许，他明白，在艺术人生里漂

泊的人， 心中都有一枚月光，在

灰暗中闪耀。

一直想选个月光很好的夜

晚去信江边的龙潭塔看看，当然

最好是中秋的日子。

只是自己常疏忽。 一晃，又

是一年中秋。

中秋月是一盏明亮的灯

照耀人间的路

多少人为了生活远离亲人

在路上奋力前行

他们感动了月亮，如影随形

更于今晚，捻长灯芯

为天下游子

指明团圆的方向

放下生活的重负

将乡愁打包，回归的脚步

踏碎分别的暗伤

于是，今夜的月光与亲情辉映

成为最奇效的酒

让今夜的团圆

像月亮一样完美无缺

让今夜的祝福

像月桂一样馨香恒久

把中秋月揽入梦中带走

于思念时燃旺

让月光代表游子的心

感恩故乡的支持

和亲人的留守

并为明天的奋斗，铺设一条

光明与平安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