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象征着一种时间轮回。从“ 月牙弯”演

化到“ 白玉盘”，中秋的意境在于“ 圆满”。对于月

圆之夜，古人有着质朴又执著的月亮崇拜，绵延

至今，刻入基因。

天地阔，秋意藏。秋天造就一个酣畅淋漓的

世界———大地澄黄，农作丰收，万物都在这个时

间点走向一种必然的“ 成熟”，毫无保留又淋漓

尽致地展现自己沉淀多时的精华“ 摘要”。

分隔两地的伴侣，久别难逢的挚友，离家千

里的游子……众人祈望“ 团圆”，无论物理距离

上是否在一起，相隔千里的人共赏一轮明月，思

念与记挂，便是人间最好的情感。只要彼此用心

经营与酿造生活，终能得到丰盛的“ 收获”。

从“小满”走向“圆满”

中秋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 赏月、

观潮、吃月饼、猜灯谜、玩花灯、酿桂花等民俗，

经久不息。中秋节自古以“ 月之圆兆人之团圆”，

形成了阖家相聚、 祈盼丰收的深厚祝福与文化

遗产。

中秋节丰盛的“ 家宴”必不可少，也形成了

“ 中秋无酒不成席”传统。 中秋节饮酒的历史发

展，可以追溯至汉代，汉朝的天子在八月里要饮

用酿制工艺很复杂的“ 酎”酒。 唐代已有了登台

观月、 饮酒对月的活动，《 天宝遗事》 就记载了

熄灭灯烛在月色中进行的“ 月饮”。 文人墨客对

赏月情有独钟，他们或登楼揽月或泛舟邀月，饮

酒赋诗，开宴月饮，皆是节日的仪式感。

中秋诗词中的“ 头魁”非苏东坡的《 水调歌

头》莫属。“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

兼怀子由”———醉意之下的苏轼创造力迸发，此

时的他因被贬与弟弟苏辙分离两地， 面对高悬

的明月，想念亲人的心更加凝重。但痛饮之后他

又不禁自我宽慰，人生的悲欢离合自古难全，唯

愿亲人平安健康，共享这美好的月色。华师大教

授戴建业不禁感叹：读懂了苏轼的诗，这辈子就

不会得抑郁症。 失意时找回生活的美好是苏轼

的另类“ 豁达”。

多年未回乡的周清决议趁假期“ 回家看看”，

也带妻儿体验一把当下时兴的农家乐。 车行半

路，他不禁想起自己离家也是在一个秋天，缓慢

的火车带着声声的汽笛穿过一望无际的原野，无

比宽广的红色高粱如怒火般绚烂，争相展示自己

的茂盛之姿。 家乡的高粱粒小、皮厚、坚实、饱满，

因此被形象地称为“ 沙”。 正可谓“ 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 红缨子高粱只能在赤水河流域特有的水

分、土壤、气候环境下才能种植与繁茂。

红满天的高粱如浓墨重彩的画卷始终印刻

在他的脑海中， 成为他对于中秋最深刻的颜色

记忆。 这丰收的盛景就是大自然最美的礼赞。

如今绿皮火车已升级成崭新的高铁， 不变

的是那片茂盛的高粱地依旧红红火火。“ 爸爸快

看，红色！”当列车驶过田野时，仍在牙牙学语的

孩子用为数不多的词汇表达对眼前美景的惊

叹，关于秋的印象在两代人中无声地传承。

万物丰收，在中秋这个时节，我们与自然的

连接更为紧密。秋收冬藏，当有了不错的收成之

后，我们更懂得敬畏自然的力量。 月圆之夜，正

是教会我们“ 圆满”二字的可贵，也更珍惜相聚

在一起的时刻。

相聚之时，更在于心

“ 爸，中秋我有几个案子要忙，就不回家了。 ”

面对手机那头老父亲小心又殷切的询问，南北两

座城市的距离令尹文珊的回答颇有几分无奈，

“ 国庆我一定回，票已经买好了。 ”“ 好，好！ ”父亲

失落的心情又因女儿的话而重拾期盼。

文珊的爸爸年轻时酷爱读书， 却因家庭原

因放弃升学，外出谋生。 喜得爱女后，他坚持在

给女儿取名时添个“ 文”字，以祝愿孩子未来能

与书为伴，温文尔雅。

“ 去读书，去改变命运”，正是在这样的熏陶

之下，尹文珊从小不负期待，一路求学顺利。 为

了实现自己自小立志的律师梦， 她暗下决心要

考到北京的学府，成为法学研究生。

在“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备考季，爸爸总

是宽慰她，“ 得失置之度外”。到了真正放榜的那

一天，得知女儿“ 高中”，他眼角眉梢都是止不住

的笑意，又嚷嚷着要去家里的储藏室找个“ 老物

件”。“ 囡囡，爸爸为你骄傲，”文珊爸爸拆掉酒瓶

上的封条说道，“ 这瓶酒是你出生那年我存的，

当时物质条件有限，但胜在意义非凡。 ”

“ 今天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爸爸相

信，学识是更为珍贵的一份嫁妆。”说完祝酒词，

喜悦的父亲迫不及待地与家人共饮一杯。那天，

带着几分醉意的爸爸和文珊聊了许多， 诉不尽

对女儿的认可与嘱托。

中秋团聚不止于至亲，世间还有“ 不是家人

却胜似亲人”的情与爱。

执教三十余载的严定江老师， 将自己的大

半青春奉献给了“ 花圃里的苗苗”。 从业生涯的

大部分时间都在一线带班， 是学校里出了名的

班主任“ 专业户”。平时工作忙，严老师常常顾不

上家，在中秋时为家人烧一桌“ 好菜”，却是严府

雷打不动的传统。

每年“ 露一手”的时刻，他总会邀请一些特

殊的“ 客人”来一起见证他的手艺。 这些“ 客人”

就是他班上因种种原因无法回家， 留宿在校舍

的学生。

在他们眼中， 严老师就是“ 严父” 般的存

在———在学校时， 作为数学老师的他总是严谨

又认真，对学生也格外严厉。但凡被他察觉到有

人上课开小差，就把学生点起来答题，一点情面

都不给， 与在家里忙进忙出准备饭菜的严老师

判若两人。

为了这顿温馨又家常的中秋团圆饭， 学生

们还会自告奋勇去帮厨，被“ 赶出”厨房后就安

安静静地在书房里看书， 或是和师母一起闲话

家常。 严老师通过力所能及之事尽力弥补学生

无法与家人团聚的缺憾。

在年年岁岁不变的中秋家宴传统中， 严老

师迎来送往了一届又一届学生， 而今他已正式

退休，预备过含饴弄孙的下半场人生。那些早已

毕业奔赴五湖四海的学生为答谢恩师的情谊，

特意为他筹办了一场不一样的“ 家宴”。

席间觥筹交错，师生把酒言欢。学生们精心

挑选的贵州摘要酒象征着“ 书一卷，酒一壶”，也

寓意师恩如山。酸、甜、苦、辛、鲜、涩，环绕舌尖，

滋味饱满，犹如人生百味。他们重温当年老师所

教导的人生道理， 也仿佛陈年美酒般， 回味悠

长，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中秋之聚， 其意义早已不局限在宴席的形

式，更在于因相聚而激发出的相熟。一本好书越

读越入迷，一款好酒越品越香醇，而人与人的情

感也超越时空而变得更深厚。

对于知识的尊重是父亲一直以来的言传

身教。 想到此， 在为家人挑选中秋礼物的文

珊，一眼相中了酒架上的贵州摘要酒，其独特

造型甚得她心———白洁的景德镇瓷瓶大方高

贵，瓶体呈书卷形状，更添几分文人的雅致与

秀气。 尽管对白酒品鉴仅略懂一二，但她记得

父亲对酱酒风味情有独钟， 于是毫不犹豫地

买下寄回家中 ，希望这瓶“ 装在书里的酒 ”能

一解父亲对自己的思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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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抢”即抢收抢种，也称夏收秋种，是一年

农事中最辛苦和最劳累的。

老家位于赣东北鄱阳湖平原，那里水网稠密，

田地众多，自古以来就被称为“ 江南粮仓”，种植水

稻是当地乡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那时农村已分

田到户，我家分到的稻田最多时有

30

多亩，为尽

可能增加收入，不管田地肥瘦，勤劳的父亲统统都

要种上水稻。靠着人力，这么多的稻田在个把月的

时间里，既要完成早稻的收割，还要完成晚稻的播

种，双抢的忙碌和劳累程度便可想而知。

开镰那天，天刚放亮，母亲早已下厨烧饭洗

衣，父亲将我们兄弟三个从睡梦中叫醒，一人一

顶草帽、一把镰刀、一幅箩筐，我们跟着父亲走出

家门，来到田畈。

早饭是母亲煮好的一大锅南瓜稀饭，回家吃

过早饭，父亲和我将打谷机抬到稻田当中，两人

一组，我和哥哥负责踩打谷机，母亲和弟弟负责

搬运、传递之前割下的稻穗，父亲则忙着将打下

的稻谷装入放在路边的箩筐。 此处打完，我们便

一人一个角，踩着烂泥，合力将打谷机向前拖进

至另一处，再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循环往复，一

直到将该块稻田的稻谷全部打完为止。父亲年壮

力足， 往家里挑送稻谷的重体力活多由他来承

担，但是稻谷实在太多，光靠父亲一个人根本来

不及运送，于是我们也都要加入到运送稻谷的队

伍中来。 那时，我们还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母

亲担心累伤着我们，便一再叮嘱父亲给我们的箩

筐里少装一点。 挑起装满稻谷的箩筐，赤脚行走

乡间的泥土路上，趔趔趄趄。

农时不等人，农事不可误。双抢期间，每天都

像打仗一般，不允许有片刻的拖延和耽搁。 早上

5

点出门，

7

点左右回家吃早饭， 休息半个小时，

便要出门开始上午的劳作， 一直到中午

12

点再

回家吃午饭。 饭后随便找出个蛇皮袋朝地上一

铺，往上一躺，就是一天中最惬意的午睡时间。我

们在父亲的催促下，再次走出家门开始下午的劳

作。 经过一个中午的曝晒，此时稻田里的水已被

晒得滚烫，踏着这滚烫的水，我们又开始割稻、打

谷，或者插秧、耘禾，不一会儿便全身大汉淋漓，

身上的背心早已被汗水所浸湿，湿得都可以拧出

水来。

等到夏粮一卖，乡亲们的口袋就会变得饱满

结实起来，我们的学费也就有了着落。 随着双抢

的结束，我们又迎来了秋季开学的日子。 回到学

校，重新捧起书本，整个人的身心开始松懈下来，

而双抢带给我的苦和累将永远镌刻在我心中。

铅山天柱山乡距上饶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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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过了

林家十八弯，马路平坦，视野开阔。 我请廖师

傅开慢点，可以车览高泉河畔风光。高泉河对

岸是一长排雪白的楼房，廖师傅说，这是移民

搬迁和农垦职工旧房改造的自建房。 马路的

另一边是散落在蔡家坊村的民居。 整齐雪白

的房屋与绿色的田野相映衬， 也是城里人羡

慕的风景。

记得第一次来天柱山是

1992

年

7

月的

某一天，那是一场百年未遇的洪灾之后，应铅

山县朋友之邀，来天柱山采访灾情。

洪水过后的天柱山，说满目疮痍，一点也

不为过。高泉河畔的百年枫杨树连根拔起，老

桥头旁的一栋框架楼房连基脚冲走， 整栋房

子卷入山洪中， 几吨重的鹅卵石从河里移到

马路中央，这是灾情大片里的场景，在天柱山

乡“

92

大洪灾”中真实出现，乡里的百姓只能

眼睁睁看着家园被毁。那时，我妹夫在天柱山

乡工作，他和同事张正樑在通知群众转移时，

险些掉进咆哮的洪水中。因公路损毁严重，我

们随察看灾情的领导到天柱山时下车走了大

半天才到达乡政府。这场大山洪，过去整整三

十年，当年惨状，记忆犹新。

记忆深刻的还有，天柱山乡干部群众战

天斗地，抗灾自救的精神。当时，天柱山伦潭

工具厂、天柱山车木厂 、罐头厂还有出口订

单，从厂长到职工，没顾得整理自己的家园，

就忙着清洗车间泥沙， 让机器转动生产，赶

做订单，我采写的灾后重建报道 ，也被多家

媒体采用。 那段时间，妹夫在乡里数月没回

家， 还在上幼儿园的外甥坐在自行车上，看

到一个戴眼镜路人 ，激动地跟他妈说，爸爸

回来了！“ 戴眼镜爸爸”这个笑话，我们取笑外

甥好多年。

一别几十年，近乡情更怯。快到高泉河桥

时，有人说到天柱山了，发现左侧山边挡土墙

有个巨大椭圆造型，写着红彤彤的“ 天柱山”，

这三个红色大字，很是气魄。桥头边还有一个

广场，住在天柱山那几天，我每天会在高泉河

畔的府前路散步。现在的高泉河已经拓宽，一

条新建的大桥将河两岸的人连通。 也许久晴

未雨，河床裸露，巨大的岩石和鹅卵石突兀的

河面，形成了一条石头组成的河。河两岸是整

齐的楼房， 通往篁碧畲族乡的高泉路旁多是

正在经营的商铺， 乡里的农贸市场也建在这

里。夜晚，高泉河畔的纸茶广场，音乐响起，妇

女们换上畲族衣裙，翩翩起舞。看见这整齐的

街道，村民的楼房，听着开心的舞蹈，已经找

不到“

92

洪灾”的印迹。 是啊，跳舞健身的许

多村民那时还没出生呢！

天柱山乡有“ 河红茶之乡”美誉。 地势由

东南向西北倾斜， 最高点位于乌峰洞， 海拔

1350

米；最低点位于伦潭，海拔

169

米。 境内

有“ 乌峰洞”、“ 白石冈”、“ 尖峰顶“ 、“ 岭上岑”、

“ 篁碧岭”、“ 毛栗冈”、“ 云霁关“ 、“ 马岭关”等

山峰。这些地名与美景，分散在天柱山的崇山

峻岭间， 就是久居天柱山的人也未必全部到

过。

在天柱山避暑期间，我们慕名到了位于浆

源、紫源、佛寨三个行政村中间的高家山村。 一

栋栋木瓦结构的六榀屋沿山坡而建，屋后有菜

园，山泉从竹枧汩汩流下，还有一排排整齐的

风水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村前有株五百多年

的银杏树。 站在高家山村的岭上，有一览众山

小的气势，还能远眺伦潭水库的风光。

在天柱山乡， 我们还步行到连四纸发源

地浆源村，往返一万多步，出一身大汗，感觉

非常舒服。 可以说，从高泉到浆源，一路翠竹

青青，路下是田野和村庄，透过竹林拍村庄和

田野，无论怎样拍摄都好看。特别是行至有小

桃园之称的周家村， 白色的周氏宗祠衬着一

望无际的高标准农田， 好像是一幅自然天成

的村居图。

眼下，正是一季稻抽穗扬花时 ，看见露

水在禾叶上滚动，心里就有一种踏实感。 浆

源村民的房子非常整齐 ，门前可停车 ，屋旁

摞满了劈柴，有户人家还种了紫薇树 ，白墙

红花很是相配。 靠着山边，还修了乡村森林

公园。 再往前走是马铃林场。 过去农垦职工

和上海知青住过的石屋还在，墙上爬满了青

藤，有牵牛花点缀在青藤中 ，屋旁的山泉水

还在流淌，这是青春的记忆 ，只是当年的建

设者不知去了何方？

在浆源村茶马古道的牌坊前， 遇到一位

背着手散步的老人，我让老人小心脚下石头，

老人说没事。老人叫熊忠范，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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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熊忠

范说，天柱山长寿老人多，长寿的夫妻多，活

到九十多岁，不是稀奇事。

如果说天柱山只有自然风景，没有文化

遗存，绝对是你还没有去发现。 乡政府围墙

旁就有两个很大的旗墩，是一位叫熊步街的

人中进士时立的。 这个村庄因此叫熊家村，

现在居住的村民也大多数姓熊。走近旗墩一

看，石刻的字迹模糊，年代不详，旗墩上摆放

了花盆。

想起刚来那天在天柱山理发时，理发师

告诉我可以去上坊岭村看看，有茶场、村庄，

还有一把大茶壶。 果然，没走几百米，在高泉

路老桥的一个拐弯处， 就看见那把超级大茶

壶，壶嘴对着河，微微倾斜，告诉人们到了茶

乡，喝壶好茶。

听说上坊岭也有旗墩，于是又爬坡上行，

正是中元节下午三点多钟， 只见村庄鞭炮阵

阵，烟雾散去时，一长溜男士端着果盘走出，

盘子上放着馃、糕、水果、鱼肉，七盘八碗，很

是丰盛，原来他们到社公庙敬社公老爷。有位

村民还请我吃糖糕， 其它几位村民也热情邀

我到他们家喝茶、吃灯盏粿。 我问村民，听说

你们村里有旗墩。 他说有，并带我参观祠堂。

只见祠堂门口果然有旗墩，祠堂里写着“ 三登

堂”的堂号。

喜欢一个地方，思路会自动开门。

秋天就是这么干脆，改掉了“ 雨霏霏”的性情。 昨晚的台风

雨，早上一个招呼也没有就踪影全无。“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

起”，白居易的诗句带活了我的脚步。 从北往南走过信江上的步

行桥，顺着南岸人行道西行，几分钟就步入画境。 身边，书院路挽

起丰溪路把水南街亲切地兜在怀抱。 路面的车流转动喇叭的分

贝，一派进城赶场的节奏。 身前，面对建在三江口的亲水广场，感

受到不同的模式。 晨练的身姿， 开放起性情截然的形体之花。

“ 快”与“ 慢”的律动就像秒针和分针，以不同的步调同时运行在

时间的页面。

从东北口的大门走进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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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的亲水广场，所见虽

不壮观，但圆形的创意独树一帜。 和谐、自然、饱满的景观，表达

出“ 圆”的图腾寓意。 地面是圆的，脚底多彩的纹路泛起圆的涟

漪；名贵的树阵是圆的，环状排列，最后有了圆的收笔；最惊奇的

是银白色的钢雕一一“ 三清印月”更是圆的，三十米的身高，五十

米的体态，具备压爆眼球的效果。 仰望钢雕，可以满足缤纷的想

像：制式的圆润看上去就是吉祥的玉璧；体形弯弯分明是皎洁的

天月；金光熠亮

,

疑似嫦娥飞奔时遗落的银戒。 惊奇中，你会发现

“ 三清印月”巧妙地运用月牙般的玉身，下载了“ 三清天下秀”微

缩版的女神、巨蟒、观音、老道四大绝景。 如果是夜晚，每当射灯

彩灯多情地传递光波，佐以高压系统催生自然雾气的迷你情调，

三清仙境抑或美妙天庭的梦幻一步到位。

如果换成鸟瞰，三江口会是一番什么景致？ 在信江北岸每一

栋朝南的江景房，或者丰溪河南岸的高楼北望，每一扇窗台都是

绝尘的大看台。 我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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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从北向南俯看三江口，两幅画卷美

美大方地挂在房檐：一幅是水韵图：两水并成巨幅的“ 丫”字，头

朝东脚朝西，以她生命的恒定蜿蜒而去。 在线的动感，昭示饶城

气脉的张旺。 有友人来访，双眼盯住两江，随口丢出一句比喻：纯

正绿色的长领带，扮亮了城市的容颜；另一幅是大鹏图：亲水广

场的水边线，正是鹏鸟的长喙，嘴唇和头部钻进“ 丫”字的交叉

口，是口渴喝水还是扑水追鱼？ 任你发挥。 水南片区的民房居于

鹏鸟肩背，像片片顺滑的羽毛。 路边弧形绿化带和青翠的黄金山

为大鹏组装了双翼和翘尾，一副实足的鹏举模样。

望着眼前的江景，脑海里开始了时间的回调。 那时，家在信

江的南面，也是丰溪河的西面，尽管只是江水之隔，与城市却有

天地之差。 城里，对我这个出生在汪家园村菜农的孩子来说，是

真切的世外桃源。 我们生活生长在江河之洲，有半年出不去的时

间。 上半年老是发洪水，进村入户是常态。 后来，有了围堤的保

全，生命无恙，但道路不通，我们只好承受与外界交往常常“ 短

路”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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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后，雨带北上，河道进入“ 气血不足”的季节。一群又一

群赤膊的孩子在丰溪河蹚水打闹，焕发出天性的洒脱。 有时毫无

顾忌碾过沉水植物在三江口的泥巴岸登陆，尽管环境脏不拉几，

但我们爬上岸的兴趣只增不减。 乡巴佬上街， 得一时的光顾之

乐，都是由来已久的渴望。 那时的三江口，虽然只有沙子路，虽然

都是破旧不堪的土木结构的民居，虽然是记忆中的“ 蚊虫坑”和

“ 粉皮坊”，但不会影响我们心中的羡慕。 只要有路可走，即使路

况差，能走得起来就是心底子的舒畅。 骨子里的向往逼迫自己拿

出跨越江河的意气。

对视三江口的火热场景， 谁都能悟出策划者创建者的大手

笔，他们把地理科学娴熟地运用于历史的打造。 因为无论是亲水

广场或者是在建的项目之大门，都朝向三江口的两水汇合处，这

个交叉点在堪舆学形胜派的眼里就是来水口。 相反，项目的对角

线正是东南面的黄金山。 山，即视为去水口，所以，水口建筑，锲

合“ 西北对水开天门、东南背山闭地户”的华夏风水学。

再朝深处看，三江口是一处明显的凸岸，其边缘区域被称为

汭位。凡此区块，都是完美的吉水宝地。因为这个区间三面环水，

受到弯曲河道内侧半圆的护佑，常常外溢聚气养人、兴旺发达的

汭位效应。 我们的认知中就不缺黄浦江九曲来水庇护陆家嘴，赤

水河环抱其玉一一茅台镇等地兴盛贵达的经典案例。 还有不少

“ 攻于汭位”的思想渗透，天安门的金水桥，安阳殷墟的宫室都有

半包裹的水路。 收回视点，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三江口也一直

闪耀着这种汭位的地利灵光。 有辉煌有故事有底蕴，是三江口铭

刻在上饶人心中久久的印记。

说近一点，这里文风扑面，是赣东北大学的创办地，是上饶

师范、上饶卫校的老营盘。 电大、二中（ 客中） 、艺校那叫根深叶

茂。 了解上饶的工业，永远绕不开客车厂、机械厂、线材厂和酒厂

等等“ 新老物件”。

说远一点， 是广信府的衙门，是杨时乔、娄谅的出生地。杨时

乔，也被称为“ 杨天官”，官至吏部尚书，是明朝神宗皇帝的股肱

之臣。 他的政声政绩受人称道，他捐出皇帝赏赐给他的五千两黄

金，用于根治家门口丰溪河的水患。 其《 马政记》等多部巨制均被

《 四库全书》收录而流传后世。

今尚存叠檐盖顶的“ 时乔府第”，老百姓喜欢称之为“ 花大

门”。 娄谅，明代理学宗师，成就了“ 姚江之学”的王阳明先生就是

他的学生，其故居被皇帝御赐匾额一一“ 理学旧第”。 现今，整治

一新的“ 天官巷”、“ 娄家巷”延续了他们的根脉，这些历史的遗

存，将与正在新建的历史文化街区和水南街的整体改造，对接起

久远的时光。 正所谓“ 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

三江口的得势之地，不归于商业上高密度的掠夺开发，而是

高站位高品位地完全交给市民和社会，发掘最大的公益性、人文

性、可视性和滨江水域的通透性。 诚然，一方面是为做靓山水饶

城再涂抹一笔“ 文眼句”，另一方面添补传统文化的新课本、新记

忆，让历史的文脉如两江之水波光耀眼、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