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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大了，圆了，亮了。
在小娃的心里，月亮是一座宫殿，住着

不是夫妻的吴刚和嫦娥，有桂树和玉兔陪着
他俩。月亮也是一种特殊的食品，隔上好几
年，金蛤蟆吞吃了它，又吐出来。

月亮和小娃一样，喜欢调皮淘气。她有
时早早爬上东山，有时日升还没西落。有
时，她变成一块金黄的锅盔，有时挂出一颗
鲜红的气球。每月初，她伸出一苗挑刺的银
针。接下来，弯成一把镰。渐渐地，磨成秃
秃的锅铲。她一直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直
到这天，烙出一面大大的月饼。

这天八月十五，是中秋节。
午饭蒸的是刚刚碾出的新米。大人添

水，笼火，锅板里冒气，水滚了，开始下米。
小娃眼巴巴地瞅着，希望大人多下些，但大
人看数只下那几把。米锅里冒出泡泡，耳里
只有那咕嘟咕嘟的声音。米汤被瓢撇净，浓

白如牛奶。接下来用小火慢慢煨，热气一直
冲击着锅边围的抹布。终于，米饭蒸熟了，
舀到碗里，白生生，香喷喷，一粒粒恰似珍
珠。一颗也不能撒。

这时的菜肴，正是这个季节最新鲜的馈
赠。豇豆、山黄瓜、南瓜、西红柿、茄子、辣
子，五颜六色。套种在玉米地里的豆角，昨
天下午方才摘回来。加上家里从过年开始
吊到现在的最后一块腊肉，特意保存的干萝
卜片、洋芋粉，以及新做的酱豆，刚割的豆
腐，称来的豆芽，一起成为舌尖上的美味。

这一天，所有的小娃，不必当“拾粪官”，
不必做放牛娃，不必上坡割柴，不必……做
平时很烦的农活和家务。他们随便疯，到处
野，下河里逮鱼，树上摘红柿子，墙眼里捉麻
雀。甚或，他们好奇地扒开一株浓密的红薯
藤蔓，不断沿根往深处掏，好哇，露出一兜雪
白粉嫩、探头探脑的笑脸。

月亮终于升起来了。田野，河流，远山，
街道，人家，大树，沐浴在皎洁的月色之下，披
上了一层朦胧的白纱。匆匆吃罢特意烙的月
饼和炸的油馍，小娃们箭一样地窜出了门。

一项专属小娃们的活动开始了。
在大竹林关，迄今一直流传着“摸秋”的

风俗。八月十五这晚，主家地里的花生，地
头的向日葵，菜地里刚刚露头的葱和蒜苗，
早种的红白萝卜，还不全熟的梨、苹果、柑
桔、葡萄等等，小娃们半公开半隐秘地摘一
点，拔几苗，这种淘气害人的行为，不能算
偷，叫“摸秋”。主家不能骂，更不能打。

“摸秋”在这里还有特别的喻意。比如，
拔几根水灵灵的葱，是希望长大聪明。摘两
苗大蒜，希望脑子灵光，会算数。摘一颗老
南瓜，或者大葫芦，用墨汁画上小娃的五官，

“悄悄”地送给一个久不开怀的妇女，这妇女
极有可能生下一个木椟娃，并给取个瓜娃、

葫芦娃的小名。这里几乎每一个人家村子，
都有几个一直叫到老的葫芦娃和瓜娃。

有点无奈的主家，平时看的有狗，在院
墙、树上层层严罩野刺，这一晚也只能尽量
睡得迟一点。这些“提防”的措施，对于那些
存心已久的小娃，都不是问题。约齐之后的
小娃们，蹑手蹑脚地靠近，极有耐心地等
待。终于，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明明月光
下，心嗵嗵地直跳，疾速地破除万难，然后风
一样地逝去。

次日早，小娃们仍有一丝忐忑不安，更
多的却是激动和快乐。他们你一堆，我一
堆，悄悄地交流昨晚的经历，分享那“摸”来
的瓜子、梨、柑桔、葡萄。这些平时很少尝到
的稀罕物，一人只能掰一牙，或者吃一两
颗。但是，那种新鲜甜蜜的滋味，那种有惊
无险的刺激，从此铭记在心，历久弥新，成为
难忘的记忆。 （作者供职于商洛公路局）

小时候，八月十五这天中午，总能吃到一
碗核桃饺子。不是大伯母用花瓷碗端来的，就
是正好下雨天母亲趁着农闲亲手包的。那一
碗酸汤核桃饺子，至今让人回味无穷。

农历八月十五，秋收正当时。母亲不是忙
碌在豆田里就是玉米地里，秋天日渐成熟的庄
稼催着她早出晚归，顾不得歇下来，中秋节和
包饺子时常被忘记。而每到八月十五这一天，
总会有惊喜。不等从地头赶回的母亲生起炊
烟，大伯母总会笑盈盈地端着一花瓷碗饺子送
进门来。那时堂哥堂姐们都近成年，总感觉伯
父伯母对种庄稼和过日子驾轻就熟。不像我
的父母，父亲忙着教书的事，农活担在母亲一
人肩上。“一头沉”的生活好似时间和经验积累
不足又不得要领，他们总是紧紧张张、忙里忙
外，不能兼顾。

大伯母端来的饺子好像总是不经吃，不一
会儿，碗里就所剩无几。但那悠长的味道和节
日的喜悦却要伴随我们一整天挥之不去。如
果不得空，在我和弟弟妹妹的意犹未尽里，母
亲总会应承等闲下来也给我们包核桃饺子吃。

好容易等到雨天不出工，母亲便着手包
饺子。

早饭后，给灶膛里煨上火。母亲盛出一小
编篓干核桃，用榔头在房檐台的青石板上一个
一个砸开，剥出核桃仁。这时候大铁锅的火候
刚刚好，把核桃仁倒进去焙出香味，搓掉核桃
仁上的果衣再倒回案板，撒上盐，用一只大瓷
碗侧立着，一手扶住碗口，一手摁住碗底，将核
桃仁碾碎成泥直到出油。父亲刚从菜地里拔
回来的白萝卜和红萝卜要切成丝，焯水攥干，
佐小葱热油泼香。将香喷喷油滋滋碾成泥的
核桃仁倒进萝卜菜里顺时针搅匀，红、白、绿色
的萝卜和小葱与核桃仁融合，五颜六色的饺馅
就做好了。接着做饺子皮，母亲做饺子皮不用
一个个去擀。而是将饧好的面团擀成一整张
面饼，再找来一个大小适中的瓶盖，在面饼上
沓出一个个圆圈，除去边角那一个个圆圈就神
奇地变成了一摞饺子皮。母亲包饺子又快又
好，她把饺子皮摊在左掌心，放上一大坨饺馅
对折，右手拇指和食指一点点捏过去，月牙形
的饺子就包好了。有时来了兴致，她也一点点
用拇指盖将饺子捏好的边再翻上去摁在紧贴
饺子肚的地方，一个精致的莲花边饺子就做成
了。核桃饺子容易出油，包饺子边儿必需捏紧
实，否则不但饺子会露馅，还会殃及饺子汤变
浑浊。

核桃饺子油腻，蘸料汁吃几个就会饱腹，
不如做成酸汤水饺吃着爽口。用上好香醋炝
锅，酸汤里飘上香菜，刚出锅的核桃饺子盛到
碗里浇上滚开的酸汤，一道美味就做成了。咬
一口，核桃的爨香和萝卜的清甜扑鼻而来，咸
鲜而不腻。一连几个饺子下肚，再就一口酸
汤，于秋风初起、月到中秋时节，那吃着才叫一
个煎活、舒坦。

第一锅饺子煮出，安顿好弟弟妹妹和父亲
的吃食，母亲便盛好一大碗饺子，尝了又尝锅
里的酸汤才浇上去，确保满意才差我给大伯母
送过去。大伯母是妯娌里锅灶最好的，母亲总
是谦虚地向她学厨艺，就连包核桃饺子她也丝
毫不马虎。

留在记忆里的中秋节，尽是享用中午那一
顿美味的核桃饺子的喜悦。

那些年，物资匮乏，用有限的材料做一手
好饭让全家人吃得舒心、把平淡的日子过得和
和美美，那是一门学问。母亲和伯母们一直勤
谨地研习着各自的厨艺和生活技能，一门心思
要把日子过到人前头去。
（作者供职于宝鸡市秦龙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转蓬行地远，
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栖见羽毛。此时
瞻白兔，直欲数秋毫。”

清辉冷冽，从天穹洒落，点缀了林荫草地；
满月辉光，似明镜高悬，映照出游子的归心。逼
仄小径上，有人背负着行囊，踽踽独行。他步履
蹒跚，凝视着脚下的洼地。一步，一个脚印，他
慎重地绕开泥淖，走上坡地，时而轻声吁叹，时
而傍树而坐。

“还有多远呢？”他怅然，拍打身上的尘垢，
抬头远眺。山影重叠，黑压压的树木轮廓彼此
交缠，像是一根根穿插在鸟笼上的铁杆——他
觉得自己就像笼中扑腾的候鸟，对着远方的故
乡望眼欲穿。

他终于走出小道，又见眼前的蓬草飞扬，忽
地暗自神伤。

“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转蓬行地远，
攀桂仰天高。”

全诗的前四联将月亮比喻成“明镜”，化用
吴刚伐树的典故，又将自己比拟成飞蓬，凸显出
自己漂泊无依之感。寥寥数语清楚地勾勒出作
者内心的思乡之苦。

唐朝的段成式在他的作品《酉阳杂俎》中
写：“月桂高五丈，下有一人，长斫之，树创随合，
人性吴名刚，西河人，学仙，谪令伐树。”传说吴
刚犯错，被天帝勒令在月宫上伐树。然而桂树
神异，伐一段又长出一段，永无休止。

吴刚渴望归乡，渴望获得天帝敕令。他一
遍遍地伐树，一遍遍地劳作。心中的乡愁让他
折断了斧头，然而望着桂树，他又只能喟然长
叹：“天何其高，归乡之路何其遥远。”

古希腊神话中，搬石的西西弗斯从劳作中

升华了自我意志，把搬石当成生命的艺术。而
古中国神话中，伐树的吴刚凝练了自身的情绪，
把思念收拢进了一段又一段伐树的日常之中。

本诗的前四联正是杜甫与古中国文化一次
无声的交谈。同样身处唐朝的杜甫，他的思念
让他抬头从“明镜”般的月亮中看见了吴刚，看
见了伐树折刀仍不肯散去的乡思之情；看到了
桂树，看到了回乡的天高路远，看到了漫漫长路
的艰辛：自身如“飞蓬”漂泊，又在何处能找得到
永远的故乡呢？

“水路疑霜雪，林栖见羽毛。此时瞻白兔，
直欲数秋毫。”

从神话的联想中挣脱出来，旅人再度踏上
归途。然而现实中抵达了湿地，行路上困窘重
重。那水面如同霜雪般冷透了诗人的心扉。半
梦半醒间，他看见鸟儿的光泽的毛羽。

一时间，诗人有些恍然。那是鸟儿还是天
上的白兔？这里是归乡的路上还是清冷的月
宫？自己看见了月宫奔忙的兔子，甚至要数出
它身上的毛羽来了。

归心急切的杜甫，把自身的旅途当成了在
月宫的旅途。那吴刚如此思乡，竟然伐树折
刀；那白兔竟如此分明，毛羽纤毫毕现。

全诗后四联借用“水路”、“羽毛”的意象做
出联想，延伸出月亮上的“白兔”典故。然而思
乡的人并非吴刚，而是颠沛的杜甫；他看见的不
是白兔，而是旅途之中，乍现的一景。十五望
月，这种虚实交汇的写法衬托出诗人浓郁的思
乡之情。

夜月之下的乡愁，就此在这种朦胧的梦境
中弥漫开来。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富平管理所）

中秋月

是母亲望着门外的月光

把心底深情的企盼

一遍一遍，揉进面团里

在锅灶上翻来覆去

烙出美味的烧饼

饥肠辘辘的孩子

从四面八方回家

你一口，他一口

又圆又大的月亮，渐渐

剩下越来越小的另一半

异乡漂泊的亲人

无论身在何处，此时

只要被柔情的月光抚摸

就不会迷失方向，不会

离家过于遥远

花萼相辉楼，简称花萼楼，始建
于唐开元八年，位于今西安市兴庆宫
公园内。

此楼高35.3米，规模宏伟，紧邻
墙外的市民巷街。开元、天宝年间，
唐代的繁荣达到了鼎盛。不但经济
繁荣，文化艺术水平也达到了兴盛的
顶点，其中音乐、舞蹈最为辉煌，兴庆
宫花萼楼就是欢庆的典型代表，虽毁
于后唐的战火，但也一度享有“天下
第一名楼”的美誉。

史料记载，继承唐睿宗李旦帝位
的当是嫡长子、唐玄宗李隆基的哥哥
李宪。但是，因李隆基不但骁勇善
战、战功多多，且在公元710年与太
平公主发动宫廷政变，拥其父唐睿宗
李旦复位，为李家夺取政权立下了汗
马功劳，睿宗想立李隆基为太子，却
不合旧礼，想立李宪又心有犹豫。李
宪知父皇在储君一事上十分烦恼，便
对睿总说，储君是国家的职位，太平
时节就以嫡长子为先，国难之时就应
归于有功的。若处理不当，则海内失
望，于国于民都不好，并请求不要立
其为储君。”睿宗万万没有想到李宪
会推让储君之位，且自此之后，李宪
三天两头到宫里，请求千万不要立自
己为储君，以免引起兄弟阋墙的悲
剧，言语非常恳切。最终，睿宗立李
隆基为太子。

抛开李宪推让储君的各方原因
不讲，他这一让，竟然迎来了大唐的

“开元盛世”，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
段“让皇帝”的宫廷传奇。

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感念李宪
德行义举，在兴庆宫专门修建了花萼
相辉楼，邀请诸王同他上楼作诗饮
酒，以示兄弟间的深厚情谊。

那么，中秋节与花萼楼有什么联
系呢？《旧唐书》卷八记载：“八月癸
亥，上以降诞日，百僚于花萼楼下。
百僚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
王公以下献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

令？乐，休假三日，仍编为令，从之”。
开元十七年八月初五，唐玄宗在

花萼楼以庆祝自己生日宴请臣子，大
摆酒宴之后，尚书左丞相源乾曜和右
丞相张说率文武百官等上表，建议把
玄宗的生日八月五日定为千秋节，放
假三天，寓意唐玄宗千秋万代，更含
有秋天丰收，千秋长久，代表着百姓
的愿望。唐玄宗十分开心，并在以后
的八月初五这一天都大赦天下。

后来，唐玄宗对于千秋节这个名
字又不满意，将其改成了天长节，到
了儿子唐肃宗李亨登基以后，也效仿
自己的父亲唐玄宗，给自己的生日取
了名字叫地平节。唐肃宗的生日在
九月初三，跟唐玄宗的生日就离了一
个月多月，两次操办生日劳民伤财，
便将两人生日的折中这一天，也就是
八月十五。

以上说法当然有待考证，但花萼
楼成为唐朝节日欢庆所在，这一点毋
庸置疑。遥想中秋大宴之上，满座绣
衣，佳肴名膳，歌舞百戏，山车旱船，
爬高杆走钢丝，举石鼎钻刀圈，胸颈
顶刀，倒立行走，戏马斗鸡。宫女如
花以珠翠装饰，以锦衣添彩。击雷鼓
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又
引大象、犀牛入场表演。此外，还有
颜真卿的书法，吴道子的绘画，公孙
大娘的舞蹈，念奴的歌声，李龟年兄
弟们的演奏表演……可谓是花团锦
簇，美不胜收。百姓们也会在此时，
欢庆丰收。

花萼相辉楼的盛世奇观，给人们
留下的也许不仅仅是极尽热闹的欢
庆场面，这座彰显兄弟情谊的皇家建
筑，还以建筑的形式宣扬着儒家的孝
悌文化，以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昭
示着无论是贵为天子的皇帝还是布
衣百姓的平民，同胞之间都要相互团
结、手足相依，这也是我们的中秋节
所一直沿袭推崇的吧。

（作者供职于陇县公路段）

月亮光光
■ 商 竹

十五到了没？没有。十五到了
没？没有。十五到了没？到了。把你
娃子女子往出吆。

—— 陕南童谣

核桃饺子
■ 刘小会

中秋月（外一首） ■ 月亮红

梦幻中秋 绘画 / 王建亮

（作者供职于西延分公司富县管理所）

夜月下的

乡愁
——《八月十五夜月》诗赏析

■ 韩 敏

大 唐 花 萼 楼
■ 王 斌

桂 花

一个季节被另一季节撵走
桂花就哗啦啦地盛开
如乡间的流水席
一拨刚走，一拨又来

金黄，桔红，摇曳成街景
朴素的妆容，即便
一再被雨水冲淡
馨香依旧凝重而悠远

这天生高贵之物
与我无关，与奔命者无关
栽种桂花的人，没有闲暇
坐下细品一杯菊花茶

妻子前几天提醒说
我快过生日了
哦——时序不觉
又近农历八月

桂花每开一季
人就变老一次
这些年，我淡忘了许多事
其中包括荣辱与生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