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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 旧时天津过中秋的习俗
高伟

天津是一座移民城市，百姓“九方杂
处”。移民城市的最大特点就是文化包容，
天津的年节习俗也是兼收并蓄，因此天津的
年节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旧时天津百姓过
中秋节除了拜月、吃月饼之外，还有爬月、供
“兔儿爷”等活动。

1.拜月

拜月是旧时天津中秋节的重头戏。中
秋之夜，玉盘高挂，月光如银。各家在院中
摆下桌案，放上石榴、西瓜、苹果、月饼等物，
民俗谓之“拜月”。

2.吃月饼

月饼是用面裹馅食烤制或烙制的一种
圆饼状食品。清代后，月饼的制作工艺有了
较大提高，品种也不断增加，糕点铺、蒸食铺
都在中秋前出售月饼。那时天津的普通百
姓，并没有多少钱去糕点铺购买月饼，大部
分是在家中自己烙制，叫“家常月饼”，也叫
“家烙”。虽外观不及糕点，但真材实料，并
可为家人平添节日气氛。制作月饼时，先炒
制一大碗油酥，然后在锅中化开白糖，放入

芝麻、瓜子、核桃仁、瓜条、青红丝，倒入油酥
面，搅匀，当做馅料。白面和好揪成剂子，压
扁，裹上馅料，放入月饼模子，压实，用力磕
出。铛上抹油，把月饼放入，微火烙制，两面
金黄，甜香扑鼻，家常月饼就烙好啦。

3.爬月

中秋之夕，天津还有“螃蟹爬月”的习
俗。上世纪50年代后，渐不为人们所知。所
谓“爬月”，实为游戏。节前买几只河蟹，养
在盆中，中秋月圆之时，用铜钱儿包裹纸捻，
绑在螃蟹背上，蘸油点燃放到院中，任其四
处爬行。民国年间，冯文洵先生的《丙寅天
津竹枝词》中就有一首写“爬月”场景：“买蟹
归来不忍烹，今宵更任尔横行。相传爬月占
休咎，纸捻燃灯照眼明。”

4.供“兔儿爷”

“兔儿爷”是天津百姓对传说中月宫捣
药的玉兔儿之尊称，因相信“兔儿爷”能给人

间带来祥和与安宁，故此，中秋佳节，除了赏
月和吃月饼外，还要买只“兔儿爷”供在屋
里，增加节日气氛。
“兔儿爷”是用泥或纸浆脱膜法制作的一

个拟人化的坐兔，金盔金甲，一副将军扮相，
头上两耳高耸，手持捣药铁杵，一身大红色的
战袍，端坐虎皮交椅，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只
有那不变的三瓣嘴儿，标记着这是位兔将
军。人们在桌上摆满了时鲜瓜果、月饼糕点、
什锦蜜饯，期盼着“兔儿爷”能给人间带来吉
祥和平安。兔将军身下的坐骑不同，其寓意
也不同，骑老虎的叫“伏虎将军”，代表勇敢、
刚毅和强壮；骑大象和骑羊的，代表吉祥、安
宁；骑葫芦的，代表福禄双全；骑鲤鱼的，代表
富贵荣华；骑麒麟的，代表诗书立家，或寓意
子孙满堂。

此外，还有供孩子们玩耍的“兔爷儿
车”，一个色彩斑斓的“兔儿爷”，站在木板儿

车上，双手持杵，脚下有药臼。拉动小车，
“兔儿爷”的药杵就会在药臼中捣个不停，两
只红眼睛一眨一眨，令人忍俊不禁。还有用
纸浆做的“兔儿爷”面具，胡同里孩子们几乎
人手一个，戴在脸上，互相追逐，满胡同跑。
还有布做的兔娃娃，憨态可掬。泥捏的“兔
儿爷捣碓”，真能动起来捣药。纸糊的“兔儿
爷”风筝，放到空中，两只眼睛忽闪忽闪，吸
引不少路人驻足观看。大街上糕点铺子则
卖形态各异的“糖兔”，用白砂糖熬制起沙，
倒入铸模，翻成各种形态的“糖兔”，绘上食
色，又好看又好吃，小的寸许，大的8寸。当
时天津四远香、祥德斋、桂顺斋都备有大小
“糖兔”，任人选购。

天津独具特色的中秋习俗，还表现在儿
童的服饰上，许多老人为家里的幼儿做了兔
鞋、兔帽。绣上两个红眼睛，缝上两只长耳
朵。给小孩穿上，寓意驱邪祈福、健康长寿。

中秋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日期
在农历的八月十五。中秋节自古便有
祭月、赏月、吃月饼、玩花灯、赏桂花、饮
桂花酒等民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
到后来人们逐渐把赏月与月饼结合在
一起，寓意家人团圆，寄托思念。

中秋节普及于汉代，汉代是我国南
北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融合时期。“中
秋”一词现存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汉代文
献，成书于两汉之间的《周礼》中记载，
先秦时期已有“中秋夜迎寒”“中秋献良
裘”“秋分夕月（拜月）”的活动。据记
载，汉代时，又在中秋或立秋之日有敬
老、养老的活动。

中秋节成为官方认定的全国性节
日，大约是在唐代。唐代时中秋风俗在

我国北方已流行。中秋赏月风俗在唐
代的长安一带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
都有咏月的诗句。北宋时期，中秋节已

经成为普遍的民俗节日，并正
式定农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
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小饼如嚼
月，中有酥和饴”的节令食品。
到了明清时期，中秋节已成为
中国民间的主要节日之一。

中秋节有许多别称，古时
有秋分夕月（拜月）的活动，故
称“月夕”或“祭月节”。因节期
在八月十五，所以称“八月节”
“八月半”；因中秋节的主要活
动都是围绕“月”进行的，所以
又俗称“月节”；中秋节月亮圆

满，家人团聚，出嫁的女儿回家团圆，因
此又称“团圆节”“女儿节”。中秋时节
各种瓜果成熟上市，亦称“果子节”等。

吃月饼是中秋节的习俗，中秋节秋
高气爽，月亮最圆，全家团聚——“人月
共圆”。正是这种人们希望团聚的愿
望，因而形成了中秋节吃月饼的风
俗。月饼象征着团圆，是中秋佳节必
食之佳品。

中秋月饼是谁发明的呢？我国古
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
在民间，每逢中秋，也有左右拜月的风
俗。据史料记载，早在三千年前，江浙
一带就有一种纪念殷商太师闻仲的“太
师饼”，此乃我国月饼的“祖宗”。汉代
张骞出使西域后，引进了芝麻、胡桃，为
月饼的制作增加了辅料，这时便出现了

以胡（核）桃仁为馅的圆形饼，名叫“胡
饼”。唐代，民间已有从事生产的饼师，
京城长安也开始出现糕饼铺。据传，有
一年中秋明月之夜，唐明皇和杨贵妃赏
月吃胡饼时，唐明皇嫌“胡饼”的名字不
好听，杨贵妃仰望皎洁的明月，心潮澎
湃，脱口而出“月饼”。从此，“月饼”的
名称就逐渐流传开来。

北宋皇家中秋节喜欢吃一种“宫
饼”，民间俗称为“小饼”“月团”。宋代
诗人苏东坡诗“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
饴。”说明当时的月饼制作已经比较考
究，味道甜酥，香美可口。民国时期，广
式月饼最为有名。1927年出版的《民

俗》周刊第32期载，中秋展出月饼80余
种，多为广式。极为名贵的有唐皇燕
月、七星伴月、西施酥月。

月饼发展到今天，品种更加繁多，
风味因地各异。已告别中秋节日食品
单一的功能，逐渐演变成四季皆可食用
的美味糕点。

月明中秋（组诗）

季川

越过结绳记事和刀耕火种

越过关关雎鸠和在河之洲

越过夏鼎商彝和秦砖汉瓦

越过万水千山和沧海桑田

那轮明月从唐诗里来了

那轮明月从宋词里来了

多少诗人

在那轮明月下久久徘徊

写下诗兴大发的诗篇

多少墨客

在那轮明月下即兴挥毫

抒发无法割舍的家国情怀

多少漂泊异乡的人

在那轮明月下苦苦思念

洒下梦寐里常流不止的泪水

是的，那轮明月在，祖国就在

故乡就在，亲人就在，炊烟就在

人人渴望的圆满就在

总有一轮明月当空照着

总有一场思念如数家珍

总有一次等待望眼欲穿

回家的路有千条万条

而最动人的就是

泪水慢慢铺就的那一条

每一个中秋，我们都在

团圆的呼唤下集结

每一片月光，我们都在

喃喃呓语中咀嚼过

每一次归途，我们都在

千山万水里跋涉了

血浓于水的亲情啊

那是我们可以栖息的港湾

炊烟袅袅五谷丰登的故乡啊

那是我们心灵的家园

那么真切，那么纯粹啊

思念像河水一样流淌

思念像河水一样流淌

中秋琐忆
潘玉毅

才觉得端午过去了没多久，中秋已
来到眼前。大大小小的超市里，进门处
的显眼位置都已摆满各种各样的月

饼。天气也转凉了，早已没有了夏日时
节的溽热。

就像蒋捷的《虞美人》和余光中的
《乡愁》里所描述的那样，人在不同年龄
阶段经历同一件事情，面对同一种情
感，内心里的感触是并不相同的。无论
看一场雨、听一首歌，还是过一个节，俱
是如此。中秋，当然也不例外。

小时候过中秋，心里盼得最多的是
月饼，因为月饼可以拿来吃。那时候，
小店里零食的种类不多，买来买去总是
常见的几样。到了中秋就不同了，即使
平日里节俭惯了的家长也不会表现得
太过吝啬，多多少少会买些月饼回来，
给长辈，也给自己的孩子们。

除了月饼，小时候关于中秋的记忆
里还留有桂花树的影子。大抵中秋前
后，桂花就渐次开了，黄颜色的小花儿
落满枝头，风一吹，香气随风而散，可跑

数里远。在农村，明明桂花树在围墙里
头，但是馥郁的香气却钻进了墙外行人
的鼻孔里。

如果院门没有锁，孩子们便会凑近
前去，摘一捧桂花放进裤兜或者衣袋
里，等回家的时候装入铅笔盒，这样打
开盒子，阵阵香气就会扑鼻而来；有时
也会夹进书本里面，等到时间一长，香
气已经没有了，但压过的痕迹依然还
在，就像人的回忆一样。

时光就像一叶轻舟，不知不觉就
已飘去老远。稍微长大了一些，多经
历了几件事，多读了几本书，心智也
渐渐地变得成熟起来。此时，除了口
腹之欲和赏花的心情，还多了点精神
层面的追求。偶然间，看到很多宋代
的书籍里每每提及“八月十五钱江
潮”，场面是那么壮观，便不由得萌生
了想要去看看的心思。这一阶段，中

秋与看潮之间，
就划上了“约等
于号”。

再到后来，
关于中秋的记忆
就同眼、耳、口、
鼻这些感官无关
了，它变成了一
种团圆的象征。
与年少时候的无
忧无虑不同，人在长大以后烦恼也会随
之而来。尤其当远离了故乡，秋上心头
便成了忧愁。每到中秋，最怕的就是月
圆人不圆。

有时候我也在想，国家安排中秋放
假也是大有深意。或许是想让那些长
年在外漂泊的人们，可以找个机会回
家，与家人一起团聚、共叙天伦。

事实上，过中秋的不只有人，还有

动物。寂寂秋光里，虽然还有几只秋蝉
停在树梢，但已没有了夏日的聒噪；与
之相对，秋虫唧唧，用“拉二胡”的声音
取代了“喊号子”的声音，在静夜里显得
别样宁谧。

年年中秋，今又中秋。中秋之夜，
明月当空，照亮万里，不由得让人想起
唐代王建的诗句“今夜月明人尽望，不
知秋思落谁家。”

一块儿月饼
马庆民

一提到中秋节，好像大伙儿瞬间
就都成文人墨客，像什么“海上生明
月，天涯共此时”“月是故乡明”“明月
几时有”……谁都会吟上几句，也似乎
都离不开月亮。

可是于我，对中秋节最深刻的记
忆，不过是一块儿月饼。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深知每年
的农历八月其实正是秋收农忙的时
候。中秋夜边赏月边吃月饼的这份闲
情雅致，是我若干年后才有的，那时的
农村可没这些讲究，秋收时节大伙都忙
得很、累得很。俗话说：“三春不如一秋
忙”，每天大清早，父母就要去地里掰玉
米、开花生、刨红薯，晚上回来还要忙着
摔花生、择棉花，从早忙到晚。

但是不管如何忙，中秋节那天，母
亲还是会“忙里偷闲”为我准备一顿饺
子。在我们老家，只要是重要节日，都
是会吃饺子的，貌似谁家不包一顿饺
子就不算真正过节。但对我来说，中
秋节的那顿饺子不是最重要的，最期
盼的是可以吃到月饼。毕竟饺子一年
可以吃上很多回，可是月饼，一年只能
吃一次，而且，每次也就一块儿。

儿时的月饼，不像现在有这么多
种馅儿。那时我只吃过一种馅儿：五
仁馅，令人念念不忘的，其实就是那

馅儿里糖的甜，简直是回味
无穷。

记得有一年中秋，班里
有一个同学所带的午饭居然
是两块月饼，他不停地拿出
来看一看、闻一闻，之后又放
回去，就是不吃。这把我羡慕得不得
了，我心想这个同学家里一定很富裕，
因为他可以分到两块儿月饼。

下课后，我见那位同学拿着月饼
跑出去，心想他一定是找个没人的地
方偷吃，就悄悄跟着他。没想到居然被
我发现了一个大大的“秘密”。只见那
位同学把月饼交给另外一个男孩说：
“哥，现在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我有两
块月饼了，现在轮到你拿去你们班了，
记得只能看、只
能闻，放学后咱
们再一起吃。”

第二年我也
想如法炮制，可
是不成，月饼一
到手，哥哥便忍
不住大块朵颐起
来，看得我直流
口水，心想先吃
两口吧，就尝尝，
到学校再吃剩下

的大半块儿。但是，一口咬下去，想收
也收不住了。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月饼在一年
四季中都可以随时吃到，尤其临近中
秋时，超市里的月饼琳琅满目，但是不
管价格多么昂贵的月饼，我都吃不出
儿时的那种简单却甜甜的味儿。

或许，对于常年漂泊在外的游子
来说，中秋节所承载的思念，不仅仅只
是一块儿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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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复校后的南开中学从海光寺六里台
“中日中学”临时校址正式迁回了位于西南城角四马路的
南开中学原址。新学期、新环境，加上刚刚考进来的新同
学，到处洋溢着笑语欢声，真是气象万千。

开学伊始，转瞬之间到了9月10日，这一天恰好是农
历丁亥年八月十五日，是我国传统的中秋佳节。于是，由
学生会组织中秋赏月文娱晚会，以资联欢。除邀请杨坚
白、任启南、喻期章、陈健民、李孟高等几位先生出席外，全
体住校的初、高中男女同学及部分走读生参加。晚饭后，
皓月高悬，映衬着校园公能亭的美景，文娱活动开始了。

范孙楼巍峨矗立，气象雄伟；东楼图书馆馆藏丰富，肃
穆静谧；瑞廷礼堂美轮美奂；四斋宿舍洁净幽雅，绵延迤逦
的长廊，绿柱红檐，构成校园的特色。公能亭高高建立在
土山上，可以攀登憩息，三五同窗在此读书谈心，如在画
中。这优美的校园校景是杨叙才先生精心设计、精心督
工，修缮兴建的。短短8个月的时光完成如此巨大的工作
量，令人钦敬。

东升的玉兔，光芒映照大地，南胡、秦琴、扬琴“三大
件”首先奏响了广东音乐，徐仁同学演奏的《平湖秋月》和
《昭君怨》，舒缓的乐曲把人们引入了宁静的遐思。乐声刚
停，就有人朗诵起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
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初中的同学也朗诵了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
是地上霜”诗句。京胡“过门”响起，有人唱起《武家坡》薛
平贵的唱段，“八月十五月光明”，应时应节，博得满场彩
声。我班的李大钧是个戏迷，紧继其后唱起花脸的唱段，
嗓音高亢嘹亮，吐字清楚，充分展示了他的功力和才华。
我表演的单口相声，令人捧腹大笑。陈健民老师拉起小提
琴《小夜曲》，更是高品味的享受。各宿舍能人辈出，演出
节目精彩纷呈，美不胜收。

走读同学怀着欢乐的心情，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中骑车
回家；住校同学望着宿舍窗口的茫茫月色进入甜美的梦
乡。那年的中秋赏月晚会和“复园”夜月，时隔70余年，仍
然回荡在记忆中，凝结着大家对母校眷恋的情愫。

中秋节溯源 漫话月饼
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