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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酿
徐玉昌□

岁岁中秋，年年八月十五月儿圆，
难以忘怀的是儿时的记忆。

柔柔的月色照在故乡的小路上，
像一瓣瓣菊花飘落；在那些稻穗和落
叶亲昵的地方，月色又像蟋蟀的叫
声。每当人走一步，菊花落一瓣，蟋蟀
叫一声。月光如水的村庄，在高处的
有庄稼、炊烟、飞鸟的影子、母亲的话
语。更高的就是月亮，
“八月十五的月亮，像俺妈妈烙的

大糖饼，烙熟了太热，烫了俺妈的手，俺
妈一甩就飞到了天上。”

适逢刚看了几段希腊神话故事，再
搭上吴四儿的爷爷叫吴刚，不同版本的
故事被杜撰出来：“你爷爷在中国叫吴
刚，在外国应叫西西佛斯吧？”“胡扯，俺
爷爷可不是那样，他在砍柳条，不停地
砍，给生产队编稻谷囤。”

赵琳养的兔子丢了一只，每逢月圆
她都呆呆地望着天空，因为奶奶说，那
只兔子被仙子抱到月亮上去了，跟你招
手呢！

是啊，八月十五的月亮高挂天空，
那里有嫦娥、玉兔、吴刚、桂树，一幅美
丽的图画，至今仍让我向往。

我不喜欢吴刚伐桂的故事，无论是
哪个版本，都足够残忍。他被罚去砍一
棵桂树，但桂树有自愈功能，它被吴刚
一边砍，伤口一边自然愈合，这和前面
说的西西佛斯的遭遇一样。据说西西
佛斯触犯了众神，被罚推一块巨石上山
顶，由于石头太重，往往推不到山顶，巨
石就会滚落下来，就这样，西西佛斯从

古到今，直到永远，会一直劳苦下去。
人当有善念，我欣赏“吴质不眠倚

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的诗句。当中
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宣告响彻
环宇，神州十二号飞船航天员，在太空
遨游三个月后，安全返回祖国，中国梦
的大地飞歌，像三皇五帝开蒙以来的顶
级音乐，让吴刚怎能不停下来，斜倚桂
树，陶醉人间美景。

大凡跟月亮有关文字，都有着孤
独与安静的气韵。这绝非是作者有意
为之，因为月亮是安静的，自然是安静
的，月亮和自然教会了人们享受安
静。当然这种安静绝非是停滞和静
无，相反，而是深切领悟了月亮的孤独
生存价值后的联想和启迪，进而产生
生活智慧。

自然被划分为“有形自然”和“无形
自然”，而月亮竟是这两种自然的合
体。所谓无形自然，实际上是一种精神
象征，作为我们只能通过灵魂，才能觉
察到月亮的神秘和巨大。唯如此，我们
才能在月亮这获得启示，悟得生命与爱
的真谛。

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带着青
春的羞涩传唱，自然给与人类的慰藉，
乃至爱情的启迪，无疑是真切而直接
的，心灵与自然的深度融合，必然会有
爱的哲思与独特表达。月亮给与的爱
是安静的，安静的爱其实毫不隐秘，月
亮的永恒以一种精神的象征，喻指了
高尚。

也许性格的缘故，对“花间一壶酒，
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的情境，我不太欣赏，何苦呢？“我歌月
徘徊，我舞影零乱”，成了醉鬼、疯癫，吵
吵闹闹，无疑违背了月亮秉承的“柔静”
的初衷。

月全月缺极易给人禅意的思考
——圆则喜，缺则悲。“缺月来照屋角
时，西家狗吠东家疑”。凄凄惨惨，一日
月缺弄得村户不得安宁。可又有谁能
想到，一轮弯月像一柄闪光的银犁，耕
耘上天富饶星海的景象，让我们看到先
辈不倦的身影，以及聆听到祖先梦里的
鼾声。

我喜欢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
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

声一片”的诗句。十五的月亮爬上树
梢，惊飞了栖息枝头的喜鹊；清凉的晚
风送来远处的蝉鸣声。沐浴在花的香
气里，人们谈论丰收的憧憬，耳边一阵
阵青蛙的叫声传来，像似它们一起呐
喊：好个丰收的年景。
“咸水沽湾”，清亮的明月从柳树梢

上探出头来，八月十四的月亮已足够圆
满。花叶轻抚着人的头顶，岸亭周围盛
开着金色的野菊花。远处稻田尽管朦
胧，依然散发着金黄色的光泽。空气
中，浓郁的绿色气息，混合着稻香的沁
馥香气，让人有了阵阵眩晕的感觉。我
躲在月亮身后，拾捡着一路散落的欢声
笑语，还有那滚落草间的轻声吟唱。我
喜欢这样行走，心情如月光，融入但不
粘滞，安静却不寂寞。

一对年轻人坐在长椅上休息，月光
把一对身影拉长，轻轻铺敷在闪着银光
的马路上。他们两脚沾满了糯泥，大概
刚从稻田里忙碌回来，身上有着露水般
的清凉。女孩儿斜跨在肩的米色包里，
一株金黄的稻穗探出头来。尽管我没
看到整株稻穗，以及包里的所有，但透
过他们的神情、装束，尽管听不见，但能
感受到的缠绵话语，我看到了另一种存
在，那是一直隐藏在我们身后的生活。
有焦灼的等待、生长的疼痛和收获的甜
蜜。泥土、月光、汗水的味道，暗含着神
谕般的秘密，安慰着他们憧憬的人生。
他们站了起来，让我想到，朦胧稻浪正
在月光下蓄力，它们饱满鲜润的日子，
月亮告诉我就在眼前。

中秋夜，我思绪飞扬，看着天空圆
月，我的灵魂，袅袅如烟，游弋天地之
间。那灵魂，撩拨心弦，满载一船星
辉，扑朔迷离，柔情似水。月亮好美，
它轻浮在空中，皎洁灿烂，让我心驰神
往。我的四周，凉意袭人，那清爽，那
惬意，那无可名状的渴望，荡涤心间，
仿佛在梦里燃烧。那渴望，是突然降
临的，让我的思绪，微醺神游，弥漫伤
感，体恤天地的优美风光，洞悉人间的
风雨人情，感慨心灵的花香弥漫。

那年中秋夜，我远在他乡，那乡
愁，那浓浓的思念，化成盈眶热泪。独
自一人，第一次在异地过中秋，魂牵梦
萦的都是亲人，还有家乡的山水，妈妈
的菜肴。魂不守舍，思绪不宁的，那是
乡情，是乡愁，更是乡念，这些痴念在
灵魂里缠绵，淡若青烟，幽然灵动。仰
望天空一轮圆月，眼眶已经湿润了，隐
隐约约的，什么都看不见，挂在眼前
的，只有模糊的光影。感觉自己仿佛
一个弃儿，莫名凄切，独上心头，隐在
风里，失落在心间。是呀，“不知乘月
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我当时想，
乘月人归，摇情江树，这是古人张若虚
的梦境喜悦，也是我的渴望，我的思
念。那梦里，魂归江天，鸿雁长飞，鱼
龙潜跃，闲潭梦落花絮，沉沉的斜月
里，风起云涌。

我想，圆月是中秋的灵魂，那圆
梦的理念，是灵魂寄托的根须，是天
长地久的祝福。所以，中秋节也称
“团圆节”，那天空的玉盘圆月，寄托
着千家万户的团聚情思。中秋节，还
称“祭月节”，在中国人的敬月信仰
里，生生不息，传达出天人合一的哲
学思考。人在中秋，看着圆月，思归
心切，对故乡的思念回归，对家人的
团圆渴望，化成民俗的火种，月光的
风情，丰收的喜悦。那心境，犹如欢
庆的锣鼓，点缀在诗意高挂的天空，
圆梦天地，美轮美奂。那圆月，是有

分量的，很重，很厚，源远流长，贮存
在我们的血液里，成了一种文化基
因，淡香深郁，让人心醉。

我还想，中秋夜月，那月球距离地
球最近。所以说，此时的月亮最大，也
最鲜亮。那月，就是最大最圆的灵魂，
在我的目光里，摇曳着圆的光晕，天地
风情。我想，那是中秋之魂，是月亮之
魂，也是人情之魂，更是生命之魂。中
秋，是为了喜庆丰收，所以早在《周礼》
中，即有“中秋献良裘”与“中秋夜迎
寒”的说法。自古，中秋庆祝丰收的方
式，精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比如江
南扎灯笼，香港舞火龙，广州树中秋，
傣族拜月，苗族跳月，侗族偷月亮菜，
高山族托球舞等。那丰收的喜庆，仿
佛燃烧着的中秋灵魂，在生活里，在节
日欢庆的气氛中，形影相随，如香火草
龙，狂奔飞舞。

总之，人伦精神，蕴藏在中秋的记
忆里。那是传统的愿景，民族的情思，
民俗的渴望，更是灵魂的歌唱。感受
中秋精神，体悟它深藏的妙蕴，思考它
文化根脉的血液流淌，还有庞大精神
体系的无边风光，它是中华人文天空
的美好图景，生命的夙愿，人情的图
腾。中国人，循天时，重人伦，这是中
秋佳节的意义，也是感念上苍的意义，
天地的恩赐，让我们灵魂歌唱，也让我
们放声歌唱。人在中秋，“敬天礼地”，
是传统的习俗。那对天神的敬仰，对
地祗的膜拜，仿佛灵魂的灯塔，亲近而
遥远。我感觉，那中秋里的所有祭拜，
都指向了一个“爱人”的情结，就是对
心灵之神的崇拜。
“旦复旦兮，日月光华。”那月的光

华，是中秋夜悬浮的灵魂，皓然的情
韵，明亮的光焰，让人精神振奋，灵魂
飞翔。那光华，在月色里，也在诗歌
里，因此就有了“海上生明月”，“天涯
共此时”，还有了“但愿人长久”、“千里
共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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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首）

陈涴逸□

◆诗海采贝

静静的朗照

徐徐的送爽

千般光色都退避了

面对这无暇的明莹

万种声响都消失了

让位这清醇的宁静

朦胧的月投来凝视

含着微笑温情

袅袅的风伸出素手

爱抚这般柔这般轻

岁月静止于此

记忆飞扬如昔

浮于红蜻蜓的亮翅上

穿越人生

开始盛放，一年的秋意

交出最大的浓烈

月光中的桂子落下

天空中的云朵飘然

琥珀色还是她的容颜

一见倾心还是她的清雅

香醇、浓厚、微甜

在中秋之夜里

阵阵桂香沉醉了人间

饮下去吧

无论是哪一方的游子

这袭桂花酒香中，都有故乡

都有数不尽的思念

桂花酒香

陈赫□

今夜，家园灯火可亲

每一缕月光

都是心弦上暖暖的歌

这是一年中最美的时候

桂花与秋菊争辉

美酒同月饼飘香

今夜，八仙桌成就天圆地方

思念牵手思念

温暖拥抱温暖

这是一年中最甜蜜的时候

大地明亮，山河入梦

天上人间，花好月圆

月亏时

恍若一支

柔若无骨的桨橹

摇不动漂泊的思念

人和世界 无声无息

都碎成

投石于水的涟漪

我们体味到一丝感伤

月半时

宛如一枚

青中泛黄的霜叶

依旧继续积淀着

千年的深情

轻蹑涉梦之足

悄燃幽邃之火

我们不曾遗忘

也无法遗忘

而今宵

月圆 分明就是

一封寄来的家书呵

一页页打开

纵然翻到天荒地老

都是读不完的眷恋与相思

飘散缕缕菊香

让长夜和泪痕

变得异常温馨而浓烈

中秋夜语
清辉如霜 有一种距离

铭刻夜的深度

时间静止了 月光下

一朵莲花的眸

从根部穿过内心

瞬间 击中一尾鱼的

记忆

梦辗转难眠 思念和夜

轻轻一擦 有一种火焰

静静燃烧

月满额头

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

粮食颗粒归仓

游子重返故乡

林歌

今夜，举一杯辣酒

勾兑些许月光，与亲人和朋友

分享这星空的辽阔

月光下两棵树的影子

被秋风推来推去

仿佛两位朋友在忙于行酒令

酒令似歌声，高于天空的存在

激活了满天的星斗

和枫叶醉人的红，不胜酒力

装满月光的酒，似一剂良药

浇灌我故乡的桑田

使身体里的明月有了归宿

装满月光的酒

乔庄河□

□

白露刚过，夜风清凉。窗外

树枝头亦有融融月色。哦，不觉

间，又到一年中秋了。月光皎

洁，浓烈了多少游子思乡的梦；

月影摇曳，映照了多少亲人盼归的愿！

中秋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承载着人伦孝悌的血脉

亲情和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

想起小时候，和家人在月圆之夜围桌团坐，等着父母一块一块切

分月饼，一起赏月的日子；想起中秋节那些美丽的传说，比如奔月的嫦

娥、伐桂的吴刚、捣药的玉兔……在这清辉闪烁，月圆情切的温馨时

刻，让我们将乡情、亲情、爱情、友情与诗情一起传递，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

明月朗照 丹桂香浓

在度过的诸多中秋节中，留给我
印象最深的一轮满月，是在那年的故
乡渡头。

那时，城乡交通不发达，离村三十
里地，有一条大河，河面很宽，水流潺
湲，是出乡的必经之处，当时没有架桥，
只能靠摆渡过河。那处古渡头，有一
座离亭，一作避雨之所，二作离别之用。

一尾苍黑的老木船，舷上架着一
双暗黄的橹，作渡客公用。无人时分，
船影静静，时有白鹭悄立，有一种“野
渡无人舟自横”的妙境。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中秋之夜，
我从城里学校回乡团圆，因列车晚点，
步出月台，只见一盘皎月已上东天，银
辉朗朗，清光润润。因担心家人担忧，
我一路疾行十余里，当抵达渡口时，只
见眼前一脉河川，天高地迥，夜气薄
凉，江草凝碧，那一轮皎月，正浮在青
天，与河面十分亲近，仿佛从河中沐浴
完毕，方才升起。

时已近午夜。正发愁一个人怎么
过河，忽然听见从离亭里传来一声轻
咳，走出一个人来，定睛一瞧，原来是
父亲！他几步上前，一把接过我的行
李，便问：饿了吧？知子莫如父，他这
一问，我感觉饿意来袭，步子软了，走
不动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满脸慈
爱的笑：夜太晚，要不，咱们就在船上
过节吧？你娘也是这个意思。感觉在
河船上过中秋挺新鲜的，我点了点头。

依照乡间风俗，他从柳篮里一一
取出碗碟，里面装有月饼、河蟹、鲜藕、

毛豆、芋头，还有一大坛桂花米酒，然
后摆上筷子，一任船儿随波逐流，父子
俩对饮了起来。数杯饮毕，放眼而望，
但觉水天一色，了无纤尘，月悬渡头，
飞彩凝辉，人若身处水晶宫中，河水散
发出久违的藻香，让人感到十分熨帖
而舒畅。

在我印象里，父亲一向很严肃，不
知为何，在那个中秋之夜，他竟畅怀大
笑，提起我儿时的往事，关心我城里的
生活，询问未来的打算，不时惊起苇间
的几只夜鸟。曾几何时，我是一个极
其叛逆的小子，在一次次的逃学中，被
他追至这条河边，亡命一跳，暗渡水
底，惹得他又痛又悔，一个人失神地望
着河水发呆，良久、良久；又曾几何时，
我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于锣鼓喧
天中踏上这一条渡船，从此走出乡关，
成为父亲眼里的骄傲，父老乡亲教育
子女的榜样。

一直对饮到酒坛空空，天上的天
空与坛里的天空一样静，露水打湿了头
发，父子俩才缓缓荡舟登岸。回首，河
上又恢复了平静，水更明了，月更亮了。

如今回乡过中秋，渡头依旧，荒草
丛生，离亭零落，老船已朽。回首，父
亲已远离我们很多年。在河流之上，
一桥飞架南北，桥上车来车往，不舍昼
夜。年光似水，匆匆不停，多少年过
去，多少地方多少脸都淡漠了，唯有那
一年的那一轮满月，永远印在我心底，
温暖、温情、温润，涂满了一个父亲的
永不变的爱……

河上过中秋
□ 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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