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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灵露

其实，好多年的中秋节，我一直处于“月圆
人不圆”的状态。爱人长期在外工作，每年的中
秋节都是我一人独过。

前几天，同学秋红又打电话约我去摘石榴。
去年中秋节，我坐了3个多小时的大巴到郑州北
站，然后坐地铁到西流湖站，秋红在地铁口接住
了我。我们开着车经过宽敞的大马路，又穿过乡
村弯弯曲曲的小路，最后到了广武一个村的田间
地头。

红色的石榴点缀在大片绿色的林子里，红
与绿的强烈对比一下子撞进眼睛里，宛若油画，
我立刻扑进了石榴园。

在我们的生活中，石榴因其色彩鲜艳、籽多
饱满，常被用作喜庆水果，同时石榴还象征长
寿、团圆和吉祥。看来，在中秋节和石榴来次

“约会”，是个不错的选择，既可以散心，还可以
用它表达心意。

早就听闻荥阳河阴石榴很有名，里面的籽
是软的，但也只是小小惊奇了一下，并没有太深
的印象。直到果农热情地掰开石榴让我们品
尝，嚼了几粒石榴籽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这石榴
的美妙。

每颗石榴籽都红红的，闪闪发亮，晶莹剔透，
如同红宝石般闪着光泽，吃到嘴里，甜而凉，润
而水。我忍不住剥了一把，一股脑送进嘴里，甜
汁瞬间充斥着味蕾。不一会儿，一个石榴就剩
下皮了，经过秋红提醒，才想起要去地里采摘。

到了地头，一串串火红穿过绿叶直透眼
底。有的像拳头那么大，饱满的籽粒将皮撑得
鼓鼓的，有的随微风在树梢上轻摇，傲娇地显示
自己的实力与成绩。

我伸出手，往下拉树梢上的那个大红石榴，
放进了篮子里。这时，果农告诉我们，这种石榴
光照充足，皮薄色艳，粒满汁多，神奇的是其籽
软若无，让人们可体验不吐籽的畅快。

再过几天就临近中秋了，大街小巷飘起了
月饼的香味。昨天傍晚下班，在单位附近的一
家店铺买了一盒月饼，出门就看见一位中年男
子骑着自行车，后面挂着两筐石榴，牌子上写着

“河阴软籽石榴”。一番攀谈，我买了五个回家。
晚上，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不知不觉就吃掉

了两个。看来，今年中秋节还得再去摘石榴。6

□李丹

最 近 学 校 组 织 师
生筹备中秋节活动，这
让我想起了两个男孩与两块月饼的
事。

我最初走上讲台是在小寨学校，一个离镇区较远
的村小学，小峰和小航就是那个时候成了我班里的学
生。

小峰的妈妈生活不能自理，爸爸年事已高。他是
全班唯一没有开通校讯通的孩子，开通后每月都要扣
费，我默许他不开通，每有消息，我都单独打到他爸爸
那部老年机上。

小航跟小峰不太一样，家庭环境较为复杂，他与继
母之间经常剑拔弩张。他不爱学习，喜欢捉弄同学，整
个人不但肤色黑，而且衣服也整天蒙着灰，远看去，两
排白牙最为明显。

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俩都长期不吃早饭。起初，
我再三要求必须吃过早饭再来学校。后来一问，俩人
也想办法吃了，小峰早上啃点儿馍、喝点儿水，小航早
上泡方便面。那时我在学校可以自己做饭，于是捎带
着把他俩的早饭做出来。

那年的农历八月十四是个周五，早上八点前是语
文早读。学生读书，我照例在讲台上批改前一天的家
庭作业，隐约感觉班级后面有两个身影站起又坐下，反
反复复。我扫视一圈，其他学生正常，只有小峰和小航
表情慌张。我瞪了他们一眼，他俩赶紧把头埋进了书
本，我继续低头批改作业。

一本作业还没看完，就感觉有人走近。不等抬头，
两块月饼出现在我眼前，同时，还有两张涨得通红的
脸。班里的读书声忽然停了，所有同学的目光齐刷刷
地投了过来。小峰和小航雕像般僵着身子，伸平着手
掌，仿佛手里的不是月饼，而是两个需要我赶快接下的
烫手山芋。他俩抬眼瞅瞅我，一个字也没有说出口。

我望着那两块月饼，五味杂陈，不仅仅是因为感
动。这两个小孩从哪儿弄来这么精致的酥皮月饼？他
们自己也没吃吧？想到这里，鼻子一酸，眼泪差点砸在
讲桌上。我慌忙站起身，面对着黑板，长长地喘了一口
气，直到预备铃声响起，我才回过神儿来。

我把月饼分别放回他们的课桌，真诚地致谢并告
诉他们，心意老师领了，月饼你们吃吧。他们的眼神暗
了一下，但还是顺从了我的话，默默地收起月饼放进了
书包。

那一整天，包括接下来两天的中秋假期，我一直都
被这种温暖的情绪包围着。只是想不到，温暖未完待
续。

周日晚上返校，昏黄的灯光照在走廊上。走近住
室，一袋花生安静地挂在门把手上，我拿起花生，嗅到
了泥土味道，清香，湿润。

初秋的夜风，忽然一下子掠过田野和山林，撩拨着
我幸福的心弦。6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人们对于中秋的记忆，除了
团圆、祭月，还有食物，刺激着味蕾，丰富着我们的生
活。

水果 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有关“中秋”

的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

花头，画竿醉仙锦旆。”城里的所有酒楼都要重新装饰

门面，扎绸彩的牌楼，出售新启封的好酒。“是时螯蟹新

出，石榴、梨、枣、栗、孛萄（葡萄）、弄色枨桔，皆新上

市。”铺子堆满新鲜佳果，夜市非常热闹，人们在楼台亭

榭中赏月，琴瑟连绵，至晓不绝。

毛豆 民间有中秋节吃毛豆的习俗。相传，兔子

喜欢吃毛豆，所以古时中秋，百姓都会给月中的玉兔祭

供毛豆，也包含了农民对丰收在望的心情，同时寓意多

子多孙，团团圆圆。

螃蟹 中秋前后，螃蟹肥美。古时宫廷中秋讲究

吃螃蟹，用蒲包蒸熟后，众人围坐品尝，佐以酒醋，食毕

饮苏叶汤。宴桌区周，摆满鲜花及时鲜，群臣一同观看

关于中秋的神话戏曲。

藕盒 中秋食藕，有寄托团圆之意。

江南人多将藕切片，每两片间下端相

连，中间夹馅儿，下锅煎至金黄，称

为藕盒或藕饼，与月饼有异曲同工

之妙。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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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春娜

晚饭后在小区门口散步，碰到一位年轻的月饼
促销员，恍然感觉，已近仲秋了。天上的月亮也在
一天天逐渐由弯转圆，温润的月光洒在台阶、树梢、
楼顶上，也仿佛浸润了人们的心房。

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中秋佳节是一年中最重
要的节日之一，阖家团圆而坐，吃月饼、赏圆月，闻
桂花、饮佳酿……其乐融融。而月饼，是其中最不
能缺少的吃食。

月饼，其圆形外观予以“团圆”的好意头，历经
千年，经久不息。每年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吃一块
月饼，就像没有过中秋一样。

崔倩的甜点工作室位于郑州市大学路附近，为
了让顾客在中秋节前收到月饼，崔倩已经
加班十来天了。40多平方米的工作
室弥漫着浓香，她在忙着烤制月
饼，另外两个员工负责包装、发
快递。

“临近中秋了，每天订
购的人都很多。一天下
来，腿都是肿的。”她说。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
升，市场上的月饼种类越
发丰富，月饼馅料也在不
断推陈出新。这两年手工
月饼非常流行，去年流行
水果馅，今年流心蛋黄是

“网红”。“其实这几年手工定
制月饼的群体越来越大，‘赶时
髦’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我的很多
客户都是中老年人，他们喜欢根据自身
的健康状况，订购适合自己的月饼。”

对于中国人来说，中秋不但有着文化意象，而
且传达了丰富的情感。

9月 3日，记者走进了位于郑州市樱桃沟的瞻
园，这是座由徽派和晋派两种建筑风格融合的院
落，古朴的花砖，雅致的盆景，木质的小桥下流淌的
溪水，让人心生诗意。

身着长裙的李晓正在忙着筹备中秋制作茶果
子的活动。她介绍，古时，人们会在中秋前后，邀三
五好友，一同赏月、喝茶、饮酒，其中的月饼曾经以
茶果子的样式出现。随着时光的流逝，茶果子在国
人的中秋节中消失，月饼成为主角。如今，我们重
拾传统文化中的饮食方式，研习、推广这门技艺，还
原手工制作茶点，一同感受传统之味。

就其名称来看，茶果子最早是人们一边饮茶一
边吃的茶点，兼具果腹和营养需求。如今的茶果子
融合了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现代审美功能，制作者不
但在其过程中有满足感、视觉美感，而且入口时饱
含幸福感，所以很受人们欢迎。

瞻园的馆长刘昊说：“经过了解，我们发现喜爱
传统饮食的人群比例在不断升高，很多人开始喜欢
这种精致又可口的甜点。”临近中秋，预约的消费者
比平日多了起来，同时，馆里也推出了食盒与茶礼，
把浓浓的情思融合到这些佳品中。

蒋勋说，美是看不见的竞争力。于是，在日常
生活中，人们集古、雅、美于一体，制作、食用茶果子
成为一道独特而雅致的风景。

一枚小小的点心，经过揉、搓、包馅、定型、装饰
等好几道工序，最终呈现在茶桌或餐桌上，其背后
承载的是一种文化需求，一种生活态度。

一轮中秋月，染得乡愁浓。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很多人选择到大城市

生活。每到佳节，乡愁萦绕心间。
“今年中秋节回家吗？”几天前，李辉就接到了

父母的电话问询。
他两年前与同村的三个小伙伴来郑州打拼，其

间回去的次数屈指可数。随着父母的日趋年迈，他
几经思虑，今年中秋节无论如何也要回家。

“小时候在村里，母亲会用青红丝做月饼，也是
最常见的一种月饼馅。每到农历八月十五的晚上，
她将月饼端到村头，与乡亲们分享。”李辉回忆，那

个时候，物质没有像现在这么丰富，所以，
过节大家都是将月饼、石榴、核桃等

自家食品聚在一起分享。“当然，
最高兴的莫过于我们这些孩
子，那些食品也都进了我们
的肚子，大人则在这一天享
受辛劳一年的丰收快乐。”

现如今，物质丰盛，
月饼随时都能买到，甚至
网上能买到全国各地不
同风味的月饼，方便快
捷。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
乡情。”在像李辉这样游子的

心中，儿时明亮的月光，温暖
的亲情，质朴的乡情，都化作浓

浓的乡愁。
“我购买了云南的鲜花月饼，还有广

式月饼，带回家给父母尝尝，一起过一个团圆中秋
节。”李辉笑着说。

我省民俗专家介绍，民族节日是最富有文化
意味的，它与整个社会的文化现状密切相关。中
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究其根源，是我们最深层
次的精神追求。今天关于中秋节的一系列活动、
风物等，都是我们独特的传统文化标识，不但为民
族生生不息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人们的生活带
来了欢乐。

张安前几日在网上购买了饼印，又在食材店和
超市里买了制作月饼的原料，准备在周末与孩子动
手做月饼。

“中秋节不但是我们的传统节日，还是中华宝
贵的文化遗产。在家和孩子一起制作月饼，可以让
他们更深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张安认为，优
秀的传统文化需要通过学习加以传承，让孩子多学
习一些非遗文化，能开阔眼界，增强文化知识。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不断发展，过中秋节的
形式也更多元化了。

记者走访了汽车站、火车站、高铁站，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暑运”下线了，中秋又“接档”，旅游流、
探亲流将迎来高峰，一些热门城市的车票已经售
完。正在买车票的翟照军说：“现在，咱们大郑州的
交通太便利了，高铁、飞机让‘千里团圆’不再是想
象，‘小长假’去周边城市游一游，可以说快捷和幸
福同时抵达。”

又是一年中秋月，恰逢人间好时节。2

又是一年中秋月又是一年中秋月

相关链接

展民俗 迎中秋——为弘扬、传承民族文

化，让市民有更多的机会亲近民俗、了解民俗手

工艺，9 月 13 日至 10 月 7 日，郑州绿博园景区在

中秋举办拜月大典、民间艺术展、吃新节等民俗

活动，让游客感受浓烈的节庆氛围。

游清园 享团圆——步入画卷赏明月，梦回

千年过中秋。9 月 7 日至 9 月 15 日，开封清明上

河园将浓清推出“首届中秋文化节”，邀请游客

来清园和“宋代人”一起过中秋佳节。届时，游

客可以穿宋装夜游清明上河园，预定“中秋家

宴”，还有小朋友喜欢的萌物巡游活动。在景区

的勾栏瓦肆东侧，还有中秋文化互动墙，可供游

客驻足、品味。

讲故事 做月饼——为了让小朋友了解中

秋节的由来及各种传统习俗，体验阅读的快乐，

弘扬节庆文化，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在中秋

佳节到来之际，将举办中秋绘本故事讲解以及

手工制作月饼等中秋系列活动。

山间月 寄情思——赏月是中秋的传统习

俗。每年除了登封的“嵩门待月”、郑州的“如意

湖”赏月外，今年还可以到许昌城西北的石梁河

赏月。河两岸为开阔地，桥下流水清幽，皓月当

空，水天一色，被称为“石梁皓月”。郑州熊耳河的

“熊桥芦月”，也是郑州赏月地之一。（本报综合）

（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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