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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虹影

一直以为月亮是天上的月亮，当我
来到红其拉甫，才知道天上的月亮，还
会成为身边的月亮。

两年前，我在中秋前夕赶往世界上
海拔最高的口岸——新疆红其拉甫采
访。

“红其拉甫”，塔吉克语意为“血染
的通道”，红其拉甫口岸，地处帕米尔高
原海拔 5100米的冰峰雪岭上，1000多
年前，是古丝绸之路重要关隘，是中国
通往巴基斯坦的陆路进出境通道，是通
往南亚次大陆乃至欧洲的重要门户。
它含氧量不足平原48%，全年无霜期不
到 60天，风力平均 8级以上，最低温度
零下 40℃，生物学家定义为“生命禁
区”。

去往红其拉甫的路好漫长。从北
京出发，4800 多公里路程，6个多小时
飞机加上 6个多小时汽车颠簸，才抵达
驻地，迎接我们的战友，除了身着藏青
蓝警服的，还有身着国防绿军装的。随
着部队整体转隶，我们集体脱军装换警

服已快一年了，怎么还有穿军装的战友？听介
绍才知道，穿军装的是隔壁邻居——解放军哨
所的战友。

茫茫雪域之巅，只有我们两支队伍驻扎于
此，俩营区一墙之隔，风雪洗礼的感情更纯粹，
尽管职责分工不同，但两家战友亲如一家，如
遇远方来客，两家会一起迎接，客人带来的美
食，两家会一边一半。

我在不间断吸氧中完成了座谈采访，拿
出从北京背来的月饼送给战友，并与大家告
别，大家挽留我留下来过中秋节，他们说，这
里能看到天下最美的月亮。听说我们马上
就要下山，夜宿塔县站部，明天还要赶往另
一个单位，战友们有点失望。他们说尽管是
同一轮月亮，但在这里看到的和在别处看到
的绝对不一样，高原的月亮美到找不出词汇
来形容。原本是天边的月亮，在这里就变成
了身边的月亮。他们再次挽留我说，如果等
不到看中秋的月亮，退而求其次观赏下今晚
的月亮再下山。战友们告诉我，曾有人把红
其拉甫的月色做过诗意的解读：戍边人用月
色写家书情书甚至遗书，用月光储藏思念和
遗忘。此地待久了，月亮会洗白军装。在这
个“万山堆积雪，积雪压万山”之地，月亮是
最温柔的存在，触动的也是战友们心中最柔
软最温暖的地方。我很想看看离天最近的
国门下的月亮，可随行战友担心走夜路不安
全，还是决定早点下山。

下山前，战友带领我到隔壁营区送月饼，
营区不大，房前屋后触目可及的都是寸草不生
的山峰。解放军战友去巡逻了，只有哨兵和值
班员在。值班员是陕西渭南人，8年前当兵来
此，再未离开。小伙子身材不魁梧但很敦实，
理着短平头，面色黝黑粗糙，嘴唇因缺氧有些
青紫，雪盲后遗症的影响，他的一双大眼一直
眯缝着看人。敬礼握手时，我看到他的手指甲
因长期缺氧微微凹陷，手掌有些发紫，留有冻
疮印记。

和我之前接触过的多数高原战友一样，值
班员话不多，表情不丰富，眼神不灵动，对话限
于你问我答，面对陌生人有些羞涩。

为缓解他的紧张，我说起第一次去西安时
听到的顺口溜“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
儿女高唱秦腔。一碗扯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
嘟嘟囔囔”，大家笑了，值班员不好意思地笑
了。我还说了调侃陕西人老实本分的另一个
顺口溜“不叫不到，不给不要，不哭不闹”，大家
笑得更厉害了，值班员明显放松了。

他带我们先参观连队荣誉室，满墙奖状锦
旗和资料照片令我感慨，“高原雄鹰”“喀喇昆
仑守护者”……这些称谓，是对常年坚守世界
上海拔最高国门勇士的赞誉，我们感受到一代
代戍边卫士的无私奉献。

通过荣誉室的介绍，我得知直到 20世纪
90 年代，哨所还没有自来水，官兵要取冰融
水。夏天扛冰，汗流如瀑，融化冰水浸透衣
服。冬天凿开冰窟窿，一夜间又冻得结结实
实。

值班员带我参观心理干预室、图书室，还
有小小的温室大棚，高寒地带，生命生长艰难，
值班员捧着瘦如豆芽的小苗给我看，他们要费
多少心思，才能换来这孤独的绿。

哨所营区很快转完了。我们告辞，值班
员不接话，把我们带到开水房，郑重介绍“这
是我们的开水房”。大家笑了。我们再告辞，
他依然不接话，又带我们去看一块石头，说是
在山上捡的，战友们在上面刻了字。实在没
啥可看了，值班员把我们领到卫生间门口，介
绍说：“这是我们的厕所。”大家大笑，笑着笑
着，突然就笑不出来了，眼睛酸酸的，心也酸
酸的。

终于告辞出来，已经走出好远了，同行战
友突然说：“值班员又追过来了。”我一回头，小
伙子已站在我身后，他眯着的眼睛有晶亮的东
西滚落。我不知该说什么，只是紧紧拥抱了
他，立即转身奔入车中，甚至没有勇气挥手告
别。

车载着我们踏上返程，拐弯时我看了一眼
车窗外，值班员还站在那里，如洗的碧空、叠嶂
的雪山、鲜艳的国旗、远处巍峨的国门连同值
班员身着迷彩服的身影，构成一幅绝美的图
画，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中。

那年中秋上高原，尽管没有观赏到由天边
到身边的月亮，但并不遗憾，因为，我已经见证
了帕米尔高原最美最动人的景象。5

□廖华歌

漫步在中秋深夜月辉里，我分明听到了月
光行走的声音。周围静极了，天地间只有我和
月。我走着，蹚开的光波轻轻起伏动荡着，很
快又无声弥合，仿佛是彼此约好的一次相会，
月就那样默然深情地与我同行，银白的光波将
我一寸寸幸福地抚摸……心头骤然闪过宋代
诗人石曼卿的句子：“月如无恨月常圆。”光华
普照大地的明月是否也有遗憾？而月的了不
起正在于不为一己之恨所困，无论圆缺，都将
皎洁辉光洒向人间……

我站下来，定定凝望着空中圆月，那是来
自生命深处的敬畏和至爱！月在时间和空间
中往返穿行，从古至今，无数诗人对月情有独
钟，他们为月吟咏，遥寄情怀，或诉相思，或伤
离别，或感身世，或抒旷达，或寄济世报国之
志，或借以表达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思考……
情由景生，景因情变，面对亘古之月，不同的诗
人各有不同领悟，吟月诗词个个独具特色。据
统计，《全唐诗》共五万首，出现“月”字万次以
上，李白有数百首诗写到月亮，可见月亮成了
诗人们表达不同情感的情意结：李白的象征，
杜甫的亲情，白居易的清冷，苏轼的感伤，张九
龄的雄浑，张孝祥的壮阔，晏殊的惆怅，辛弃疾
的科幻，皮日休的美好，纳兰性德的伤心，张若
虚那为无数人倾倒的“孤篇横绝”充满的“美而
思”……不同诗词中，月亮这一意象在诗人心
里有多种不同意蕴，形成不同情怀和审美意
境。

很久了，自从双目罹患近视散光以来，我
三十多年看到的中秋之月，都只是高空中不规
则的一团明黄，那月，从未圆过。

那年，当我第一次发现圆月在自己
眼里竟是如此形状时，我悲伤绝望哭出
了声。父亲惊恐急问：“孩子，你怎么
了？”弄清原委后，他却平静温和地劝慰：

“这可没啥，只要心里月圆就好，用你心
中的圆月去修补天上的月，那月永远都
是圆的。”

父亲，大山深处的小学教师，他的
“修补说”令我此后每个中秋都花好月
圆。漫漫时光中，我习惯了这种幸福的

“修补”，坚信这样的圆月永远属于我，我
甚至有点感谢眼疾，若非如此，我心中圆
月怎能用这样的方式得以实现？我以为
这种幸福的“修补”会一直持续下去，随
着六年前父亲离去，我心中的那轮月，就
再无法“修补”了，再未真正圆过……

月虽不圆，却始终光亮，这是父亲一
直希望给我的，我不能辜负他。

有时，中秋圆月会被浓云阴雨遮掩，
我依然打伞到户外寻找，我相信这月会

准时升起，就在云团雨幕后面华光灿烂。
一直以来，我认定唯有雪和月才能代表故

乡！那雪不管厚薄，只能来自故乡茫茫漫漫的
雪野，每见到雪，倍感亲近激动，故乡味道扑面
而来；而月，无论人在何处，都能从满空满地清
辉中，闻到故乡熟悉气息，听到故乡小河的鱼在
波光里腾起生动细浪，看到故乡门前花影被月
亮一点点西移……今夜与月相牵，我穿行于月
之光波，走过山水岭坡，走过溪流岩石，走过树
木花草。眼前，是故乡，是我永远的生命之根，
这里的院落、老屋、土墙、古树、石桌、水井、沟
渠、千年紫藤、碎石小路，月光下全都朦胧温情，
与我相呼应，而我敬爱的父亲仍像每次那样，早
早站在大门口，慈爱温蔼地等待我的归来。

今夜月明人尽望。今夜，那些因种种原因
不能与亲人团圆的游子和家人，他们只能将心
托明月，望月独思家了。

月下怀友与灯下读书，历来是令人神往的
人生至境；苏东坡说人生赏心十六件乐事之
一，是月下东邻吹箫；植物学家研究表明，暗夜
盛放的花朵，是月光催开的。月光还可救治受
伤植物，令其伤口尽快愈合。我深以为然。月
不仅给植物疗伤，还同样给世人疗救，唯有月
辉疗伤，才可让我们清除有些焦虑和妄念，清
除有些失望和躺平，清除有些郁结和伤痛……

此夜一轮满，清光何处无？
月圆月缺，盈亏相续，世间万物，生生不

息……5

□谢新源

掐指一算，那年中秋节已过去 23
年。一定有极不寻常之处，否则，23年
里它为何屡屡从我记忆中跳出，在每
年过中秋节之时……

那是1999年中秋节。我在广州一
所军医大学当学员队干部。这年甫一
入秋，全队一百八十名男女学员，按教
学计划分散到全军近十座医院实习。
一年实习期里，我们４位队干部要陪
同教员和医学专家，到各医院进行教
学指导、技能考核，逢年过节要走访慰
问。

1999年中秋，是军医大学学员离
母校的第一个重要节日，学校要求队
干部下沉实习点陪同过节，中秋节期
间，我们４位队干部打“飞的”到处赶
场子。

我要去的是北京和福州。八月十
五这天半下午，我从首都机场直奔市
区西三环路西侧中央广播电视塔下。
在解放军总医院和 304医院实习的三
十多名学员已齐聚于此，我们一同抵
达近400米高的塔顶观光厅，从半空中
感受古都的万千气象。

此时日衔西山，晚霞炽盛。月亮
虽升上了天，但月光全被落日余晖淹
没，北京城被满天或金黄或橘红霞光
笼罩，天安门后面的故宫上空，天光与

金色琉璃瓦反射的光线交织互映，幻化出云
蒸霞蔚。再向城西北处极目眺望八达岭、居
庸关长城，真似一条披带黄金甲的巨龙，盘山
绕云于地平线、天际边，令我油然而生气壮山
河的豪情。

月光终是亮堂起来，宛若淑女之目，明澈
晶莹中透出羞涩。西山、香山，颐和园、积水
潭，北海、中南海，山山水水在暮色浮动中，衬
出月的飘渺。突然一瞬间，京城几乎同时华
灯生辉，从天安门广场到街巷胡同，被充满艺
术性的光线、灯带连接，古都夜景之美，大气
磅礴……

皎月当顶，天地静穆，朗月之光牵引出我
浓郁的思古之幽情。

第二天原本应直飞福州，我却要飞厦门。
在福州军区总医院实习的一名女学员，要外出
厦门执行任务，她的任务地点在鼓浪屿上。领
导说，一个学员孤身在外，更要慰问。

抵达厦门后，当地同志听说我专程为一
名学员前来，很感动。他说，到鼓浪屿慰问过
学员，晚上去赏赏月吧。

夜晚的鼓浪屿，宽街窄巷，华灯初上，悠
扬的琴声从洋楼新居或街边茶室传出。我们
循着如缕琴音，踏月而行，来到鼓浪屿东南部
的皓月园，此园为纪念郑成功驱逐荷夷、收复
台湾而建，主体建筑是一尊高十数米、重约一
千六百余吨的郑成功戎装雕像，郑成功身披战
袍、腰挎利剑，目光凝视浩瀚大海，正气凛然。
此刻，中秋月仿佛一粒硕大珍珠，被海水托举
着离开海面。一转眼，它便悬在海天上空，银
光清澈，满天倾泻。轻轻涌动着的海水波光粼
粼，夜色中的大海展示出它的博大浩荡。

郑成功在注目远方。我们伫立在他足下
那块巨石顶上，顺着他的目光，可隐约看到大
担、金门二岛，亦为轻盈月光笼罩，灯光闪烁，
勾勒出岛影轮廓。“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
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想起李白的
诗句，再遥望明灭不定的大担、金门二岛，甚
至更遥远孤悬大洋深处的宝岛台湾，思绪里
生发出惆怅和期待：岛上的同胞，你可曾思念
故乡？

第二天一大早，我坐上开往福州的长途
汽车，去慰问在福州军区总医院实习的学
员。海风徐徐，海景旖旎。我的脑海里是挥
之不去的登塔、观天，临岛、看海的记忆：俯瞰
古都北京，夜色阑珊，一城万家灯火；伫立厦
门海边，大海无际，一腔深情遥寄台湾。今
晚，实习在福州军区总医院的女学员说，要组
织一场月光晚会，等待我的到来。而我，已经
开始想象这场月光晚会的其情其景了。5

□李成

中国人很早就有中秋概念和意识，观察
到月到“中秋分外明”，喜欢在中秋月圆之夜
集会、娱乐。先秦《礼记》中有“天子春朝日，
秋夕月”的记载，夕月也就是祭月，早在两千
多年前，国人就在中秋祭拜月亮了。

到了唐朝，中秋成为重要节日。《唐书·太
宗记》中有“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之说，那
时已成法定节日。到宋代，这一节日作为习
俗遍及海内，深入人心。宋之后至今，中秋
节是流行于中国及世界华人地区的传统文
化节日。2006年，中秋节被列入中国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秋节之重要，在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
的“四大名著”里都有体现。

《三国演义》，所写内容即故事发生时间
最早，第一百零三回写到诸葛亮战况失利，
观天象知命将不保，用祈禳之法以避凶趋
吉。文中写道：“时值八月中秋，是夜银河耿
耿，玉露零零，旌旗不动，刁斗无声。”孔明中
秋祈禳，向上苍表达心中的祈愿。

以宋代生活为背景的《水浒传》里，多次
写到中秋节，这一天发生的某些事，甚至成
为全书关键点。

《水浒传》第二回写到九纹龙史进结识
三位山寨首领，“时遇八月中秋到来”，史进
邀三人府上聚会，官兵闻讯捕捉，双方大战
一晚，闹动河北，为一部《水浒传》官逼民反
做了铺垫。接着写武松醉打蒋门神之后，张
都监在鸳鸯楼下宴请武松，文中用了四字：

“庆赏中秋”。结果武松落入圈套，再被刺
配。第三次写中秋，是“玉麒麟”卢俊义被吴
用“赚”上梁山数月后，“金风淅淅，玉露泠
泠，又早是中秋节近”，“思量归期”，归家后
差点送命，只得落脚梁山。最后写中秋，是
梁山好汉征方腊归来，队伍凋残，鲁智深与
武松在杭州六合寺安歇，夜间忽听潮汛如战
鼓轰然，寺僧说“今朝是八月十五日，合当三

更子时潮来”，鲁智深安然焚香坐化圆
寂。四次中秋，有始有终，各有深意存
焉。

明朝人吴承恩写《西游记》，第二
十九回提到中秋节，讲述宝象国三公
主百花羞，对被黄袍怪拘系的唐僧说，
她在“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中间，被这
妖魔，一阵狂风摄将来，与他做了十三
年夫妻”……请求唐僧捎书搭救。

《红楼梦》中多次写中秋。第一回
写贾雨村进京求取功名，暂住葫芦庙

“又值中秋，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
户笙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
描摹生动。第十一回讲到秦可卿的
病，尤氏道：“病得也奇，上月中秋还
跟着老太太、太太玩了半夜，回家来
好好的……”

《红楼梦》中最浓墨重彩写中秋是
第七十六回：“园子正门俱已大开，挂
着羊角灯，嘉萌堂月台上，焚着斗香，
秉着烛，陈设着瓜果月饼等物。邢夫
人等皆在里面久候。真是月明灯彩，
人气香烟，晶艳氤氲，不可名状。”

接下来写贾母率众人上山赏月，
击鼓传花，饮酒讲笑话。夜深人静，湘云宽
慰黛玉，两人水边联诗，“二人遂在两个竹墩
上坐下。只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个月
影，上下争辉，如置身于晶宫鲛室之内。”最
后两人吟出“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这样

“凄清诡谲”之句，从大热闹归于大凄寂，预
言般地传出贾府“盛极而衰”之悲音。从四
大名著，可以想见中国人跟中秋节的渊源久
远，跟中秋之月感情弥深。

中秋节之被中国人重视与喜爱，更现实
的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时序入
中秋，正值稻麦菽豆丰收登场，急风暴雨的
夏日已过，天气稳定温和，天空明净高远，明
月当空更大更亮，如此良辰美景，令人顿生
喜乐平安之感。

天上一轮满月涌现，天下万人仰头同
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人们自然思
念起异地亲友，自然希望和亲人厮守赏月，
中秋节被赋予浓郁的团圆期冀。我们在《红
楼梦》里看到，贾母率众人来至凸碧山庄赏
月，敞厅前台摆下“桌椅形式皆是圆的，特取
团圆之意”。不仅是“月到中秋分外明”，更
是“月到中秋分外圆”。

是的，中国人对中秋团圆是有执念的，
是根深蒂固刻在血脉中的，对中国人而言，
这是一场义无反顾的奔赴。所以才会有“若
得长圆如此夜，人情未必看承别”，才会有

“惟有今宵，皓彩皆同普”，才会有“好时节，
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

亲人团圆，大小家庭的圆满，是中华民
族根深蒂固的美好意念，是维系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与团结的内在红线与精神支柱，从古
至今，从未因任何外在因素有改变！5

策划：魏剑

统筹：陈茁 孙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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